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3月6日 星期六

编辑 周睿 美编 彭浩然

【家教周刊】
热线:（028）86110109
邮箱: jjzk-2@126.com2

JYDB

【家教周刊】
热线:（028）86110109
邮箱: jjzk-2@126.com2

JYDB 家校之间
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学校，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你的懂事，妈妈都看
在眼里

电子科大附属小学四年级三班学

生张佳妍得到的是“家庭小助手”的

奖状。张佳妍的妈妈严女士是一位全

职妈妈，寒假里，她得同时照顾佳妍

和 4岁的弟弟，操持家务的难度一下

子变高了不少。幸好有佳妍这个“家

庭小助手”——除了照顾好自己的生

活学习，佳妍还帮妈妈分担了不少家

务事，尤其是照顾弟弟这个“小魔

王”。

弟弟正处于让妈妈十分头疼的年

纪。跟他讲道理，又不是每件事情都

能讲清楚，看起来人小小一“个”，却好

像有用不完的精力，总是闹着要做游

戏，要出去玩……有时候，妈妈累了，

佳妍就主动承担起陪伴弟弟的任务，

让妈妈好好休息休息。

弟弟爱听故事，以前，都是妈妈给

弟弟读故事书，但有一段时间，妈妈生

病了，精力更加不够用。那段时间里，

佳妍便承担起了给弟弟“讲故事”的重

任。佳妍说，照顾弟弟也挺好玩的。

有了佳妍的帮助，严女士的这个

寒假过得还挺舒心。

运动，运动，生命在
于运动！

电子科大附属小学学生魏淇宁的

这个寒假收获颇丰——获得了三张奖

状，分别是“爱运动”“爱学习”“爱

劳动”。其中，“爱运动”这张奖状颇

有来历。

在上小学之前，魏淇宁的身体不

太好，经常感冒，一年级的那个冬天还

住了一次院，但从二年级开始，她的身

体慢慢变好了。之所以发生这种变

化，妈妈李灵犀说，非常感谢学校对运

动的重视。

人人都说运动好，可运动有多好

呢？体质变好？提高情商？锻炼专注

力？提升思维？李灵犀在看到孩子的

变化之前，对“运动有好处”这种说法

一直都不太在意。

女儿上小学之后，在学校尝试了

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渐渐喜欢上了

运动：慢跑、羽毛球、排球等，周末和假

期也会主动下楼跑跑步、打打球。李

灵犀逐渐发现，女儿爱上运动之后，不

仅身体素质变好了，学习能力似乎也

提升了。分数的提高是一方面，魏淇

宁还自己总结了针对不同科目的学习

方法，更让李灵犀惊讶的是，这个寒

假，女儿只看了一个 5 分钟的教学视

频，竟然就学会了玩滑板，在楼下玩了

一个下午后，她还教会了4个院子里的

小伙伴。

一次偶然的机会，全家一起看了

《运动改变大脑》这本书，李灵犀一下

就明白了为什么学校会这么提倡运

动，也就更加支持女儿的运动爱好。

现在，全家人都养成了每天运动的习

惯：爸爸妈妈早起晨跑，等女儿放了

学，再开展全家都参与的项目。

学语言，就是要用
说的

电子科大附属小学学生张译文的

妈妈从前学的是英语专业，而爸爸在

读大学时也喜欢参加校园里的英语

角。于是，他们在家中也建起了一个

英语角。

张译文上三年级时，英语课进入

到学习对话的阶段，在爸爸妈妈的鼓

励下，他也参与到家里的英语角中

来。为了保持儿子的兴趣，张爸爸和

张妈妈会去了解张译文最近学了什

么，然后在英语角里聊与之相关的话

题，让他能多多参与对话。“我们那

个时候，学英语还能当成一门吃饭的

手艺，现在英语可能就跟学电脑一

样，更多的是工具的性质。”张爸爸

说，儿子目前的英语成绩还不错，但

他们还是觉得更应该把英语当作一种

兴趣去培养，而非只是单单盯着分

数。

这个寒假，张译文以一周两次以

上的频率参加英语角，获得了爸爸妈

妈颁发的“英语沙龙小达人”奖状。不

过张爸爸说，儿子的另一个进步更值

得这张奖状，就是勇敢地坚持了与外

教对话的线上课程。

考虑到儿子有一定的口语基础

了，张爸爸问他，是否想尝试与外教老

师说说话？而张译文的态度也挺积

极，每天他都会坐在电脑前，与外教老

师聊20分钟左右。

一开始，张译文有些紧张，有时听

不懂，有时不知道怎样回应，爸爸妈妈

还会在一旁悄悄教他怎么说。后来，

与老师熟悉了，张译文就能自如地与

老师聊天了。就算有听不懂或是不会

说的地方，他也会积极地去理解老师

的表情和肢体动作，也以同样的方式

“回答”。这种变化在张爸爸看来是可

喜的，“语言本来就是交流的工具，你

愿意说，能靠它跟人对话，效果就是好

的。”

