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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翠娥 陈志强 陈旸 图文报道

上周五下午 4∶30，遥观中心
小学课后服务第二时段开启，校园
里热闹了起来。本学期，该校开设
了 70 余个活动课程，其中 10 多个
为校外引进的，包括舞蹈、乱针绣、
小主持、棋类等。五（3）班葛籽涵
同学经常参加演讲比赛，加入小主
持人社团后，在吟诵艺术学会的老
师指导下，兴趣得到进一步发展，
让他更自信地站在舞台中央。

为进一步拓宽课后服务渠道，
最大程度地满足学生、家长的多元
需求，本学期，常州经开区社会事
业局引入优质校外资源参与课后
服务，丰富了校内课程，减轻了教
师压力。

“白名单”上榜机构
为课后服务“加油”

课后服务能否吸引学生，在于
课程的多样性和高质量实施。经
开区社会事业局加强统筹，通过开
展需求调查、发布征集公告、组织
多项申报、建立联席评审、社会公
示等环节，暑期共遴选出首批 39
个优质校外机构（非学科）或专业
人士进入“白名单”，供辖区内学校
选择使用。

“‘双减’后，既要提高课后服
务的吸引力，又希望为在校内超长
时间工作的老师减负。”经开区社
会事业局教育科科长陈国平介绍，
进入“白名单”的校外机构或专业
人士进校坚持公益普惠原则，同
时，通过加强过程管理、定期评价
反馈、动态建设资源，对相关校外
资源进校监督，保障资源引入有序
高质实施。

目前，全区课后服务开设的社
团活动、兴趣小组和趣味课程共计
655个，较春季学期增加百余个，进
一步增强了课后服务的吸引力。
全区参加服务的中小学生有 3.6 万
余人，占总人数的97.8%。

校外专业机构让学
生学得更精进

引入优质社会资源进校，此前
已有学校探索。经开区实验小学
于去年 7 月，在中国陶行知研究会

“管乐艺术进校园”公益活动助力
下，成立管乐团，孩子们在专业老

师的指导下吹奏乐器，感受艺术魅
力。“优质校外机构成为校内教学
的有力补充，丰富课后服务内容的
同时，让学生学得更专业。”校长丁
雄鹰介绍，本学期，根据学生的兴
趣和需求，和“白名单”上的两家机
构合作，引进了轮滑、琵琶、二胡、
乐高、编程等艺体类课程，发掘学
生在专项上的兴趣，引导学生获得
高阶能力的提升。

引进的校外课程效果如何保
证？横山桥中心小学校长许小红
表示，通过课前审核课程内容、上
课配备校内搭班老师、学期末课程
展示，对校外资源进校全程管理和
监督，“授课效果不尽如人意、学生
不喜欢的课程，将被淘汰。”

参与课后服务的力量更强更
专业，学生、家长感受到了实实在
在的惠民举措。经开区实验小学
六年级学生冯昱琦学编程已有两
年，曾在市科创类赛事中斩获一等
奖，“现在在校内就能获得校外机
构的专业培训，我们更放心，还有
机会参加更高一级的比赛。”家长
冯凯如是说。

家长进课堂，学生体
验更丰富

除了优质校外机构，身处各行
各业的优秀家长，也成为学校重要
的育人资源。

遥观中心小学在制定特色课
程时，遴选了一部分有特长、有能
力 的 家 长 进 校 园 开 设“ 家 长 课
堂”，拓宽课后服务时段课程建设
的路径。孩子们聆听风土人情讲
座，掌握反诈骗要点，学习烹饪技
巧⋯⋯在各种有意思的课程中，
孩 子 们 增 长 见 识 ，提 升 动 手 能
力。在经开区实验小学，校方邀
请家长进校指导孩子在善耕园种
植农作物。

各位家长导师都在明确课堂
目标的基础上备好、上好每堂课。

“给孩子们开健康讲座很有必要。”
遥观中心小学一（1）班家长李建良
是遥观镇卫生服务中心内科医生，
本学期初，他进校做了有关“科学
防疫”“防治肺结核”的主题讲座，
通过图文并茂的 PPT、身边的案
例，让孩子们听得懂、听得进。

遥观中心小学校长吴亚娟表
示，学校将不断挖掘家长资源，提
升校本特色课程的广度和高度，为
孩子们的个性化发展提供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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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观中心小学在课后服务时段开设乱针绣社团

