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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长度在生活中随处
可见，但是二年级的小学生对
长度依然没有实质的概念。
小学数学二年级上册第五单
元《厘米和米》，学习了厘米和
米这两个长度单位。基于此，
广山小学二年级组的数学老
师们安排了一节实践活动课
——“我们身体上的尺”测量
活动。

你知道什么是身体上的
“尺”吗？你知道“一拃”“一
步”“一庹”“一脚”等有多长

吗？让广山小学二年级的小
朋友们带你一起认识认识吧！

本节活动课一共分为两
个活动环节。

一、认识“身体尺”。
一拃、一步、一庹、一脚都

是我们身体上的“尺”。一拃
长是指张开大拇指和中指两
端的距离；一步长是指行走时
两脚间的距离；一庹长指两臂
向左右伸开的长度；一脚长是
指穿上鞋，脚后跟到脚指头的
长度。小朋友们通过小组合
作测量出自己的“身体尺”。
收集、整理数据后，小朋友们

发现每个人的“身体尺”的长
度相差不大。

二、用“身体尺”量。
活动要求：
1、全班小朋友 6人一组，

分为7个小组。
2、先判断用哪种“身体

尺”，再量出黑板的长、教室的
长和宽、课桌的长和宽、篮球
场的长和宽及教学楼的长和
宽。

3、小组长分配任务，分组
合作进行，填表汇总。

4、全班分析数据。
一节课的时间虽然短暂，

但小朋友们经历了合作、探
究、测量、比较、分析等过程，
了解了自己身体上的“尺”，会
测量并知道各个“身体尺”的
长度，能灵活地选用合适的

“身体尺”测量出生活中常见
物体的长度。他们在测量活
动中开动脑筋，学会选择用合
适的“身体尺”去测量物体的
长度，感受数学知识的应用价
值和数学与生活的密切联系，
积累数学活动的初步经验，培
养主动思考、与他人合作的态
度和习惯，体会到了“数学源
自生活，用于生活”。

巧用“身体尺”，测量乐趣多
——记广山小学二年级组“我们身上的尺”数学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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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桑彤）为推进开放教
学“团队支持、小组学习”学习支
持服务模式，促进线上线下有效
教学，提升课程教学团队教学质
量水平，近日，国家开放大学江苏
分部在江都召开全省“课程教学团
队和学习小组”经验交流会，东台
开放大学韩明慧老师提出用“五个
一”即招募一批积极进取的学员、
选取一个内涵丰富的名字、设计一
枚充满个性的LOGO、制定一套带
有约束的制度、开展一组精心策划
的活动，助力提高学习小组效率的
做法受到好评。

近年来，东台开放大学积极

探索适应远程开放教育学员的自
主学习模式，曾提出“八张表格助
推开放大学学员高质量完成学
业”的做法，在全省会议上推广。
这次分享的学习小组建设经验，
根据课程实际组建学习小组，制
订提高学习小组学习效果的活动
计划，根据教学进程开展行之有
效的学习活动，通过互帮互学互
教，提高小组成员整体学习效
能。实践证明，学习小组是符合
学习者需求、有效帮助学习者提高
且受到学习者肯定的新型学习模
式。

东台开放大学教师
在全省作典型经验交流

极速电信双千兆 畅享5G新时代 天翼智家 美好生活

本报讯（记者 周洪悦 通讯
员 徐振海）11月29日，市教育局
召开 2019 年全市义务教育学校
教育教学工作会议，通报省义务
教育质量监测情况，对当前和下
一阶段持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创建全省全
国 义 务 教 育 优 质 均 衡 发 展 县
（市）等工作进行研究部署。

近年来，我市持续推进质量
提升工程、狠抓课堂教学改革，各

义务教育学校端正办学思想，重
视过程管理，抓实教学细节，以更
高远的办学追求扎实推进课程改
革，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全市义务
教育优质均衡度不断提高。本次
全省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我市有
14所小学、8所初中参加测试，小
学和初中各学科均分、优秀率等
核心监测指标均大幅度领先盐城
和全省平均水平，在呈现高位均
衡良好质态的同时，进一步站稳