全部光盘，就是最好
的奖励

“做土豆丝饼的关键是，要把土豆

丝切得细细的，切好之后一定不能再

洗……”

作为一个喜欢做各种美食的“美

食家”，当成都七中育才学校汇源校区

学生刘雨桐看到作业单上有“巧手做

家宴”的选项时，不假思索地选择了

它。从小，刘雨桐就喜欢下厨，布丁、

土豆丝饼、烧烤等，几乎都是一点就

通、一学就会，有时也会帮妈妈炒一两

个菜。不过这个寒假，刘雨桐准备包

揽一顿饭试试。

妈妈来制定菜谱：蒜薹肉丝、青椒

土豆丝、青菜炒木耳、番茄蛋花汤。菜

品虽然不复杂，但要想做好，每一道工

序都需要细心完成。妈妈姚女士说，

自己本来想帮忙的，却被雨桐拒绝

了。不过，雨桐还是请求妈妈能在一

边提醒她，先炒肉还是先煮菜，什么时

候放盐，是不是要放糖……“她有信

心，但还是不免担心，万一没做好，这

顿就没饭吃了。”

好在一切顺利，菜一上桌，爸爸妈

妈都抢着吃，不一会儿，几个菜就全光

盘了。

为什么喜欢做菜？刘雨桐说，这

个过程很好玩，菜做出来也很有成就

感，还能有好吃的，一举三得。

家庭“飞花令”大赛
一看见“飞花令”这三个字，成都

七中育才学校汇源校区学生龚伊恬就

激动起来：这不是《中国诗词大会》上

玩过的游戏么，没想到还能变成寒假

作业。于是，伊恬跟爸爸妈妈商量，选

了一个大家都有空的晚上，开始了“家

庭飞花令”大赛。

比赛一共两轮，分别以“花”和

“月”作为主题字。“春花秋月何时了，

往事知多少”“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

亲”“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

伊恬和爸爸想到的句子最多，先后获

得了胜利。伊恬的奖品是一杯奶茶和

爸爸妈妈“爱的抱抱”，爸爸的奖品则

是一个笔记本和母女俩“爱的么么”。

比赛之后，伊恬总结：诗词储备量

稍显紧张，要继续加油。

这不是喜爱古典诗词的伊恬第一

次玩“飞花令”了。三年级时，《中国诗

词大会》第一季播出，妈妈拉着伊恬一

起看。刚开始，伊恬还不怎么看得进

去，慢慢地，听了里面的专家和老师对

诗词的解读，她变得越来越有兴趣

了。尤其是在了解诗词的作者、写作

背景之后，她更能感受到句子中的美

和诗词背后的思想。平日里，除了跟

同学玩一玩“飞花令”，伊恬也会跟妈

妈不时地对上几句诗。

妈妈张女士说，自从女儿爱上了

古典诗词，她的语文成绩提升了许多，

文言文变好了，连作文水平都提升了

不少，“引经据典的，都不像她写的

了。”

