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 第 8 期 总第 48 期

欢迎浏览江都实验小学网站院www.jdsx.com

小初高三个学段纹枰论道：
语文如何教？

小学语文如何教钥
初中尧高中语文又在如何
教钥
三个学段的语文教学有
何共性钥 又该如何衔接钥
12 月 11 日袁 江都区实验
小学邀请江都区内初中尧高中
语文名师袁与本校 150 余位语
文教师融融一堂袁分别从三个
不同的学段和各自的视角袁立
意野面向未来冶研讨小学语文
教育遥
活动分两个阶段进行遥 首
先由江都实小青年教师刘红
玉执教一节两课时的阅读指
导课袁随后小学尧初中尧高中各
学段名师进行点评尧 阐述袁研
讨面向未来的小学语文教育遥
现场观摩课仅仅是给初中尧高
中语文名师展示小学语文课
堂教学的野样子冶袁提供一个论
述的参考样本袁活动本身更侧
重讨论在三个学段的教育中袁

知道方向袁中学老师应该知道
来路袁各学段应该是一个有机
体袁要彼此做好衔接袁都应该
不错位尧不缺位遥
江都中学语文名师刘小
棣就语文教学的落脚点谈了
自己的看法袁他认为面向未来
的语文教育应该回到教育的
本源上来袁应该落在野老师尧学
生和课本冶上来遥 最好的理解
就是老师野带冶着学生进课堂袁
共同沉浸在野大语文冶的世界
里袁彼此相长遥
江都中
学语文教研
组长韩松林
前期在高中
学生群体中
做了问卷调
查袁在现场进
行了数据分
析袁 高中生
回头评议小

如何帮助孩子养成整个人生
所需的语文素养遥
野今天的教育不面向未
来袁 未来的学生将生活在 过
去遥 冶江都实小毛乐平校长沉
浸小学语文教学近四十年袁他
在阐述活动意义中指出院小学
和中学的语文教学袁 相对 封
闭尧彼此割裂尧衔接不畅遥 我们
要创设一个开放的语文课堂袁
打破时空的局限袁给孩子更高
远的人生体验遥
江都区二中居爱林主 任
特别强调阅读的重要性袁他认
为院没有读书习惯的人袁他的
生活是机械的尧刻板的袁他只
跟几个朋友和认识的人谈话袁
他只看见他周遭发生的事情袁
面向未来的语文教育应该是
基于大阅读的语文教育遥
江都区三中王梦霞老 师
则指出院一个人的成长不是孤
立的尧隔裂的袁小学老师应该

在调查研究中学习
六渊23冤班 袁晨雨

上周四袁 我们学校迎来了
野小学生核心素养展示冶 活动袁
我有幸被抽中参加野综合实践冶
项目的展示袁 进行了一次受益
匪浅的小课题研究遥
那天下午袁 我们怀着既紧
张又激动的心情来到了展示现
场袁 专家组老师拿出考卷让我
们四名同学各抽一张袁 上面的
关键词就是我们研究的主题袁
要求根据关键词设计三个问
题袁 对现场的老师和学生进行
调查袁 最后再结合调查的情况
撰写调查报告遥 我忐忑不安地
打开考卷袁野数字声音冶 四个大
字映入我眼帘袁 我一下子就懵
了袁这词儿压根就没听过袁怎么
设计问题呢钥 看着其他三名同
学笔走如飞袁我焦急万分遥 野不
管遇到什么主题都要沉着冷
要杨老
静袁以不变应万变遥 冶要要
师的话仿佛在我耳边响起袁我

渐渐冷静下来袁想
起平时设计调查
问题的方法袁决定
在调查中学习遥 首
先袁我分别设计了
野你知道数字声音
吗钥 冶尧野你知道哪
些数字声音钥 冶和
野如何在生活中使
用更多的数字声
音钥 冶三个问题遥 接
着袁我对现场的五
位老师进行了采访调查袁 老师
们亲切的态度尧 博学的话语让
我如沐春风袁 紧张和不安一扫
而光袁我认真地边听边记袁明白
了什么是数字声音袁 知道了数
字声音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许
多便捷遥 然后袁我又采访了现场
的五位同学袁 在老师们的潜移
默化下袁 他们都侃侃而谈袁野数
字声音冶 不再是一个陌生的话
题遥 最后袁我胸有成竹地撰写了
关于野数字声音冶的调查报告袁
自信地交给了专家老师遥 走出
展示现场我如释重负袁 迈着轻
快的步伐走向教室袁 一股自豪
感油然而生遥
实践出真知袁实践长才干遥
从这次调查研究中袁 我学到了
许多有用的东西袁 充实了自己
的知识袁提高了自己的能力袁使
我受益终生遥
渊指导老师院杨平冤

