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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12日，连云港市海州区南城中心小学利用大
课间，组织学生集中进行轮滑练习，体验冰雪运动的
魅力，喜迎北京冬奥会。 耿玉和 摄

近日，省教育厅印发《江苏省义
务教育学校考试管理规范》，要求严
格控制考试频次，小学一二年级不进
行纸笔考试。“双减”背景下，全省各
小学低年级考试“玩出花样”，在增加
趣味性的同时，也为孩子们的学习成
长赋能。

1月 10日，南京市北京东路小学
红山分校一二年级的小朋友们迎来
了一场特别的期末考。学校变身

“动物园”，举办“寅虎生日汇 动物嘉
年华”主题活动。孩子们闯关搜集

“能量星”，争当动物保护大使，加强
对环境保护的认知。当天，该校还
特别邀请了红山动物园“百兽之王”
沈志军园长，与大家共同游戏。“这
样的考核寓教于乐，更能让孩子们
自觉投身保护自然的行动中，领略
生命的可爱和神奇，学会尊重和热

爱生命。”校长吴欢说。
同样融合“百兽之王”元素的还有

常州市武进区实验小学。该校引导二
年级的学生们在一周的体验课程中，
人人争做“文学虎”“智慧虎”“国际虎”

“艺术虎”“科技虎”，虎虎生威，喜迎
寒假。

期末考试这么紧张，有些学校却
开起了游园会。在泰州，姜堰区实验
小学城南校区的“快乐游考”受到孩
子们的欢迎。该校教导处主任刁双
林介绍说，每到期末，学校就会搭起
拱门，装扮各个功能教室，给孩子们
每人发一张“游考卡”，让他们在游园
会上玩游戏，赢得“星星”奖励。转盘
讲故事、三角形拼小动物、我是“小麦
霸”等活动让学生在尽情游戏中提升
了综合能力，“孩子们高兴，家长也很
支持。”

在无锡市前洲中心小学，“志恒
少年游园乐”活动让低年级同学乐
而忘返。孩子们手拿“志志恒恒”游
园卡，一边体验游园的趣味，一边享
受学习带来的成就感。活动设置了
口算消消乐、巧思表达乐和图形拼
拼乐 3个项目，老师们根据孩子们的
表现在游园卡上敲上“志志”或“恒
恒”特色章。“看！我已经集了好多
章啦！”该校二年级学生王萌萌高兴
地说。

2022年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开
幕在即，我省还有不少学校将“冬奥”
话题融入考试内容。连云港市苍梧小
学开展“尚美·绿色评价”系列活动，在

“‘庆新年·迎冬奥’绘画手工创作”活
动中，孩子们展开了奇思妙想，让香喷
喷的美食、红红火火的荷包、可可爱爱
的小老虎和冰墩墩、雪容融，都活灵活
现地展现在大家面前。

在南京市游府西街小学，融合
“冬奥”元素的全学科测评成为“双
减”下实现“五育并举”的有效助力。
该校校长万代红介绍，学校二年级
以“乐游·冬奥会，一起向未来”为主
题，开展期末综合游艺活动，根据冬

奥会的 7个大项，设置了 7个学科的
闯关活动。如针对语文学科，学生
们在“冬奥入场式”环节需识读一些
国家和地区的名称，用字典检索不
认识的字；结合竞技精神，现场开展
一系列的运动项目大比拼；将劳动
与冬奥精神融合，孩子们现场接受
戴红领巾、整理衣物的考核……“孩
子们在真实情境的游园活动中，认
识冬奥、了解冬奥，有效提升了综合
素养。”

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不少学校采
取日常评价与期末评价相结合的方
式，期末评价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在
扬州市育才小学西区校语文教研组，
老师们正在研究期末游戏题卡。据
介绍，该校学生将被分成若干小组，
以抽签、掷骰子等趣味方式选择闯关
题卡，学业评价以 10星级制度体现。

“学生 30%的成绩根据平常课堂表现
进行核定，40%是看他们的日常作业
完成情况，还有 30%就是以闯关的形
式进行。”该校副校长徐晴说，注重评
价过程，既能让孩子们在游戏中成
长，又能检验一学期学习的状态，孩
子们快乐又轻松。

以“玩”代考乐成长
■本报见习记者 杨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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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今年起施行初中学生
综合素质发展性评价