3月 1日是《成都市生活垃圾管理

条例》正式实施的日子，也是中小学开

学的日子。垃圾分类教育怎么做？孩

子们如何学得会？成都市锦江区的做

法让人眼前一亮。

《垃圾分类校本落实的指导手册》
亮相开学典礼

“同学们昨天领教材时，牛皮纸包

装属于哪类垃圾？食堂厨房的剩菜和

菜叶等又属于哪类垃圾？”3月 1日，开

学典礼上，成都市盐道街小学科学教

师刘红在垃圾分类桶旁给学生讲解生

活垃圾分类知识。

成都市锦江区各校（园）把“垃圾

分类、保护环境”作为新学期开学典礼

的重要内容：成都市盐道街小学上演

了由科学组老师自创、学生表演的垃

圾分类童谣《绿色地球我塑造》节目，

教育引导孩子们形成环保意识，养成

垃圾分类好习惯，带动家庭、学校、社

会共同参与到垃圾分类行动中来；成

都师范附属小学的学子们演出了童谣

《蓉娃“净”行曲》，倡导垃圾分类要放

对、资源回收不浪费、众人分类一条

心、垃圾也能变成金。在锦江区各学

校，同学们还化身垃圾分类“小老师”，

以“给爸爸妈妈的一封信”“我为你演

唱垃圾分类自编童谣”“垃圾分类情景

剧”“垃圾分类知识小问答”等丰富多

彩的形式，给家长、同伴介绍垃圾分类

的知识。

当天，还发布了锦江区《垃圾分类

校本落实的指导手册》。记者从锦江

区教育局了解到，该手册是全省首个

从县域层面编写的垃圾分类校本实施

指导手册。该手册由锦江区教育科学

研究院以学校操作经验为基础编写，

从垃圾分类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

学生活动 3个方面，呈现了一所学校

持续推动垃圾分类教育的全过程，并

辅以科学数据、课程建议、活动案

例、资源推荐等丰富内容，给每一所

学校提供了落实垃圾分类可借鉴的操

作策略。

特色课程＋系列活动，让垃圾分
类成为习惯

2020 年，锦江区教育局就将生活

垃圾分类作为学校环保教育的重要内

容，在全区学校以课程、活动的形式持

续推进。

目前，不少学校的环保课程群已

基本建立，包含知识学习类课程、劳

动技能类课程等。如：成都市天涯石

小学昭忠祠分校将垃圾分类与德育活

动相融合，创生了《2020红领巾课堂

之生活垃圾分类》课程；成师附小将

垃圾分类知识作为学生成长的必修课

程，开发了“做好垃圾分类，共建绿

色地球”课程；成都市第一幼儿园根

据幼儿年龄特点，研发出了“环保小

卫士”课程等。

锦江区各校（园）还结合学生年龄

特征，整合家、校、社资源，全面开展垃

圾分类“认知＋实践＋志愿服务”三大

系列活动。如：成都市东光实验小学

开展了“举手之劳，改变世界”“小小环

保袋，还我美好心愿”活动；成都市和

平街小学开展了“垃圾分类美家园，爱

国少年齐行动”活动；成都市七中育才

学道分校开展了“红领巾进社区垃圾

分类实践活动”；成都市盐道街中学开

展了“光盘行动”“旧物创意大改造”活

动，成都市天涯石小学昭忠祠分校组

织劳动监督岗的学生每天午餐后进行

“垃圾分类志愿实践活动”。

2020年 11月，锦江区教育局举办

了首届锦江区“绿色环保，垃圾分类”

微课竞赛活动。全区每所学校（校点）

通过校级竞赛评选出了一名优秀教师

参加区级比赛。目前，复赛已圆满完

成，共评出小学组 12名、中学组 6名优

秀教师参加今年 5月组织的决赛。通

过竞赛，进一步激发了教师开展垃圾

分类教育的热情。

家校联家校联动动
假期生活更多彩假期生活更多彩

■ 记者 梁童童

如今，学校在孩子们假期中的角色早已不是一本《寒假生活》可以代表的了。写日
记、做试题、背课文……除了这些传统项目之外，不少学校做出了与家庭联动的新尝试，
让孩子们的假期生活更加丰富。

每学期开学这一天，对于电子科大附属小学的孩子们来说，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日
子。这一天，孩子们会带来一张或几张奖状互相展示，分享喜悦。奖状是爸爸妈妈颁发
的。家长根据孩子在假期中取得的进步或成就拟定名目，做成奖状发给孩子。

这个寒假，成都七中育才学校汇源校区初一年级的孩子们，也接到了一个特别的寒
假作业：从“贴窗花——巧心扮家园”“秀花艺——巧手做家宴”“送花香——巧意展家风”
“飞花令——巧思激家趣”几个选项中选择一个完成。开学了，大家纷纷晒出自己的劳动
成果，分享自己在寒假中是如何让家庭生活“幸福得像花儿一样”的。

在刚刚开学的日子里，我们来回顾一下几个家庭假期生活的精彩瞬间，见证孩子的
成长，一起能量满满地开启新学期。

指导手册＋特色课程＋系列活动
锦江区为垃圾分类教育开好篇

■ 记者 胡敏 何文鑫（图片由锦江区教育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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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道街小学东湖分校学生与父母一起倡导垃圾分类

盐道街小学（东区）学生进社区介绍垃圾分类 成师附小学生发出垃圾分类倡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