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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翠娥 张吴正知 图文报道

本 报 讯 为 磨 练 学 生 意
志、增强学生体质，对学生进
行生命教育、挫折教育和理想
信念教育，3 月 10 日，常州市
朝阳中学组织了励志行活动，
全体九年级学生毅行 12 公
里，用脚步丈量青春。

晨光微熹，九年级师生已
整装待发。校长卞雁翎在行
前仪式上以“用脚步丈量青
春，用热血铸就梦想！”为题，
对孩子们表达期待及祝愿。
在校门口，七、八年级的学弟
学妹们举着加油的横幅和手
报，为学长学姐们摇旗呐喊。

一路上，同学们目光坚

定，脚下走出的每一步，都
是他们不惧挑战，奋勇争
先的许诺。中午 11∶30，全
体师生到达春秋淹城遗址
公园。同学们在经过12公
里跋涉后，依旧挺直腰板
整齐列队，气势非凡。

副校长王中仙表示，毅
行是毕业系列课程之一，是
励志之旅，也是团结之旅，更
是感恩之旅。希望同学们能
铭记这一次的实践，在最后
的冲刺阶段奋勇拼搏、坚持
到底。

朝阳中学

初三学子毅行12公里

■尤佳

进入一年级，数学口算
就被提上了日程。近日，市
民石女士前来咨询，自己的
小孩在口算方面基础薄弱:

“不知是动作慢还是没有掌
握计算技巧，每次都不能在
规定时间内完成，准确率也
不高。”石女士为此很焦虑，
甚至给小孩进行了题海战
术——每天至少100道口算
题，但是一个多学期下来，
仍然没什么起色。

小 学 口 算 如 何 提 高 ？
低年级学生如何打好计算
基础？常州市骨干教师、常
州市解放路小学数学教师
王雪薇为家长答疑解惑。

Q：口算在数学学习中
重要性如何？

A：运算能力是数学核
心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
口算能力正是培养和发展
儿童运算能力的前提和基
础。一方面，口算作为计算
学习的重要内容，对后续的
数学学习与研究起着重大
支撑作用；另一方面，口算
的学习与研究必然伴随着
对算理的理解和对算法的

思考，这一过程也有助于培
养数学思维的灵活性与深
刻性，促进推理意识、模型
思想等多方面素养的发展
与提升。特别是 20 以内的
加减法，十分重要，是未来
所有计算的基础。

Q：口算慢是不是数感
差？怎么样培养数感？

A：数感差会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口算速度。良好
的数感有助于提高儿童计
算中的灵活性和策略性，从
而提高运算能力。平时的
学习中，可以通过多种方式
培养数感，如结合熟悉的生
活情境、数数、利用直观模
型、在运算中培养数感。

Q：口算只能靠题海战
术来提高速度吗？

A：适量适度的练习对
于提高口算速度有一定的
作 用 ，但 过 于 追 求 练 习 的

“ 量 ”，而 忽 略 了 练 习 的
“质”，不仅会增加孩子的学
习负担，还会消磨其对数学
学习的热情。口算品质的
提升需要结合儿童年龄特
点和个性差异，充分引导其
经历计算的探究过程，以算
理理解为基础逐步明晰算
法 ，在 理 法 融 通 中 实 现 发
展，而不能简单地依靠机械
练习或题海战术，一味苛求
数量的增加或难度的拔高。

Q：计算时有哪些诀窍
提高速度和准确率？

A：计算速度和准确率
的提高不是一蹴而就的，儿
童从理解算理到掌握算法
再到熟练计算是一个逐步
内化数学知识和发展运算
能力的过程。

提高计算品质可以尝试
从以下几方面着手：重视算
理的分析与表述，提倡表达
计算思维过程，帮助清晰运
算意义、突破计算难点、促进
算法熟练；重视算法的对比
和优化，鼓励探究多样化算
法，在数形结合中巩固算理
认知，实现灵活计算；重视计
算的习惯与反馈，关注仔细
审题、认真计算、估算检验、
准确书写等良好习惯，同时
注重错题反馈，寻找共性问
题并予以针对性练习。

Q：除了做题，还有其他
的一些方式进行计算训练
吗？

A：计算的练习不应当
拘泥于做题这一相对单调
枯燥的形式，可以顺应儿童
心理，借助很多好玩的方式
在潜移默化中激发计算潜
能，调动计算兴趣，发展计
算能力。如将计算与生活
实践相融合：开展“萌宝当
家”系列活动，鼓励孩子走
进超市，口算所选购物品的
价值或核对购物小票，感受
计算意义；或和游戏结合，
采取“对口令”“口算接龙”

