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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期间"安家中学组织学生通过#青果在线

学校$开展网络自主学习活动"提高了同学们自主

学习的能力"丰富了同学们的假期生活%

寒假期间，学校组织我们开
展网上学习活动。在“青果在线学
校”的学习和交流丰富了我的寒
假生活，它像一个无所不知的朋
友，在我寒假的学习中提供多元
帮助。

一进入青果学习网站的主
页，“学习广场”四字就吸引了的
我的视线。点击进入后，各类题目
琳琅满目，令我目不暇接。数学、
物理、化学、英语语法……各种科
目面面俱到。更让人不可思议的
是，青果学习网站颠覆了传统观
念，以现代化的视频教学取代了
陈旧的书面教学，让学习充满了
乐趣，不再如过去般乏味。在这
里，学生提出问题，而解答问题的
仍是学生。学生们互帮互助，在愉
悦的学习过程中培养了助人为乐
的优良品质。

《常州赋》云：“入千果之巷，
桃梅杏李色色俱陈。”后运河改

道，巷名仍保留至今。常州方言
“千”、“青”难辨，才有了现在的
“青果巷”。而在青果学习网站上，
也有“青果巷”这一专题。动漫、音
乐、电影等娱乐项目齐聚一堂,让
学生在学习之余能放松自己，为
学生开辟了一处Happy天地。

“梁园虽好，不是久恋之家。”
每每我将一个页面看到结束时，
在页面底部清清楚楚的写道“青
果虽好，不要一直赖在网上哦!”一
句小小的提示，浓缩着网站管理
员对学生们真切的关怀。管理员
在一边费尽心思的设计过程中，
仍关心着学生们健康成长。一片
情，融于一句话。我想在此对管理
员们说一句“谢谢您”。

青果学习网站，你是我不变
的伙伴。我相信，我们以后还会一
直“打交道”的。

安家中学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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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田星宇

指导老师 眭文英

“今年寒假看什么，要看就看
青果。”寒假学校组织了学生在家
通过“青果在线学校”于是便满怀
好奇地与青果下了个约定：一上
电脑就去“探测”它的内部结构。

由于自己之前也曾上过一个
叫“青果学院”的网站，也曾好奇
满满地进去看过，但由于它的“内
部结构”看一集还需要青果币，所
以对这个青果学院没怎么期待
过。不料后来看了这个青果学院
之后，便发现它既不要青果币而
且还有实验，实验还可以自己亲
手去做。

点开了探究物体的质量与体
积的关系这个实验，里面还告诉
了我们实验目的是 1、会用天评
测质量，会用刻度尺侧规则固体
的体积；2、会分析数据寻找普遍
规律；3、会根据控制变量的思路

总结结论。这有助于我们了解更
多关于物体的质量与体积的关
系，实验器材告诉了我们该怎么
做这个实验，儿虚拟实验却是提
高了我们自我动手能力，里面天
平的调节都需要我们自己做，而
砝码不用镊子夹取就不能把砝码
放到天平上来，这告诉了我们砝
码必须要用镊子夹取，而当砝码
放在左盘里时却会回到砝码盒中
来，实验操作虽然没有说砝码必
须要用镊子夹取、被测物体必须
要放在天平的左盘、砝码必须要
放在天平的右盘等,但在实际的
操作中却告诉了我们。

青果使我培养了动手能力、
改变自己最初对青果的看法。

安家中学 金雪儿

指导老师 眭文英

初识青果，是在寒假，在清脆的爆
竹声里，青果的主页让我眼前一亮，翠
色的背景让我眼前一亮，青绿色的
logo更让我眼前一亮。记得那时，我
满怀激动地紧紧抓住学籍卡，眼睛紧
盯键盘，一字一字地输入进去，霎时
间，“学习真好玩”五个闪亮的大字进
入我的眼眶。从此，我开启了青果之
旅。

再识青果，是开学不久，遇到课外
难题的我绞尽脑汁，仿佛榨干的水果，
没有一点点水分。无奈之下，我想到了
青果，半生不熟地进入，毫无前列的我
“跌跌撞撞”走进了学习广场，我如井
底之蛙见了地面一般活蹦乱跳。误打
误撞的提问，本以为要等候多时，谁知

还未等我关闭网页，就有人回答了我，
按照这位好心人的指示，我找到了解
答视频。从此，我打开了青果之门。

深识青果，是在近日，我渴望看视
频，我渴望看策略，我渴望看数学，于
是我进入了“高大上”的视频教学：物
理形象的实验让我茅塞顿开，生动的
解说让我两眼放光，数学简易的教程
让我眼前一亮。久而久之，观而观之，
我也不再出现“断崖式”的下降，我的
知识开始一点点的积累，成绩开始一
点点的提高，思想开始一点点的升
华。

安家中学八&

(

'班 窦雨龙

指导老师 眭文英

此青果非彼青果，跳出古镇
狭小的院子，青果也赶起了时代
潮流，上了网，摇身一变，成为了
网络学习的殿堂，笑吟吟地对同
学们张开双臂：“亲，我来啦！”

于是乎，寒假中，同学们纷纷
投向了青果的怀抱中，奔赴于题
海之间。什么？数学有些不懂？快
来这补补。啥？英语语法不够掌
握？快来这看看。还有什么？物理
……没问题，快来吧，青果帮你解
决。