■毛翠娥 吴晓霞
张丽东 图文报道

本报讯 9 月 16 日，常州
市龙锦小学“龙霄少年科学
院”在天宁区“全国科普日”活
动中揭牌，学校科普教育又多
一平台。

“龙霄少年科学院”由以
青少年航空航天知识科普为
主要内容的科普展馆和科创
活动室组成，面积有 260 余平
方米。科普展馆展示内容包
括中国航天发展进程、航天著
名科学家、中国著名航天工程
和中国航天发射场四大板块，
图文并茂地展示了我国航天
事业的发展和突出成果。同
时以“航天航空、北斗导航”为
主题，打造“探索·发现”“创
新·创造”两大条线的青少年

爱国主义科创教育课程体系，
旨在培养小学生爱科学、学科
学、讲科学、用科学的科学文
化素养，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
和创新能力。

活动中，龙锦小学与江苏
省航空航天学会、常州浩万新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常州仁千
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作签
约。双方将在科创教育上深度
合作，为学生筑梦科技梦想。

校方表示，学校坚持以“青
少年科技教育与爱国主义教育
融合”为特色，以“航天航空、北
斗导航”为主题，以“学校＋社
区＋社会组织”为阵地，面向青
少年开展科普活动和科创教
育。少年科学院的落成，聚焦
了青少年综合能力培养，以跨
学科、探究性学习为主要形式，
结合课后延时服务，拓展了素
质教育的广度和深度。

常州市龙锦小学

“龙霄少年科学院”揭牌

■毛翠娥 姜芳孜

本报讯 15 日，常州市教
科院举办“幼儿园课程游戏化
推进成果发布会暨领域关键
经验专题培训”，发布常州幼
儿园课程改革的重要成果，全
市 400 多个园所线上线下同
步参与。

活动发布了两项研究成
果。第一项是由常州市教科
院主编的《遇见游戏——幼儿
园 课 程 游 戏 化 优 秀 案 例 集
锦》,其中汇编了自 2014 以来
常州推进课程游戏化生成的

经典案例，包括幼儿园室内外
游戏环境创设案例、各类游戏
案例、区域游戏与集体活动一
体化案例等，综合体现了当前
幼儿园课程改革的前沿走向；
第二项是由市教科院领衔学
前学科中心组历经 2 年多研
制的《遇见儿童——幼儿园领
域关键经验与教育建议》,该
成果聚焦健康、运动、语言、社
会、科学、数学、音乐、美术八
个领域梳理了关键经验，并结
合课程游戏化改革提出了实
操性的教育建议，倡导幼儿园
活动的游戏化、生活化、整合
化，在国家文件与教师实践之

间提供了实践支架，为一线教
师提供智慧支持。

本次发布的成果是常州
幼教教研 8 年来重锤打造的
重要成果，是常州幼儿园课改
生成的优质本土经验，也是

“常有优学”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

成果发布后，武进机关幼
儿园星河北园和钟楼区清潭
幼儿园分别围绕运动领域、科
学领域的关键经验进行了深
入解读，针对各领域的模块、
主要指标、关键经验和教育建
议进行了详细分析，并对实践
运用提出了思路和建议。

市教科院发布
幼儿园课程游戏化推进研究成果

■毛翠娥 张蔚 图文报道

本报讯“一整发际，不凌
乱；二整面容，面容佳⋯⋯”
20 日，常州市博爱小学一年
级新生在《正衣冠》的口令声
中“细整衣冠”，以最充沛的精
神面貌迎接“开笔礼”。

20位在各行各业取得突出
成绩的家长代表及爱心企业代
表来到博爱娃身边，在他们额
头正中点上红痣，并送上学校
特制的启智笔，祝福孩子们从
此眼明心明，好读书，读好书。

传“心”立志，校长柴曙瑛
向每个班级赠送了藏有智慧法
宝的启“德”袋，袋中藏着“博”

“学”“仁”“爱”四字
校训，希望博爱娃
们能够将校训铭记
心头，成为一生成
长的方向指引。

校 方 表 示 ，
“开笔礼”让孩子
启蒙立志，希望每
一位新生在仪式
中领悟尊师孝亲、
崇德立志、仁爱处
世的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迈开学习的第一步，
走好人生每一步，争做一名

“责·仁”好少年。

常州市博爱小学

启蒙立志，萌娃行“开笔礼”

【辖市区教育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