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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672273
小学生家长群

114205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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嗨嗨
这里是家长交流孩子成长的自由平台

在这里，你可以倾诉孩子成长的烦恼

在这里，你可以分享同城家长教子心得

在这里，你也可以寻求教育的最前沿资讯

请加入晚报教育

QQ群

群言无忌群言无忌

邵顺文，中国作家协会
会员，第四届冰心散文奖得
主，知名作文培训专家，被媒
体誉为“中国高考作文押题
霸”，十四名省市级中考高考

“考霸”作文导师。江苏省金

陵中学等众多学校，邀其讲
授中考高考写作技巧。

微信、电话：
13813813722
地址：文化宫嘉宏世纪

大厦2609教室

邵顺文高考中考作文
单独辅导课程正在报名

菲八年级：我家上课喜
欢跟同学笑笑，开小差，第
三个老师找我了

悠闲的萝卜-九年级：
同是天涯沦落人

菲八年级：这么大个人
了，从上学第一天起就一直
祸害同桌，所以老是一个人
坐VIP专座

悠闲的萝卜-九年级：
哎，理解你的心情的

菲八年级：据我所知，
他现在还就坐在第一排，老
师眼皮底下

悠闲的萝卜-九年级：
第一排是学霸区

坤妈-9：在老师眼皮下
还说话

菲 八 年 级 ：他 会 不 说
话，但是会搞怪

坤妈-9：他想引起别人
的注意

菲八年级：老师说是活
跃课堂气氛的高手，但正经
要搞班队活动了，他又没声
音了

小小-9 年级：是聪明孩
子，七八年级真好，要珍惜
啊。九年级度日如年

菲八年级：用常州话说
就是上不了台盘。就是知

道 八 年 级 是 关 键 啊 ，更 着
急

小小-9 年级：关键也没
用，我家八年级期末考得很
好，但九年级一样难过

濛濛妈 10 年级：等你到
了高一就知道九年级好幸
福

小小-9 年级：嗯，绝对
要亲身体会才行

阳阳妈-10：想想还是
上班舒服，至少晚上回家可
以放松。学生太辛苦了

菲八年级：我真没觉得
我儿子现在学习辛苦，反而
辛苦的是我啊

阳阳妈-10：我让孩子
熬，熬到大学就没高中辛苦
了，也不用排名了

悠闲的萝卜-九年级：
反正现在不好过，想想高中
也是一样，只是学的更难

濛濛妈 10 年级：看着孩
子熬，心累

小小-9 年级：我只是觉
得能帮孩子的越来越少，只
能陪他说说话，缓解一下压
力

悠闲的萝卜-九年级：
一起熬吧

时间：上周
出处：晚报教育初中群

年级越高越要熬，
孩子辛苦家长心累

本报讯 你们喜欢恐龙吗？
霸王龙、梁龙、翼龙、三角龙都认
识吗？它们是肉食动物还是素
食动物？它们的脾气暴躁还是
温和的？它们曾经生活在哪，现
在又去哪了？问题有很多，你都
能回答吗？如果你喜欢恐龙，如
果你想多多地了解它们，如果你
想变成一个知识丰富的恐龙博
士，快来参加我们“恐龙小博士”
活动吧！迪诺水镇精品酒店主
人 D 博士的私人恐龙博物馆会
告诉你关于恐龙的故事。

D 博士的私人恐龙博物馆
拥有互动式恐龙展厅，除了各种
恐龙化石、骨骼和留下的足印，
还陈列了恐龙探险家的各类装
备和宝藏。D 博士还会给孩子
们讲解恐龙的知识，与小朋友们
一起发掘恐龙、拼装恐龙，让恐
龙“复活”。

（高剑英）

本周六与我们一起开启神秘的侏罗纪之旅吧

小朋友们，梦想成为恐龙小博士吗？

作业被罚抄，考试丢分⋯⋯

孩子字写得不好，家长伤脑筋

报名对象：20 名三、四
年级常州晚报小记者（免
费）

活 动 时 间 ：9 月 23 日
（周六）9∶00——14∶00

活动地点：迪诺水镇精
品酒店

微信报名：加微信公众

号“CZDYSX”（常州第 1 升
学）或“czxjzxh”（常州小记
者协会），发送“恐龙+孩子
姓 名 + 学 校 年 级 + 联 系 方
式+小记者证号”即可，请勿
两个微信号重复报名

咨询电话：
88066263 13861290800

俗 话 说 ，字 是 人 的 第 二 张
脸。不过这两天，一则关于英国
名校剑桥大学计划取消手写笔
试的新闻引发热议，取消的原因
竟是：学生字写得太丑，考官无
法辨认。