“算 24 点”“大家来找茬（看
看计算陷阱在哪儿）”等趣
味性活动，巩固计算本领。

名师：过量练习，会消磨其对数学学习的热情

[名师家教义务诊断]

（15）小学低年级娃题海战术“刷”口算有用吗？
小学低年级娃题海战术“刷”口算有用吗？

名师：过量练习，会消磨其对数学学习的热情

■毛翠娥 刘琰 图文报道

本报讯 从山川到河流，从风沙
地貌到冰川地貌，方寸之间呈现巍峨
与壮丽、生动与秀美。3月上旬，常州
市第三中学举行了高一年级地貌模
型制作大赛作品展，学生用各式材料
做出的地理地貌模型惊艳了大家。

高一地理备课组长何飞介绍，
高一学生在上学期学了“地貌”单元，
为了考察学生的地理实践力和区域
认知力，此前在寒假作业中布置了

“设计某一地貌”的创新任务。要求
小组合作，利用超轻黏土、橡皮泥、水
粉颜料等材料，展现地貌的主要特
征。除了设计造型、完成制作，还要
撰写研究性学习报告。

动脑又动手的作业激发了同学们
的创作兴趣，有用乐高搭建的喀斯特
地貌，有用一次性杯子制作的海蚀陡
崖，还有餐巾纸做成的冰川地貌⋯⋯
类型多样，形象生动。何飞表示，收
到的近300件作品，每一件都阐释了
学生心中的地貌特征，创意让人惊
叹。

地理组老师根据科学性、创新性

和美观性等维度，对参赛作品进行了
评奖。“以前学地理只是单纯的背诵
知识点，这次通过实践活动对知识点
的理解更透彻，很好地培养了我们的
学科素养。”高一(5)班潘若漪和小伙
伴群策群力，做出的风沙地貌模型被
评为特等奖。她说，从一开始的手足
无措到后来的游刃有余，思维能力、
动手能力都得到了很大提升，“原来
地理的学习也有这么多乐趣。”

校方表示，为深入落实“三新”
（新课标、新教材、新高考）理念，学校
始终将课堂与实践贯通融合，增强学
科教学的实践动手能力，让学生在实
践中体验、在体验中感悟、在感悟中
发展，从而全面提升学科综合素养。

市三中

地理地貌模型创作，绝了！

■毛翠娥 杨金花 图文报道

本报讯 古色古香的江南院落，
栩栩如生的大白鹅，造型别致的环保
之家⋯⋯如果告诉你，这是虹景小学
学生们的绿植秀，你会不会惊叹于他
们的匠心创意。

为了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树立
爱绿护绿的意识，2月中旬，虹景小学
向全校同学发起了“我携新绿赠春
天”的活动倡议，希望同学们创意设
计花盆、精心养护绿植，让生命教育
和劳动教育在校园绽放。
一件件废弃的物品，在虹
景娃的创意之下变成了充
满童趣的花盆。纽扣、毛
线、洗衣液桶⋯⋯这些不
起眼的材料都成为花盆最
亮眼的装扮。

白墙黛瓦、庭院深深，
屋顶再放上一盆文竹，江
南 院 落 的 韵 味 尽 显 。 五

（2）班周子茜同学的创意

花盆惊艳了全校师生。很喜欢漫步
于青果巷的她，用瓦楞纸、扭扭棒等
美术材料，做出了一个具有江南建筑
风格的花盆，“创意来自于生活，我会
继续热爱生活，用巧手装点生活。”

近日，校方结合绿植的外形、颜
色、长势和花盆创意进行了综合评
选，选出了一批形态美、有创意的绿
植。“趣味横生的创意绿植秀活动，既
为校园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也
丰富了学生对植物相关知识的了解，
培养了其热爱自然、珍爱生命的生态
意识。”校长裴瑞英说。

虹景小学

我携新绿赠春天，美了！

“常报·名师家教义务诊断”预约中——
如果您的孩子哪门学科比较薄弱，或是对家庭

教育存在困惑，我们对话一线名师，为您排忧解惑。
如有需要可在“常州第1升学”微信公众号（CZ-

DYSX），或致电88066267，留下您想咨询的问题和联
系方式即可。

义务诊断
义务诊断名师家教

名师家教

名师档案：
王雪薇，常州市骨干

教师、常州市集团化办学
先进个人、常州市解放路
小学数学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