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又一个清明节袁 一个缅怀先烈的日
子袁我们来到江都烈士陵园袁祭奠长眠在
这里的先烈英灵遥

我们列队肃立在高耸的烈士纪念碑
之下遥 抬头仰望袁晴天白云袁一列鸟儿从
云间穿过袁 留下一串悦耳的鸟鸣如清铃
一般遥扭头环顾袁都是和我一般年纪的同
学们袁 他们青春的面庞洋溢着健康与希
望遥我低下头袁一抹红色要要要这是我胸前
的红领巾在随风飘扬遥 这一切的安宁与
平和袁 都是这浸染红领巾的革命先烈们
沸腾的热血换来的遥

鲜艳的国旗迎风招展袁 军人哥哥们
踏着正步送上花圈袁在壮烈的哀歌中袁我
们低下头袁为勇士们默哀遥

还记得刚上小学时袁第一次跟着老
师同学们来到这里遥那时袁我们还小袁会
在播放国歌时偷偷嬉笑打闹遥我们不懂
义勇军进行曲中每一个音符的含义袁不
懂为了我们的幸福生活袁先辈们付出了
什么袁 更不懂我们该如何珍惜如今的一
点一滴遥

先烈们袁 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
的危险时刻袁是你们袁是这陵园墙上一幅
幅浮雕中的你们袁高举旗帜袁奋力呐喊袁
一身血肉之躯扑向钢铁大炮袁 赶走踏上
中华大地的强盗们遥

我不禁扪心自问袁如果是我袁如果是
我们袁会有这样的精神与勇气吗钥

我们会袁我们一定会遥
这满园春色愈发动人袁 长眠于此的

英雄们啊袁我们在此祭奠你们袁请听我们
的歌声袁听到我们心中的呐喊袁野前进袁前
进袁前进进浴 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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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16日上午袁实验小学 2018年野足球文化
艺术节冶拉开帷幕遥 继 2017年实验小学成功创建
成野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冶之后袁实验小
学野足球文化节冶改版升级袁升级后的足球文化节
活动时间延长至一个月袁内容更加丰富多彩遥

芳菲四月袁溢彩飘香遥 4
月 3 日袁 江苏省小学数学
野图形的认识冶 专题教学研

讨活动在
我校隆重
举行遥省教
研室董林
伟尧 王林尧
郭庆松袁苏
教版小学
数学教材
组黄为良尧
楚平尧侯正
海 尧 石颖

娜袁 以及来自全省部分市尧
区教研室小学数学教研员袁
苏教版小学数学教材实验

基地尧苏教版小学数学品质
学校的骨干教师共 400 余
人袁参加了此次研讨会遥

江苏省中小学教研室
副主任董林伟在开幕式讲
话中指出袁小学数学图形认
识的教学要重视学生多种
感官参与数学活动袁让学生
充分地看尧听尧说尧触摸袁由
生活现象抽象出数学图形曰
要重视学生活动后的问题
设计袁 启发学生在动中思
考袁发展数学思维遥 董主任
认为本次活动聚焦专题进

行研讨袁以同课异构尧互动
交流的形式袁对完善江苏小
学数学教材建设和学科教
学改革具有积极的意义遥

本次活动历时一天半,
来自南京尧江阴尧连云港尧苏
州尧无锡尧扬州六市共 7 位
优秀教师奉献了 7 节精彩
课堂袁同时还进行了 3 场互
动交流遥 活动聚焦核心素养
下的课堂生态袁为与会老师
带来一场思想盛宴和学术
大餐遥

星期三袁我们班上了一
堂公开课袁为我们上课的是
一位来自南京的女老师袁她
姓魏遥

魏老师年轻漂亮袁有一
头乌黑的长发袁扎着一条马
尾辫遥 上课时每次转身袁马
尾辫总会摇来晃去袁显得特
别可爱遥 总感觉袁她的年龄
和我们相差不大袁 对她袁我

们总有着浓浓的亲切感遥
魏老师非常尊重我们

这群野小屁孩冶遥 上课之前袁
她先和我们聊一聊扬州有
趣的地方遥 一个同学说到茱
萸湾袁 没有做详细解释袁又
忘记加上野动物园冶这三个
重要的字眼袁使得魏老师只
能细心认真地问院野你说的
茱萸湾是动物园袁还是像瘦

