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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师大附小仙鹤门分校

周末亲子运动课点名爸爸陪同
3 月 13 日，南师大附小仙鹤门分校“悦运
动，越健康”亲子运动课程开课。据介绍，该
校“因为爱，在一起！”亲子系列课程，采用
“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面向家庭、社区、周
边高校等开设。本次周末亲子课要求孩子爸
爸必须参与，以弥补在陪伴孩子过程中可能
存在的“缺席”，增强亲情投入，助力孩子健康
成长。
当天上午 9；30，课程正式开始。低年
段的“绳”采飞扬跳绳课、中年段足球小童星
足球课、高年段篮球小达人篮球课，同时开
展 。 参 与 的 30 组 学 生 和 家 长 是 通 过 学 校
“新课程群”抢票入围的，另外有十组家庭来
自社区。大家首先在操场集合热身，随后教
练通过任务单的形式进行授课，主动权交给
孩子和家长，教练指导他们一起交流和沟通

泰山小学

女神节掀起
表白
“李焕英”
热潮

三八女神节当天，南京市江北新区泰山
小学的同学们掀起了“您好！李焕英”的表白
热潮。
电影《你好，李焕英》深深打动着人心，泰
山小学的孩子们从银幕中回到现实，才发现
“妈妈”这简单的音节，统领了平淡岁月中所
有动情的回答。
“ 在这个节日里，带着孩子们
一起真诚地祝愿天下每一个‘李焕英’女神节
快乐，以此激发孩子们的感恩之心。”泰山小
学校长解自斌说。
通讯员 杨星月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刘彩云 学校供图

南师大附小钟秀幼儿园

春日汉服秀走起

如何完成任务单的相关练习，目的是锻炼家
长和孩子之间的协调配合能力和运动技
能。在这样的模式下学习和运动，加强孩子
和家长之间的情感交流，激发孩子的内在潜
能，启发孩子智慧，让亲子关系更加融洽，充
满乐趣。虽然课时长达两小时，但学生和家
长意犹未尽。来自该校五（1）班的周蓦同学
说，爸爸妈妈平时都很忙，即使周末也很少
有空陪他，尤其是爸爸，一年难得几次带他
度周末。这次父子俩跟那么多家庭一起在
校园里玩，他特别开心。
“ 周末不能总是让他
去补课、上兴趣班，我要多陪他玩。”孩子的
爸爸张先生说，这次有幸得到机会参加亲子
活动，切身体会到亲情投入对于孩子的重要
性，开心和感动之余，他也在思考今后与孩
子相处的方式。

在现代家庭教育中，妈妈在照顾孩子生
活、辅导学习中占了主体，而爸爸在陪伴孩子
的过程中长期处于缺席状态。在孩子成长的
不同阶段，爸爸妈妈扮演的是不同的角色，再
好的妈妈也不能代替爸爸的角色。因此，该
校这次周末亲子课要求孩子爸爸陪同，拉近
亲子间的关系，让孩子在感受到来自父亲安
全感的同时，学会勇敢、坚持和自律，激发孩
子的探索精神。
“ 这一学期，我们会滚动贯穿
推进，让更多的家庭有机会参与到这个过程
当中来，也希望更多的家长学会陪伴孩子。”
该校校长赵敏说，学校希望通过“因为爱，在
一起！”亲子系列课程，深入探索学校、家庭、
社区“三位一体”育人机制，有效形成教育合
力，
助力学生健康成长。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李灿伦 摄影报道

新城小学北校区

建康路小学

这个班的同学认养了一只熊

小记者拓展训练趣味多

前段时间，
“南京红山动物园面临困境，
呼吁人们认养动物”的消息一夜刷屏。南京
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北校区三（2）
班的同学们闻讯，纷纷拿出自己的压岁钱进
行捐款，成功认养了一只名字叫“珍珠”的小
黑熊。
2 月 28 日下午，在南京红山动物园举行
了认养仪式。红山动物园园长沈志军向同学
们介绍了保护野生动物的重要性，并告诉同
学们动物和人类一样，
是这个地球的主人，
它
们与人类同生存、共命运。三（2）班学生代
表发言，表达了三（2）班同学爱护野生动物、
保护生态文明的决心。仪式结束后，同学们
来到熊馆，与认养的小黑熊“珍珠”见面。同
学们围绕着饲养员，仔细询问“珍珠”的生活

三（2）班同学们合影。

学校供图

习性、爱好、饮食、健康等问题，一双双清澈、
明亮的眼睛里闪动着对“珍珠”的喜爱与珍
视。
通讯员 沈涛 那瑞平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刘玫