全省第一方阵。
会议要求全市义务教育学校

要坚持德育为先，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积极创新德育方式，着
力构建德育活动课程体系和校本
育人课程，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教育，采取多种措施提高家庭
教育水平。要执行课程计划，全
面提升学生核心素养，开齐开足
各类课程，重视音、体、美和综合
实践课程的开设，扎实推进双语

阅读，积极开展社团活动，促进学
生身心健康发展。要增强管理效
能，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健全
学校管理规章和考核制度，强化
校长任期内的质量目标考核，认
真开展课后延时服务；大力推进
内涵项目建设、“名特优”教师队
伍建设，深化集团化办学和教育
联盟建设，为创建全省全国义务
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县（市）打好坚
实基础。

全市义务教育学校
教育教学工作会议召开

本报讯（记者 张莉琳）近日，
唐洋镇中学英语课程基地项目在
广东省珠海市举行的第五届中国
教博会精彩亮相。通过深入洽
谈，该校有幸成为哈佛大学知名
教授发起的“有思”公益项目实验
学校并以团体身份加入北京师范
大学“中国好老师”公益行动计
划。

此次教博会由北京师范大
学、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主
办，参展成果超过 1600项，覆盖
全国所有省、市、自治区(含港澳
台地区)；设劳动教育、戏剧教育、
智造技术等多个主题展区。江苏
共有58项教育创新成果参展，其
中盐城市参展项目 5项，英语课

程基地是为数不多的来自农村初
中的项目之一，也是江苏展区23
个工作坊之一。

走进唐洋镇中学，影音同画
社、英语show场、英乐之声等各
类英语社团轮番上阵，全英文配
音、表演精彩纷呈，学生们激情高
涨，收获颇多。这些都得益于该
校英语课程基地的建立，此项目
通过物态的场馆建设、进阶式的
社团活动、生活化的学案编制、嵌
入式的英语活动设计等多渠道，
从“实施体验式学习策略、开拓体
验式学习渠道、不断丰富学习资
源”三个维度综合提升学生学习
能力。

英语学科的核心素养很重

要，语言能力、文化品格、思维
品质、学习能力等缺一不可。
该校校长姚长进介绍，在英语
课程基地项目实施过程中，该校
着力构建“金字塔式”英文社团
活动，即以英文阅读考级等社
团为塔基、以英文创作社等社
团为塔身、以影音同画社为塔
尖，不断做实塔基、做强塔身、
做精塔尖，让每个学生在最近发
展区获得最佳发展，使学校的
英 语 课 程 基 地 真 正 成 为 实 践
性、体验性、自主性教学的新课
堂，成为促进师生共同成长的
新平台。

写、说是英语输出，课、听是
英语输入，演是综合能力。“参加

了学校的英语社团，不仅是英语
学习，在各门课学习中，我都充满
了自信。”来自该校初三（4）班的
丁杰充满自信地表达了她的观
念。她在社团活动中，曾经为《功
夫熊猫》《天生一对》《威尼斯商
人》等影片配音，得到了英语组各
位老师的充分肯定。

唐洋镇中学英语课程基地项
目硕果累累。2018年12月，该校
英语课程基地承办盐城市初中英
语优质课竞赛，13个英文社团进
行了集中展示，现场沸腾震撼；
2019年 3月，该校英语课程基地
被省教育厅评定为“优秀课程基
地”。

唐洋镇中学英语课程基地项目亮相第五届教博会

本报讯（陈月 章丽彬）日前，
东台中学高二年级开展部分学生
优秀答卷展示活动，并在学校微
信公众号发布这些学生优秀答
卷，在校内和社会上产生了良好
的反响。

多年来，东台中学高度重视
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把它
作为对学生进行养成教育的主要
内容之一。今年读高二的学生是
江苏高考改革启用新方案的第一
批考生。面临高考改革，东台中
学高二年级以培养学生良好的学
习习惯和学习规范为抓手,不断
促进学生积极的学习态度，切实
提高学生在教学质量检测中的规
范性和有效性，树立一批学习优
秀者和勤奋者的典型，采取“优秀
答卷展”“优秀作业展”等措施，激
励学生养成认真学习、认真答题
的好习惯，学习身边的榜样，激发

