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师档案：王琳，常州市田家炳高级中学数学教
师，中学高级教师，常州市中小学骨干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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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师家教

五年级-严妈：千万不要
让娃去晚托班。一年花了几
万，娃居然去谈恋爱了，气得
我一晚上没有睡，血压飙老
高，我得去找个心理医生了

六年级-铭铭：几年级的
娃娃？

五年级-严妈：五升六
六年级-铭铭：还小的哇
五年级-严妈：怎么办

宸妈：现在的孩子不能给
他们戴早恋的帽子，因为他们
自己压根就不明白。我在家
跟孩子一直说的，男女之间的
感情其实可以分为好感、喜欢
和爱，这三种是不同层次的。
要和他们说明白，目前只是有
好感，有好感很正常啊

五年级-严妈：唉，回家
好好跟她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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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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本周
出处：晚报教育家长群

不要随便给孩子扣“早恋”的帽子

Q：高一男生数学学科比较
薄弱，有很多问题想向老师请
教，但却不知从何问起，对于这
类学生，应该怎么办？

A：对于这类学生，通常是
数学基础比较薄弱，对知识点
理解不透，概念、定理、定义、公
式不熟，解题方法不能灵活运
用。我认为高中数学学习应立
足课堂，立足教材，理解概念，
应用概念，提炼方法。以《函数
的单调性》为例，课上应跟着老
师的节奏一同思考，从文字语
言到图形语言再到符号语言，
从而正确表达函数的单调性。
课上还应做适当的数学笔记，
尤其是经典问题的解题策略，
同时课上听起来费劲的地方也
应做好标记，课后请教老师的
问题就会比较具体。

高一、高二数学以新课为
主，建议学生做好课前预习，对
即将学习的知识产生好奇心，
更有利于提高课堂效率。对于
复习工作，如果发现完成课后
作业有点吃力，那么就得在每
天完成作业之前将课上内容复
习一遍了。

Q：学生反映，老师讲的例

题他都能听得懂，但是做到题
目就不会，不能对同类题目举
一反三。对此，您有何指导建
议？

A：出现这样的问题，往往
是因为缺乏深度的思考，不了
解原理。能知道例题是这样
做，却不清楚或没有深究为什
么此题需要这么做。我建议，
首先是吃透相关的概念、定理、
公式;其次，解决问题可以从发
展条件和改造结论两个方面入
手,比如利用已知条件，推一步
或者推几步，看看还缺什么，以
及已知条件中是否涵盖了隐藏
条件，再在脑袋里回忆知识点
及经典题的求解过程，把已知
条件和求解问题的差距补上。
当然平时的解题经验是需要不
断积累的，这就需要利用好错
题本（优题本），不仅记录平时
不会或者做错的题的正确解
法，更要整理、记录该题的解题
思路、常见考法以及当初做错
的原因。

Q：初中时数学曾是自己的
“优势科目”，但到了高中后反
而开始走下坡路。学生心理落
差也越来越大，对此您的看法

是什么？学生应当如何调整？
A：数学是研究数量关系和

空间形式的一门科学。要知道
为何到了高中数学开始走下坡
路，首先是要认识到初中数学
与高中数学的差异，主要体现
在：数学语言更抽象，思维方法
更理性。高中数学知识内容整
体数量的剧增，加之时间短、难
度大，这样不可避免地造成学
生不适应高中数学学习，而影
响成绩的提高。学生要认识到
不适应高中数学学习，心理有
落差是一种正常的现象，是暂
时的。

面对出现的新问题，需要
从观念上转变数学学习的方式
方法。首先是认识到高中数学
知识更加抽象，思维链更长，考
试要求更高；其次需要上课积
极思考，认真做好笔记，课后独
立作业，及时整理错题，梳理知
识框架；不要盲目刷题，不能大
搞题海战术，而是哪里不熟练
就针对哪里适当训练。

Q：暑假还有一个月，高一
升高二学生应该如何有效复习
数学？

A：先系统地对高一数学所
学的内容作一个知识框架的梳
理，找出薄弱的章节，再针对薄
弱的章节看教材，看新课学习
时的笔记，并进行适当的专题
训练。另外，有错题本的同学
在暑假里将错题重做也是一个
很不错的选择。