而我最爱的，还是在网上做

实验。早就想在家里实验的我，按
捺不住内心的焦急，迫不及待的
点开了青果实验室下的“经典实
验”。刚一进去，便看到了八年级
上册的物理实验，我点了一个视
频，进入之后，便从“实验目的”开
始，顺次点过去，终于，我点到了
“虚拟实验”。

握着鼠标，盯着频幕，我小心
翼翼的移动着蜡烛，再移动光屏，
观察着凸透镜的成像规律。咦，有
了有了，光屏上有图像了。有了这
一发现，我欣喜若狂。可是图像并

不够清晰，我只好再小心的移动
光屏，终于，我找到了那个最清晰
的像。我高兴极了，赶紧移动蜡
烛，再重复操作，一遍又一遍，不
厌其烦的做着……

做完了这个实验，我又点开
了其他实验，每个实验，我都做了
多次，尽管有些实验早在课上就
已经做过，但我忽然发现，学习是
这么有趣，以至于我根本放不下
手中的鼠标！

安家中学 林姚

指导老师 眭文英

早晨我把鸡蛋带到学校，可不
到中午，鸡蛋就给我弄破了。到了下
午比赛的时候，我只能到五年级找
红领巾勤学岗的组长借给我一个鸡
蛋。借到鸡蛋，我飞快地跑回教室，
唯恐错过了竖鸡蛋比赛。

在裁判老师没来之前，我开始
了练习。可一次一次都不成功，看见
其他许多同学都竖了起来，我不甘
心，决定一定要把鸡蛋竖起来。终
于，我成功地把鸡蛋竖了起来。

等裁判老师来了，我们开始比
赛。裁判老师告诉我们要在规定的
2分钟内把鸡蛋竖起来。我听了以
后，感觉有些紧张。比赛开始，不到
一分钟，有的同学已经把鸡蛋竖了

起来，可是我的就是竖不起来。看着
一个一个同学竖起了鸡蛋，我心里
更加紧张了，手上的动作乱起来了，
手心里也出了汗。我越想竖起来，可
越是竖不起来。时间一分一秒的过
去，等比赛结束，我还是没能把鸡蛋
竖起来。

可比赛完了，这鸡蛋竟莫明其
妙地被我竖了起来。你看，这个鸡蛋
是多么的不争气了啊！我把鸡蛋还
给组长的时候，她问我有没有成功。
我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组长，组长
当场笑晕了。

运村实验学校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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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朱佳薇

指导老师 薛小平

周四，老师说：“明天学校举行
科技节，其中有一个竖鸡蛋比赛项
目，今天回家自己练习练习，明天带
到学校争取为班得分。”

回到家，我拿出一个鸡蛋进行
练习。我把拇指和食指握住鸡蛋，稳
稳地放在桌子上。自己觉得鸡蛋可
以竖起来了，再小心翼翼地把手拿
开。可我刚把手一松，鸡蛋就倒了，
滚到了桌子底下，破了。妈妈说：“不
要急，再拿一个试试。”

我重新拿了一个鸡蛋，心想：
这次一定要成功了。这时，我想起
老师说的话：要把鸡蛋像微信里的

摇一摇一样，多摇摇就可以竖起
来。我使劲地摇鸡蛋，摇了一会儿，
我再慢慢地把鸡蛋竖起来。小手指
离开了，无名指离开了，再把大拇
指和食指慢慢地放开。可一放开，
鸡蛋又倒了下来。又一次失败了！
只能重新来过。我再拿起来鸡蛋来
摇摇，再一遍又一遍地练习着，但
始终没有成功！

我生气地说：“竖鸡蛋可真难
呀！明天我要到学校向会竖起来的
同学讨教讨教经验了。”

运村实验学校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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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明喜

指导老师 薛小平

“预备，开始。”裁判老师发出
了口令，同学们一个个都盯住了鸡
蛋。看着好多人已经竖起来了，我
也不甘落后。我端端正正地坐在椅
子上，双手握住鸡蛋，慢慢地竖，再
稳稳地放。我小心翼翼地调整着，
觉得鸡蛋可以立在桌面上了，便把
手松开。刚松开，鸡蛋已经顺着手
倒了下去。

唉，失败了，得重来。这次我吸
取了上次的教训，动作变得更轻，更
慢，自己也更有耐心。我双眼盯着鸡
蛋，轻轻地松开双手。功夫不负有心
人，鸡蛋被我竖了起来。我为班级也
得了一分。

看来做任何事情都要有耐心。
运村实验学校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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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余曼青

指导老师 薛小平

竖鸡蛋比赛，我们班级里有 19
个人把鸡蛋竖了起来。

我先用手把鸡蛋摇一摇，再慢
慢地调整鸡蛋，怎样才能找到一个
平衡点让它竖起来呢?一次、两次、
十次……二十次，我都失败了!这真
让我灰心！这时耳畔想起了爸爸经
常教育我的话：“失败是成功之母，
坚持是成功之父!”我又开始了竖鸡

蛋。一次、两次、十次……二十次，再
来一次、两次、十次……二十次。在
最后的几秒钟，我成功了！鸡蛋被我
竖了起来！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哪！

我通过竖鸡蛋这件事懂得了一
个道理：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我相信：只要坚持，就能成功。

运村实验学校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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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陆圆

指导老师 薛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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