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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升学

红梅实小引进多门在线课程免费教孩子

校合唱团领唱男生
每周看常高艺大腕的直播

本报讯 上周五上午，红
梅实小四（1）班的语文课上到
了学校图书馆。孩子们人手一
只平板，登录某阅读平台进行
线上学习。
今年 3 月，红梅实小斥资
引进两大互联网学习平台，购
买了海量线上课程，包括阅读、
学科、兴趣类。学生免费使用，
只要登录账号即可学习。
其中一个学习平台，
直播课
安排在两个时段，晚 6∶20~8∶
30（一周 7 天），早 7∶40~8∶00
（周二~周五）。早上是阅读，晚
上选择多样，既有面向学生的
趣味英语、国学、书法课等，也
有面向家长的家庭教育课程。
五（1）班的刘悦然是校合
唱团领唱。每周二晚 7∶30，他

就守在电脑前，线上学习《跟海
明老师唱歌》。
“ 海明老师是常
高艺的大腕，不花一分钱，就能
得到大师的指点。”因为积极参
与，他还受海明老师邀请担任
直播小嘉宾。
同班的陈子彤是个“小书
虫 ”，偏爱科幻、童话类书籍 。
平时只要得空，她就登录阅读
平台，根据此前阅读书目来答
题、写读后感从而赚积分。因
踊跃参与，她在 8 月跻入该平
台的“全国最文艺学生”。手持
高积分，子彤还在线观看了折
纸、意大利美食等微视频。
“课
后生活丰富了，也拓宽了知识
面。”
答题、赢积分，孩子的阅读
热情被激发。全国 300 余所参

与学校中，红梅实小一度荣膺
“小思阅读”全国十大书霸聚集
校。互联网学习之下，孩子们
的展示机会也明显多了。六年
级的计子滢和四年级的陈潇韩
的绘画作品，在《寻找少年毕加
索》的主题活动中崭露头角，赢
得即将在上海图书馆展览的机
会；四年级小姑娘周媛媛，此前
的主持舞台是升旗仪式，但暑
期，她当上了小主播——去上
海播报《小思看天下》，荣登月
度主持人
“宝座”
……
校方介绍，
上学期，
学生课后
自主利用学习平台。试运行一学
期后，
后台统计，
平台利用率同学
间悬殊，
“主要是受家庭条件所
限，
有些学生的暂住地不具备上
网条件。
”
基于此，
本学期开始，
3~
6年级每周一次的阅读课，
安排在
图书馆上课，
“让孩子都有机会接
触互联网前沿课程。
”
红梅实小现有 1100 多名学
生，
外来工随迁子女比例占比超
40%。校长苏渊表示，
作为一所
公办新村校，校方致力于放大、
优化各种学习资源。除引进互
联网课程，
红火开展的小记者活
动，同样丰富了孩子的学习生
活，
卖报献爱心、寻访非遗文化、
野外拓展训练……一年多来，
仅校级层面就组织了 20 多场
小记者活动。
（谢榕 毛翠娥 文摄）

清凉小学这样缓解孩子的
“开学焦虑”

上午自主上课
下午手执“护照”游戏活动
本报讯 上一周，一场热闹
的“开心大礼包”抽奖活动，结
束了清凉小学为期一周的“开
学护照”
欢乐周行动。
“开学护照”是清凉小学送
给孩子的新学年“见面礼”，人
手一本，六个年级，六种封面颜
色，寓意五彩斑斓的童年。内
容设计上，既有“呵护成长”
“家
长叮咛”
“ 伙伴祝福”等相同版
块 ，也 有 各 具 年 级 特 色 课 程
的部分。如，配合全课程《校园
里都有谁》的读本，二年级的护
照有“采访人物”的版块；契合
“生命教育”，三年级的护照上
添加了“我的蛋宝宝”版块；六
年级的“毕业设计大比拼”
前移
到开学初……
开学第二周，
孩子们上午上
课，
下午手持
“护照”
穿梭于各种
游戏活动，嗨翻校园。五（4）班
的赵周道，
觉得最有意思的是当
了名导游，
带领一年级的萌娃们

认识校园。隔壁班的史舒窈说，
二年级和五年级的“相知相伴”
环节，
结对两个班的情谊在活动
结束后仍在延续，
“课后，
我们会
陪他们一起读绘本，放学后，还
帮他们整理教室呢。
”
这是清凉小学“开学护照
周”
第二季，学生每完成护照上
一项任务或活动，老师将给予
盖章或记录。校方表示，今后
的秋学期开学将如此延续下
去。孩子在校 6 年，将集满 6
本护照。
“现在不觉得开学枯燥无
聊，反而盼着开学呢。”孩子们
对丰富的活动点赞。这也是校
方的初衷，校长刘参说，长假后
返校，孩子们难免不适应，所以
通过一周的活动，拉长他们的
适应期。希望这份开心成长
礼，让他们觉得，上学是一件很
有意思的事。
（管业 毛翠娥 文摄）

北郊高中 5 位高二生，当上拓展课“老师”
每周一节课，赢得了不少同学粉丝

本报讯 上周五下午，北郊
高中高二的拓展课程进行时，
《浮饰绘》的授课老师，是高一
（1）班的陆琬琰。尽管只有 11
名同学选这门课，但小陆同学做
了精心准备，这一课着重介绍了
我国服饰的起源。
跟小陆一样，本学期，北郊
高中高二年级还有 4 位同学，担
任拓展课程的老师。校方介绍，
今年高二的校本课从内容到形
式都有所创新，内容上采用“1+
1”，即由教师组织开展和学生自
主申报两部分组成，共开设 61

门拓展课程，数量之多，为历年
之最。选课形式上，由纸上填报
改为网络选课。
值得一提的是，继上一学期
的试点后，校方鼓励学生“承包”
拓展性课程和社团活动。年级
主任黄宏介绍，彼时，共有 11 名
同学当上拓展课程和社团的小
老师，物理看花、科技探索、英语
和音乐、绘画技巧社、插画交流
社、动漫社等接地气课程和活动
的引进，既为学有特长的学生提
供了一方舞台，也易引起共鸣，
反响很好。

试点成功后今年全部课程
化，前期共有 7 人申报，经过面
试试讲等环节，最终 5 人赢得主
讲机会。5 门课程分别是（1）班
陆琬琰的《浮饰绘》，
（3）班朱静
娴的《影视文学讲堂》，
（4）班莫
柯龙的《包罗万“象”
》，
（9）班张
睿 的《非 洲 风 情 —to world》、
（17）班熊玲珑的《绘画交流》。
从选课来看，同学们热情高涨，
《非洲风情—to world》有 30 多
人报名。
每周一节课还是很考量“小
老师”们，课前不仅精心磨课，还

主动找老师点拨。对历史感兴趣
的陆琬琰，打算将传统服饰结合
世界史开讲，
形式上鉴赏为主，
动
手操作为辅。朱静娴则计划创建
类似《百家讲坛》的平台，通过观
赏有丰富文学色彩的影视作品，
让同学们自主上台演讲。
学校相关负责人表示，呼应
大力发展“软学习”课程，校方开
设系列丰富的拓展课程，从而关
注每一个学生的不同需求。而
鼓励学生自主开发课程，极大激
发了他们的创造力。
（张宇 毛翠娥 文摄）

莫柯龙同学在上《包罗万
“象”
》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