本报讯（特约通讯员 唐守伦）近日，镇
江市教育局出台《初中学生综合素质发展性
评价实施方案（试行）》，从 2022年秋学期开
始施行。

《方案》明确，将品德发展、学业发展、身
心发展、审美素养、实践创新等 5个方面作为
一级指标，下设 15个二级指标、25个重要观
测点。综合素质发展性评价程序分为个人发
展性指标评价、提交评语、公示确认、档案呈
现等4个环节。

个人发展性指标评价包括重要观测点评
价、初中学生个性目标达成与特长发展写实
记录。学生每学期 25个重要观测点中有 20
个达到个人发展指标，则本学期个人发展性
指标评价达标；如果 6个学期均达标，则该生
在初中阶段的综合素质评价评定为合格。学
生在教师、家长指导下，学期初依据个人基础
和意愿制订个人发展性指标，学期末开展达
成情况评价，填写初中学生个性目标达成与
特长发展写实记录表。评语包括学生自我陈
述、同伴互评、亲子共评和教师评语。评语在
信息平台上填写，前 5个学期对学生每个学
期的成长情况进行学期评价，第 6学期对学
生初中阶段的个人成长情况进行整体评价。
学生毕业前，由信息平台合成个人发展性指
标评价结果、个性特长和突出表现、写实记录
和评语，形成学生综评档案，学校长期保存，
学生可将电子稿复制作为个人成长档案
留存。

《方案》强调，初中学生综合素质发展性
评价结果可作为学生毕业和高中阶段学校招
生录取的依据。初中学校要将《初中学生综
合素质发展性评价电子成长档案》提供给高
中阶段学校使用。从 2026年起，综合素质发
展性评价不合格者不得报考普通高中。

苏州农职院
“乡村振兴讲师团”开讲

本报讯（记者 王琼 通讯员 吴春花）
“基层一线的妇女干部是农业人才支撑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想更好地投身农业，必须
要了解农业，尤其是智能农业。”近日，苏州农
业职业技术学院与苏州市妇联联合，成立了

“乡村振兴讲师团”，为苏州市各区（市）妇联
分管发展副主席、发展部部长、乡镇妇联主
席、省级“双学双比”示范基地负责人、创业致
富女能手等 200余名妇女干部提供为期 5天
的线上培训。

“乡村振兴讲师团”是由苏州农职院牵头
组建的品牌宣讲团，成员包括学院资深教授、
杰出产业专家和优秀青年博士等，旨在发挥

“巾帼半边天”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的
作用，助力打造美丽庭院、美丽菜园，促进美
丽乡村建设。宣讲内容涵盖迎接智能农业时
代、引领农业转型发展、休闲农业、科技与农
业现代化、促进富民强村、美丽乡村建设与妇
女发展等10个专题。

开讲第一天，苏州农职院继续教育学院
院长蔡健带来的《创意农业助力乡村振兴》一
课颇受好评。“蔡健教授的讲座启发了我们，
美丽乡村建设要因地制宜，鼓励创新，结合乡
村旅游文化打造‘一村一品’，满足差异化的
市场需求，增加经济附加值。”苏州市相城区
妇联副主席顾蓉收获满满。

苏州农职院发展规划处处长束剑华是讲
师团成员，他告诉记者，加入“乡村振兴讲师
团”有助于全面了解各地在推进乡村振兴方
面的努力、成效和问题，为自己日后的教学和
管理工作提供素材及案例。“希望通过系列培
训，学员能够加深对乡村振兴事业的认识，增
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信心，提升投身农
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热情。”

据了解，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作为苏
锡常都市圈唯一农业高职院校，近年来充分
发挥农业院校专业优势，在高素质职业农民
培养、产教融合和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等方面
取得优异成绩。该校先后组建了特色花卉等
10个科技创新与服务团队，对接 100个农业
园区，带动 1000个农业特色村镇，惠及 10000
个农户。截至目前，苏州农职院已经为长三
角地区的 300余个花卉企业和基地园区、苏
州市 30个美丽乡村和 57个共享农庄提供了
技术支撑，为乡村振兴贡献了智慧和力量。

盐城市盐都区组织
百名骨干教师“送教下乡”