Q：很多学生在学习、考试
中经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就是

“粗心”，怎么治粗心的毛病？
A：粗心大致分为三大类：

“简单的，不该错的做错了”，那
就问问自己熟练度够吗？“原本
会做的，考试做错了”，那就问
问自己基本概念真的清楚吗？

“审题错了，不是不会做”，那就
问问自己准确率够吗？

在平时的作业中，学着慢
慢读题，圈点勾画；演算工整，
草稿也需要计算过程整齐、干
净；深挖根源，有些题目老师稍
微一点拨同学就知道正确解
法。这些看似粗心导致的错误
实则是概念不清，那就应该抓
住小问题深入挖掘根源，将知
识彻底理清楚。 杨曌

曾是“优势科目”的数学
到了高中反而走下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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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ZDYSX），或致
电88066267，留下您想咨询的问题和联系方式即可。

本报讯 7 月 20 日，武进
区洛阳初级中学组织学生参
加了由武进区司法局、洛阳镇
政府和岑村村委联合主办的
法治夏令营活动。

此次活动多方联动，阵地
串联。司法局、交通部门、综
合执法部门等多个单位带着
宣教展板，齐聚岑村，集中开
展法治宣传活动。各部门结
合暑假特点，侧重宣教疫情防
控、未成年人保护、校园安全
等与学习生活相关的法律知
识，用青少年身边的真实案例
讲述法治故事，让学员们更加
直观地学习与自身相关的法
律知识。

活动还积极探索法治麦
秆作品创作、法治书画创作、
法治读本故事会等方式，将基

础法律知识加入教学实践；围
绕民法典宣传青少年价值观
念塑造的主题，组织学员开展
民法典答题比赛。

据了解，为探索新时代背
景下的校园法治教育新模式，
洛阳初中积极整合外界优质
资源，做“活”法治宣传，为学
生提供普法讲座、法院参观、
模拟法庭、知识竞赛等丰富的
活动，提升学生法治水平。

（翟丽群 杨曌 图文报道）

武进区洛阳初级中学

法治夏令营，与法共前行

本报讯 为 培 养 常 报 小 记
者的爱国主义情感，增强他们
的纪律意识，培养勇敢、自信、
坚强等良好品质，体验军人生
活 ，感 受 军 人 的 阳 刚 之 气 ，树
立国防观念，8 月 1 日，常州市
小记者协会携手万达房产联合
举办的“常报小记者国防教育
公益课”，即将在万达·光语未
来营销中心，为家长和孩子们

带来一堂别开生面的国防教育
课程。

课程中，小记者们将跟随
教官学习坐姿、立正、稍息、原
地踏步、齐步走、军体拳等军事
训 练 基 础 ，同 时 ，还 有 团 队 拓
展、竞赛 PK 等环节。通过相关
学习，小记者们将认识到国家
国防武器的威力及国家军事国
防的相关知识，让孩子们了解到

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做后盾，就
没有和平环境下的国泰民安，关
注国防就是关注国家安全，就是
爱护我们自己的家园。

本次国防教育公益课旨在
丰富小记者的生活，同时满足
小 记 者 们 对 于 军 队 生 活 的 好
奇，激发孩子们对军人的崇敬
与热爱。

（宛新）

常报小记者国防教育公益课即将开课

本报讯 7 月 10 至 11 日，
在新北区西夏墅镇东南村举
办的仲夏纳凉集市上，由新北
区西夏墅中心小学部分学生
组成的 13 组义卖摊位，格外
引人注目。

原来义卖前期，家长们带
着孩子 DIY 食品，各式甜点、
水果捞等纯手工美食，包装精
美，色香味俱全。大家还发挥
想象力绘制了店铺宣传海报。

义卖当天，13 组摊位前
人来人往。在家长志愿者的
鼓励与指导下，负责销售的同
学使出浑身解数。讲价、推
介、售卖，孩子们顶着酷热，耐
心介绍，用真诚打动游客。孩
子们还拿着商品进行流动推

销。那自信可爱的模样，赢得
在 场 游 客 的 啧 啧 赞 叹 。

据悉，此次义卖所有款项
全部捐给常州市慈善总会，参
加义卖的孩子均获得爱心纪
念证书。

（曾霆 杨曌 图文报道）

新北区西夏墅中心小学

仲夏纳凉献爱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