学语文袁看看自己小学阶段语
文学习的收获和缺失袁其现实
意义不言而喻袁在现场引发热
议遥
据了解袁小学尧初中尧高中
三个学段齐聚一堂就一个学
科进行研讨袁在江都区尚属首
次袁活动引发广泛关注遥 江都
实小周明亮校长表示院后续还
将继续加强和初中尧高中的沟
通袁力争建立长效机制袁更好
地服务学生的生长发展遥
渊张新冤

课本剧叶公仪休拒收
礼物曳表演有感

我 校 举 办“ 科 技
专家进校园”活动
为了提高少年儿童的科学素养袁让
学生有更多与科技专家面对面交流的
机会袁12 月 13 日下午袁我校邀请了江苏
省特级教师袁扬州树人中学崔伟副校长
来到学校袁为孩子们作了一次生动的科
普讲座遥 作为科技联盟校的成员袁双沟
小学的部分师生也受邀参加了本次活
动遥
崔校长以野科技创新人才的早期培
养冶为主题袁向同学们介绍了野科技创新
之路冶野科技创新的类型和特点冶野科技
创新的思维冶以及野科技创新的常见方
法冶遥 精美的 PPT 结合加上崔校长滔滔
不绝的描述袁野神奇的拖鞋冶 可以拖地袁
野有趣的花盆冶 可以装点家中阳台袁野奇
妙的折叠自行车冶野造型独特的笔筒冶让
人大开眼界噎噎这些有趣而又实用的
创新作品一一展现在同学们眼前袁让大
家惊叹不已遥 一个小时的讲座袁崔校长
从始至终站着讲解袁有时会和孩子们互
动袁他的思路清晰袁激情飞扬曰场面气氛
热烈袁高潮迭起遥 崔校长说院野实验小学袁
不愧是百年名校袁 实小学子知识面广袁
真了不起遥 冶
会后袁崔校长和双沟小学的师生们
一起参观了我校的科技成果展示
厅要要
要小创客之家遥 琳琅满目的学生的
作品袁别具特色的创新发明袁让大家啧
啧赞叹遥 双沟小学的同学还现场采访了
崔校长袁并与他合影留念遥
一年一度的野专家进校园冶活动袁使
同学们开拓了眼界尧 丰富了科学知识袁
激发了同学们学习科学袁 热爱科学袁尊
重科学袁探索科学的热情遥

六渊21冤班 张澈
盼星星盼月亮袁我们精心准备的课本剧叶公仪休拒
收礼物曳终于等到了登台亮相的这一刻浴
当扮演公仪休的蒋子卿穿着官服袁迈着官步袁随着
音乐缓缓朝台上走去时袁 我们好似回到了两千多年前袁
台下鸦雀无声遥 我偷偷地朝下面看了一眼袁只见所有的
人都高昂着头袁聚精会神地看着舞台遥 我的内心充满了
激动袁恨不得马上就冲上舞台袁说出属于我的台词遥 随着
扮演公仪休学生的顾栩鹏话音的落下袁 终于轮到我了遥
整了整头上戴的管家的帽子袁拉了拉衣服袁小声地清了
清嗓子袁拎着道具袁高喊着野鱼来了冶袁一溜烟地跑上了舞
台遥 台下响起了一片笑声噎噎
野大人袁大人袁你就收下鱼吧浴 冶我装出一副可怜的神
情袁苦苦哀求着袁可是野公仪休冶却挥了挥衣袖袁义正言辞
地拒绝了我遥 我垂头丧气地转身离开袁身后却响起了一
片掌声袁是为了我精彩的演出袁还是为了公仪休的刚正
不阿呢钥 来不及多想袁我们四个人又赶紧投入了一段舞
蹈中袁观众们笑得前仰后合袁应该是被现代舞和古装的
结合雷到了遥
演出在一片欢声笑语
中结束了袁 老师们向我们
投来了赞许的目光袁 同学
们也激动地围上来袁 叽叽
喳喳地说着他们观看后的
感受遥 我们四人相视一笑袁
之前训练时流的汗袁 摔的
跟头袁受过的伤袁有过的争
执袁 都随着这一刻演出的
成功而被抛之脑后遥 我想袁
未来的路上袁 还会不断有
新的挑战袁 我会一直勇往
直前袁大步前行浴
渊指导老师院王占林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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