本报讯（通讯员 卞桂富）近日，盐城市
盐都区组织小学、初中各学科的 100名骨干
教师，到全区所有农村中小学开展送教活动，
放大骨干教师示范作用，推进课堂教学改革，
帮助农村学校整体提升课堂效益，促进城乡
教育均衡发展。

活动得到了农村学校校长和教师的一致
好评。盐都区冈中初级中学校长刘瑞祥表
示，“骨干教师给我们送来了精彩的示范课及
课堂点评，把先进的教学理念、教学经验、教
学方法带给了我们，在推动‘双减’落地的大
背景下，这是‘及时雨’。”据盐都区教育局局
长沈清涛介绍，从 2022年春学期开始，该区
将把每周五定为“送教下乡日”，通过持续不
断的送教活动，真正实现城乡教育一体化发
展，“努力把所有学校都办成老百姓想要的
样子”。

“双减”背景下，我省各小学对低年级学生开展无纸化测评——

上小学，我们准备好了

前不久，南京市六合区幼小科学
衔接现场推进会在该区第一幼儿园
河畔分园开展。在幼儿园教师的引
导下，小学教师走进孩子们的游戏现
场，分组观摩户外自主游戏和室内区
域游戏。自然真实的游戏环境、丰富
多元的游戏材料以及孩子们投入的
游戏状态让教师们赞叹不已。“我能
感受到这些游戏带给孩子们的快乐，
这给了我们很多启发，让我们能更好
地帮助孩子适应小学生活。”一位老
师激动地说。

类似的推进会，如今在六合区已
经是“家常便饭”。随着教育部、省教
育厅及南京市相关文件的出台，六合
区结合实际情况制订《六合区大力推
进幼儿园与小学科学衔接攻坚行动
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
同时遴选了 6家幼儿园与 6所小学作
为试点，从 2021年下半年开始积极探
索构建幼儿园与小学双向衔接机制。

“我们努力通过调适校园环境、建立
联合教研机制、提升师资专业素养、
开展家校合作育人等模式全面推进
幼小双向科学衔接，计划至 2023年 6
月底前，在区内建立起相对完善的幼
小科学衔接工作机制。”六合区教育
局局长王谷权说。

调适环境，
将幼儿园“搬进”小学

本学期初开始，南京市六合区双
语小学雄州分校的师生们惊喜地发
现，校园里多了 5条“彩虹道”。这些
印有太阳、向日葵、星星、四叶草等卡
通图案的小路，从学校大门开始，一
直延伸至一年级 5个教室的门口。该
校副校长曹峰告诉记者，每个班级都
有专属的卡通图案，小朋友只要记住
了自己班级的图案，就可以循着“彩
虹”走进正确的教室，“这对刚刚入学
的孩子们来说，是一件有趣又富有挑
战的事情。”

幼小科学衔接工作，重心在小

学。《实施方案》明确要求各小学要借
鉴幼儿园环境布置，适度调整一年级
班级环境和周边活动环境，降低新生
的学习环境陌生度。在采访中记者
也发现，精心布置环境、努力把“幼儿
园”搬进小学，也是各校幼小科学衔
接工作中最基础的一环。

“‘彩虹道’只是一个方面，更多
的功夫花在教室里面。”曹峰说。无
论是课程表还是值日表，只要张贴在
教室里，老师们都尽量使用简笔画和
拼音来表示，降低小朋友的理解难
度。这也让一些原本枯燥的“规矩”
都变得好玩起来。六合区程桥小学
的老师们还别出心裁地在教室里建
造了“海洋馆”“动物馆”，将憨态可掬
的玩具动物一起搬了进来，引来孩子
们的“围观”。

在小学积极调适环境的同时，6
所幼儿园也纷纷组织大班孩子走进
小学，体验“神秘”的小学生活。组
织大班孩子观看小学的升旗仪式和
广播体操，引导他们比较幼儿园与
小学的不同要求；组织孩子们与一
年级学生同上一堂课，观察大哥哥
大姐姐们如何课堂发言，如何完成
作业……“很多细节容易被忽视，但
对孩子来说很重要。”六合区第一幼
儿园副园长张雅君说 ,“比如小学里
男厕所和女厕所是分开的，但幼儿
园大多是混在一块儿的，老师要是
不解释清楚，小朋友到了小学就会
犯迷糊。”