写得一手好字，能给自己加
分不少。但记者在晚报教育家
长群里转发这条新闻后，立即引
发家长讨论，纷纷吐槽自家娃那
一手令人伤透脑筋的字。“菲八
年级”家的男娃更是因为暑假作
业字太差，才开学就被语文老师
罚抄。

现状
低年级学生的字，反而比

高年级写得好

晚报教育初中群的家长，十
有八九不满意孩子的字。“悠闲
的萝卜-九年级”称，儿子小学时
候字写得还行，但上了初中，字
就越来越难看了。虽然孩子他
爸整天督促孩子练字帖，但没什
么效果。

字写得不好，连带着考试成
绩也会受影响。“悠闲的萝卜-九
年级”家每逢考试就得扣点卷面
分，尤其是语文作文，她猜想跟
字多少有点关系。“秋雨爸~9 年
级”大概算了算，孩子几门学科
考试丢的卷面分加起来，得十分
往上数了。

“程程妈”家女儿在北环路
小学上四年级。自打孩子上小
学以来，“程程妈”就一直对她写
字严格要求。她说，随着电子产
品的渗透，提笔忘字已成“家常
便饭”，更别说能写得一手好字
了。“像我们单位招人，看到字写
得好的，总归要夸上几句。”因
此，她督促女儿养成写好字的习

惯，如今，女儿也自觉了，写得难
看就擦了重写。

有 20 多年教龄的钟楼区教
师发展中心语文教研员毛成老
师告诉记者，通常来说，小学起
始年级比较重视写字，学生一笔
一划书写工整。但随着年级的
升高，教学的重点从写字变成阅
读，中高年级的作业量增加，学
生的书写速度加快，差异性也逐
渐凸显。

常州外国语学校语文老师
赵敏芝今年带新初一，她说，整
体来看，班里字写得好的学生只
占总数的三成左右。

原因
作业多，写字质量难保证

为了让孩子写好字，“菲八
年级”曾给儿子报过软笔兴趣
班，但两年练下来，一点长进没
有 。“ 其 实 这 跟 出 手 真 的 有 关
系。”她说，自己现在只要求孩子
把字写端正写清楚就行，不再在
观赏性上做要求。

那么，毛笔字写得好真的有
用？群里几位家长表示，其实不
然，作业一多，就没法讲究写字
质量了。“我家毛笔字写得好的，
写作业就马虎多了，毕竟速度不
一样。”“元元爸—八年级”说。

做作业急躁、焦虑，是老师
们普遍反映的原因。在毛成看
来，孩子字写得不好，一定程度
还跟小学基础没打好有关。“比
如良好的书写习惯没养成，喜欢
用橡皮、修正带，写字姿势不规
范等，都是原因所在。”

也有家长认为，部分学校对
孩子的书写不够重视。“五升六
好妈妈”说，如果学校能配备专
业书法老师，开设书法课就更好

了。这学期，“秋雨爸~9年级”还
向班主任提议，定期在班里举办
写字比赛，督促孩子练字。

建议
小学打好基础，初中普及

书法课程

毛成告诉记者，事实上，自
2011 年小学语文实行新课标以
来，学校对学生写字的重视程度
明显提高，针对不同年龄段提出
不同要求。像实小教育集团，低
年级每节课用 8~10 分钟练字，
老师加强指导；中年级听写词
语、摘抄精彩句段；高年级完成
仿写小练笔。此外，学校成立书
法教研组，打破现有教材的排字
结构，进行重新归类教学，取得
良好效果；每年都举办写字比
赛，鼓励整班学生参加，力求每
个孩子达标。

局小教育集团，则在学科活
动设置上动了番脑筋。据校语
文学科主任卢赟介绍，学校将书
写铅笔字、钢笔字贯穿于学生的
语文学科活动中，开设写字课、
书法课；三年级钢笔字起步阶
段，老师对书写质量高的学生给
予换用钢笔的奖励，提高学生的
积极性。“写字说到底就是学习
态度问题，建议家长也要做好陪
伴、监督、检查的工作，及时进行
反馈评价。”卢赟说。

那么，初高中生又该如何提
高写字水平呢？赵敏芝认为，学
校可以通过硬笔书法讲座、开设
书法课、配备书法老师等方式，
唤起学生对汉字的认可度，并给
予指导；而家庭教育中，父母也
应长期坚持对孩子的写字训练，
才能收获成效。

杨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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