学习的热情，体验成功的快乐，让
每一个学生都注重讲究细节和规
范，扎实打好基础，以适应新的高
考。

本次学生期中测试优秀答卷
展示活动面向本校高二年级各个
班级所有学生，测试答卷涉及语
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生物、
政治、历史、地理等九门高考科
目。参加展示的优秀答卷都由各
学科教师推荐。这些展示的答卷
书写规范认真，字迹优美，正确率
高，教师批阅评判准确，赋分公
正。干净整洁的卷面和清晰规范
的答题步骤，为其他同学作了良
好的示范，使他们从这些优秀答
卷中，发现自己在学习和考试中
存在的问题，找到改进提升的目
标和方向，从而对今后学习起到
引导和促进作用。

东台中学学生
优秀答卷展示活动受好评

本报讯（刘凤斌）十一月最后
的两个周末，安丰中学三名学子
先后获江苏省作文大赛一等奖。
11月23日，“七彩语文杯”江苏省
第十八届“中学生与社会”作文大
赛决赛打响，该校学生汤子琪、杨
烨霏、高景怡从众多选手中脱颖
而出，参加决赛，高二（6）班汤子
琪同学斩获江苏省一等奖；11月

30日，“苏教国际杯”江苏省第十
九届中学生阅读与写作大赛现场
总决赛在江苏省天一中学如期开
赛，该校高二（4）班邱紫杨、高三
（12）班王玉洁双双获得一等奖。

三同学获得省级大奖，是安
丰中学一贯坚持文化育人、基地
带人、传承感人的丰硕成果，也是
该校实力的最好展示。

安丰中学三学生获省作文大赛一等奖

本报讯（丁佐祥）近日，东台
苏东双语学校举行了一场特别的
颁奖仪式，向本学期以来在市以
上各类文艺、体育、书法、绘画竞
赛中获得一等奖以上的学生集中
颁奖。

近年来，苏东双语学校认真
贯彻执行教育部《关于在义务教
育阶段学校实施体育、艺术“2+
1”项目的通知》精神，按照提高运
动能力和艺术素养的要求，积极
开展小型多样的文艺、体育类竞
赛活动，努力使学生在校学习期
间至少掌握两项运动技能和一项
艺术特长，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
定良好基础。学校成立了书法、
绘画、舞蹈、合唱、电子琴、篮球、
排球、足球等 20多个社团，定期
开展活动，定期组织开展小型多
样、丰富多彩的各类文体类竞赛
活动，促进了学生运动技能和艺
术特长的形成和发展。学生社团
活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初中部
男子篮球队参加市“希望杯”篮球

赛，荣获三连冠。近十年来，荣获
7次冠军，2次亚军，1次第三名。
初中部女子排球队参加市初中生
排球比赛荣获第二名。初中部男
子足球队参加市比赛荣获第三
名。初中部和小学部田径代表队
参加全市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
均荣获团体总分第二名。舞蹈队
参加市中小学生文艺会演多次荣
获一等奖，扬帆合唱团参加比赛
荣获东台市一等奖，代表东台市
参加盐城市初中生合唱比赛，荣
获盐城市唯一的特等奖。初三
（3）班学生于成怀的绘画作品《和
谐共筑》参加盐城市中学生绘画
比赛荣获特等奖，该作品在省教
育厅第六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
动中荣获初中组三等奖。在“美
丽中国”第四届全国国家版图知
识竞赛和少儿手绘地图大赛中，
原初二（5）班张晟婷同学荣获国
家级三等奖，原初二（6）班沈颜同
学荣获国家级优胜奖。