聚焦课程，
建立联合教研体系

环境调试为孩子们顺利完成幼
小科学衔接做了良好的铺垫，课程
开发更是关键。为此，《实施方案》
明确将一年级上学期设置为入学适
应期，地方和学校课程主要用于组
织开展入学适应教育活动，确保一
年级上学期 15 课时的课程安排。

“与此同时，我们建立了区、校（园）

多级联合教研体系，全区幼儿园和
小学就近结对。”六合区教育局基教
科副科长平静峰介绍说，结对的幼
儿园和小学每月开展 2次以上联合
教研或交流活动，区级教研活动原
则上每月至少开展 1次，区教师发
展中心也设立了一批区级幼小科学
衔接专项课题。

“一是周围环境不适应，二是社
会关系不适应，三是学习方式不适
应。很多小学老师看起来很正常的
要求，对一年级新生来说却很难做
到，我们必须让老师了解这一点。”六
合区横梁中心小学教育集团副校长
何祖友告诉记者。被确定为试点校
后，该校就与横梁中心幼儿园一起开
展了专项调研。结果显示，无论小学
教师还是幼儿园教师，都明白衔接工
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长期以来，
两学段各行其道，教育内容重复或者
脱节的现象不可避免。为此，他们带
动双方老师互相“串门”，几番交流下
来，大家开始一起从孩子角度出发寻
找适宜的教学方法。

据悉，横梁中心小学教育集团的
衔接课程主要包括 4个单元，分别指
向学生的身心适应、生活适应、社会
适应、学习适应；每个单元都设立了
若干个主题鲜明、针对性较强的活
动。“比如‘身心适应’单元，我们就设
计了‘我是小学生啦’‘做时间的朋
友’‘我的新学校’3个课时，让小朋友
熟悉校园、教室，了解小学和幼儿园
作息时间的不同，学着合理规划自己
的时间。”何祖友说。

家校协同，
共助儿童健康成长

“家长你好，我是瓜埠小学一（2）
班的班主任，今天来拜访，是想和您
交流新生入学的情况。”2021年 9月
11日，六合区瓜埠小学教师陈凤至依
照学校安排，对即将入学的一年级新
生进行家访。一（2）班共有 40名新

生，她和另外 3名同事分成两组，逐一
拜访新生家庭，在了解基本情况的基
础上，宣传科学的幼小衔接理念，缓
解家长的育儿焦虑。

“到学生家中看一看、聊一聊，就
能大致了解这个孩子的家庭状况。”
陈凤致说，“我们会向家长介绍学校
的基本情况，和家长共同讨论孩子入
学要做哪些准备。”

帮助孩子们顺利度过幼小科学
衔接阶段，需要学校的努力、老师的
用心，更需要家长的帮助。因为疫情
原因，南京 2021年秋学期开学延迟至
9月中下旬。在这之前，六合区不少
小学都提前召开了线上家长会，让教
师与新生及家长面对面交流。横梁
中心小学组织了 8次线上生活学习指
导，安排每一位小朋友进行线上自我
介绍，从“升旗仪式”“文明就餐”“从
小爱阅读”“美丽校园”“校园礼仪”等
板块帮助家长和学生认识校园，了解
小学生活。

“孩子本来对上小学有点儿抵
触，但在线上跟老师和同学交流了几
次以后，就特别想要上学了。”该校一
年级家长陈女士告诉记者，现在孩子
每天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讲述学校发
生的趣事，这让她感觉特别欣慰。

“幼小科学衔接推进半年来，我
们感觉最大的问题就是人的意识问
题，要强化老师对科学有效衔接的理
解，更要引导家长树立正确的育儿观
念。”王谷权说。据他介绍，六合区教
育局将把幼小科学衔接开展情况纳
入开学工作检查、教育常规检查和教
育教学督导的重要内容，对成效突出
的幼儿园和小学予以表扬奖励，对存
在问题的限期整改到位。“其中，家、
校、园定期信息交流将作为学校和幼
儿园实施幼小科学衔接的常态化内
容，我们计划在 2022年暑假期间编写
《入学准备——入学适应家长指导手
册》，为家长提供更为明确的家庭教
育指导。”

■本报记者 潘玉娇 通讯员 熊立军

南京市六合区遴选6所小学和6所幼儿园作为试点，积极探索构建幼儿园与小学双向衔接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