西湖这样的景点呢钥 冶直到
该同学说清了茱萸湾到底
是什么袁 才满意地点了点
头遥 看着老师虚心好学的样
子袁我有了一种我们才是老
师的感觉遥

课堂上袁围绕野认识扇
形冶袁魏老师让我们看扇形尧
折扇形尧 找生活中的扇形袁
上得很有趣遥 她在一位同学
说错的时候风趣地说:冶这位
同学有点紧张了袁让我们来
帮帮他吧浴 请坐! 冶魏老师的
随机应变能力也很强袁在几
次没人举手袁 有些冷场时袁

总能迅速轻松化解遥
不知是加分还是糖果

的诱惑袁也可能是发自内心
的尊敬袁总之袁这节课我发
言十分积极遥 数一数举手次
数袁应该不少于十次袁其中
老师请我发言就有六七次
了袁还得到表扬了呢浴 收获
的知识也是装了满满的一
箩筐哦浴 真可谓是野满载而
归冶呀浴

这是一节愉快的公开
课袁更是一张野渔网冶里全是
野鱼冶的公开课遥

渊指导老师院张娟冤

我校成功举行第 34届
“教学之春”活动

4 月 12 日袁春意烂漫尧万物竞秀袁我校第 34
届野教学之春冶活动如期拉开帷幕遥

本届活动分语尧数尧英三个专场举行袁邀请区
内兄弟学校共同探讨袁促进我校教师的专业提升遥
语文专场以野聚焦核心素养袁落实读写结合冶为主
题袁我校肖玉芹老师执教叶大江保卫战曳遥 随后袁江
苏省特级教师武凤霞老师执教示范课 叶爱之链曳袁
并聚焦专题进行叶从经典课例看读写结合曳的教学
讲座遥英语专场以野聚焦核心素养袁提升语用能力冶
为主题袁 我校青年教师管爱梅执教绘本故事叶Old
MacDonald's Farm曳后袁江苏省特级教师叶莲芳校
长执教示范课叶If You Give a Mouse a Cookie曳袁
并结合专题进行叶英语教学中语用能力的培养曳的
讲座遥数学专场从野聚焦核心素养袁提升数学品格冶
为主题袁首先由我校王进老师执教叶三角形三边关
系曳袁接着袁江苏省特级教师周卫东执教示范课叶用
数对确定位置曳袁并进行叶为品格而教曳的教学讲
座遥

4月 20日袁扬州科技馆野科普进校
园活动冶走进江都区实验小学袁给我校
师生带来科普讲座尧机器人表演尧科普
实验秀三个专题的活动袁 用科技点亮
孩子们的童年遥

今天袁我们班被邀请到报告厅袁聆
听海洋专家的讲座袁 了解海洋里那些
可爱又神奇的动物遥

下午袁 报告厅里座无虚席遥 没多
久袁一位女老师走上台袁她姓董袁留着
齐耳短发袁眼睛大大的袁很有神采遥 她
身穿笔挺的丈青色西服袁 显得格外精
神遥讲座开始了袁董老师绘声绘色地为
我们描绘着奇妙的海洋世界遥 看着一
张张五彩缤纷的图片袁 同学们的惊讶
声不绝于耳遥

我凝神地听着袁 学到了许多海洋
动物的知识袁 也纠正了许多认识上的
错误遥 我一直以为海龟就是陆地上的
乌龟遥听了董老师的介绍袁我才真正明

白乌龟和海龟的区别院 海龟的四肢是
扁平的袁善于游泳袁而且海龟的头尧四
肢和尾巴是不可以缩进龟壳里的曰而
乌龟的四肢是圆柱形的袁 可以在陆地
上爬行袁它的头尧四肢和尾巴可比海龟
灵活多了袁轻轻松松就能缩进龟壳袁自
卫能力很强遥董老师还告诉我们袁在海
滩上看到水母千万不能去捡袁 如果遇
到有剧毒的水母就太危险了噎噎

董老师的讲座精彩有趣袁 不时赢
得同学们一阵阵热烈的掌声遥 这次讲
座袁 不仅激发了我们对神秘海洋的兴
趣袁 更让大家明白了保护海洋动物的
重要遥

渊指导老师院王妍平冤

3月 22日下午袁 日本中日友好协会荒川支部
理事尧 天津外国语大学日语专任讲师渡边定子来
我校进行友好访问遥

4月 3日下午袁江都区实验小
学三个校区的六年级同学怀着无
限崇敬之情来到了烈士陵园参加
祭扫活动遥他们在庄严肃穆的纪念
碑广场举行了 野缅先烈传精神袁争
做文明少年冶的大队主题活动遥

省小学数学野图形的认识冶专题教学研讨活动在我校隆重举行

愉快的公开课
五渊6冤班 陆思源

神奇的海底动物
六渊10冤班 孙涵梦

这一个清明节
六渊15冤班 帅程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