苏东双语学校
举行艺体竞赛集中颁奖仪式

本报讯（王志耘）2019 年省
青少年足球精英联赛日前画上句
号，市第二实验小学（弶港镇小
学）安贝斯足球队在联赛中发挥
出色，夺得男子U12组亚军。

11月30日下午，主场作战的
第二实验小学安贝斯足球队在大
雨中迎来了本届联赛的最后一个
对手——宿迁实验小学三棵树俱
乐部男子足球队，最终二实小安贝
斯队以5：0大胜对手，以5胜3平1
负的战绩夺得男子U12组亚军，苏
州新区实验初中队获得冠军。

本次联赛是市第二实验小学
安贝斯队继参加省足协青训俱乐
部联赛总决赛获得冠军后又一次

亮相省级赛场，球队克服了比赛
周期长，密度大等困难，取得这一
佳绩，为俱乐部的周年庆典献上
了一份厚礼。

把足球俱乐部“植入”学校，
是我市发展校园足球的一个新的
举措。市第二实验小学安贝斯足
球队，采用俱乐部和学校结合的
办队模式，由江苏安贝斯集团与
市 第 二 实 验 小 学 联 合 共 建 。
2018年 12月，双方在市教育局、
沿海经济区的关心支持下，正式
达成联办共识，签订共建协议。
俱乐部所有队员，除了正常的文
化课学习之外，每天进行 3小时
的足球训练，由俱乐部专业教练

带训。球队自成立以来，先后参
加了各级各类足球比赛，取得了
2019年盐城“市长杯”冠军，2019
年省足协青训俱乐部联赛总决赛
该组别冠军，全国“我爱足球”中
国民间争霸华东赛区该组别前
三，组织了首届“安贝斯杯”足球
邀请赛和“黄海森林杯”全国青少
年足球邀请赛，均获冠军。

这批队员与普通学生一样，
融入班集体，参加日常学习活动，
有助于培养他们健全的人格，由
于科学安排及小队员们的自身努
力，文化成绩都很优秀。采取联
办的方式，既能促进校园足球的
发展，又畅通了青少年球员的升

学通道，是进一步实施体教结合，
建立足球“金字塔”青训体系，夯
实青少年足球后备人才队伍的重
要举措。

据了解，青少年足球精英联
赛是 2019 年省青少年竞赛体系
改革重点项目，由省体育局指导，
省足球运动协会主办。来自全省
各地级市的30支队伍参加，共分
为 5 个组别进行 91 场比赛。联
赛在全国率先采用周末主客场
制，打破了体校、职业俱乐部与社
会青训俱乐部之间的壁垒，有效
增加了竞赛场次，提升了竞赛质
量，让更多的青少年球员参与其
中。

市第二实验小学安贝斯足球队
荣获省青少年足球精英联赛男子U12亚军

本报讯（关恭伟）11月 30日，
受市关工委、市教育局之邀，《家
教周报》特聘专家刘卋保教授来
我市在“家庭教育大讲堂”授课。

刘教授在授课中针对新时期
青少年成长中的烦恼和成因作了
深入客观的分析。刘教授认为，
学校应加强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教
育，结合青春期孩子十分看重人
际交往但又敏感冲动的心理发育
特点，对学生进行恰当的引导和
帮助，帮助青少年进行情绪宣泄，
使青少年学会用合适的心态和言
语方式进行沟通和交流。在家长
层面，刘教授认为，家长是青少年
的第一位老师，应注重言传身教，
不可偏废。青少年通常受父母言
谈举止影响较大，父母用粗暴手
段教育子女也会引起子女模仿父

母行为，使用粗暴方法解决问
题。家长应做青少年的良师益
友，除了帮助孩子学会进行良好
的沟通外，还要教育孩子遇到问
题时，学会包容和体谅，学会冷静
和分析的习惯。

刘卋保教授是《家教周报》特
聘专家、北京青年政治学院教授、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项目专家，中
国青少年研究会理事和北京高校
思想政治理论高精尖创新中心北
京政治学院分中心特聘专家。

本期讲堂在市第一中学设主
会场，并通过东台教育直播平台同
步直播，不能亲临现场的家长可通
过手机观看直播并参与现场互动。
刘教授讲述了破译青春期密码，送
上了亲子沟通的金钥匙，受到了
听课家长和老师的一致好评。

《家教周报》特聘专家来我市授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