拉萨路小学晨报小记者

每日打卡读两会新闻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南京晨报推出了小
记者读两会新闻活动。拉萨路小学 40 多名
南京晨报小记者踊跃报名参加，希望能够像
大记者一样参与两会报道。
看到孩子们热情高涨，老师鼓励大家每
日练习播报新闻并打卡，还把其他学校小记
者播报新闻的小视频发在微信群里供大家参
考学习；并建议孩子多看新闻联播，
向真正的
记者、播音员学习。
榜样的力量把小记者的积极性一下子调
动起来。不少孩子每天下午一放学第一件事
就是练习播报新闻。二（12）班的郁之钧是个
非常认真的小姑娘，
反复练习几遍，
发现录像的

效果不太理想，
急得直抹眼泪。爸爸给她看记
者采访的艰苦镜头，
她又鼓起勇气坚持练习。
3月10日，
是练习成果展示的日子。孩子们纷
纷穿上拉小的校服和南京晨报小记者的大红
马甲，
系上鲜艳的红领巾，
面对着镜头大声地读
新闻。二（1）班的王小木说，
一面对镜头就会
紧张，
录了好多遍，
不是读错字，
就是口齿不清，
腿都站酸了，
喉咙也读疼了。在妈妈的鼓励下，
录了半个多小时，
她终于清晰完整地读完了整
篇稿件！看到自己的视频被选上播出了，
她高
兴地跳了起来！家长们说，
孩子参加两会新闻
播报活动收获很大，
对于孩子的变化颇感欣慰。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孙文

3 月 13 日，南京晨报小记者拓展训练活
动在建康路小学举行，集益智娱乐于一体的
互动项目让孩子们兴致盎然，现场成了欢乐
的海洋。
当日中午12：
30，
天空飘着小雨，
该校50
多名小记者在教学楼五楼阶梯教室集合，
南京
晨报品牌拓展训练合作团队南京向日葵体育
运动推广有限公司的教练们已经布置好了现
场。教练员先与孩子们进行“教练说”
热身游
戏，
几名误判信息的孩子被
“罚”
才艺表演，
他们
或歌舞或朗诵，
赢得阵阵喝彩，
虽败犹荣。
活动主项目是“前方打仗 后方支援”。
教练将小记者分成五组，每组出一个前线人
员，
一个运输人员，
其余人员作为后援。当教
练说出前线打仗所缺物品的时候，后援必须
快速作出反应，并将所需物品交给运输人员，
由运输人员交给前线人员。所有活动结束之
后，
由所有后援用支持的物资装扮前线人员，
由前线人员进行最终造型的亮相及 T 台秀，
看着他们“雷人”的装扮，
队友们乐翻了天，
将
活动推向高潮。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李灿伦 摄影报道

南信大高新实小

立心大讲坛开讲啦
冰棒棍搭桥
3 月 8 日，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钟秀
幼儿园的师生们相约穿上汉服，
走进社区，
一
场展现华服新风采的春日汉服秀开始了！
“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
，
老师们换上
了汉服，更好地将中国文化融入诗歌中，
给孩
子们带来了精彩表演——手势舞《中国字中
国人》。接下来，是小朋友们穿汉服、吟古
诗。小班小朋友朗诵的《咏鹅》
《村居》，将大
家带进了春天里，感受着浓浓的节日氛围。
中班小朋友们带来的诗歌表演《春晓》
《春夜
喜雨》，让大家感受到春天的鸟语花香。
“慈母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妈妈永远都是最爱我
们的人。在这个特殊的节日里，大一班的哥
哥姐姐代表所有小朋友用古诗《游子吟》
《上
元竹枝词》表达对妈妈们的感激之情。
通讯员 夏一心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束宇 学校供图

晨报小记者做
“小小桥梁建筑师”
3 月 7 日下午，南京晨报小记者来到南
京科技馆探索空间，参加一场有趣的小小桥
梁建筑师用冰棒棍搭桥的体验活动。
科教老师首先给小记者们看了一段视
频，
让小记者们对常见的桥梁的类型、建桥材
料、桥的组成以及桥梁稳固的条件等知识有
了一定的了解，
并告诉大家：
桥梁按照受力特
点划分为斜拉桥、拱桥、立交桥、悬索桥以及
组合体系桥五种基本类型。
冰棒棍怎么搭桥桥面才能更稳固
呢？小记者们动手的时间到了，大家拿着
发下来的一大捆冰棒棍和一支胶水开始
动脑筋。
小记者们先把桥的底座搭好，他们拿出
随身携带的水杯试一试底座会不会倾斜。接
着再拼搭桥身，
他们有的拼搭的是拱桥，
有的

拼的是悬索桥，
真得超级棒！过了一会儿，桥
梁都拼搭完成了，
拿着自己的劳动成果，个个
都爱不释手。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陈娟娟 摄影报道

3 月 8 日，南信大高新实小立心大讲坛
开讲。当天放学后，全体教师齐聚四（6）班
教室，开启了立心大讲坛活动之教育好故事
分享会。年轻教师尹丹妮分享了她与孩子们
之间爱的故事。尹老师用心为孩子们做菜的
故事，以及孩子们在午睡时为她披衣、寒冬之
际为她织毛衣的点滴，无不感动着现场的每
一个人。
通讯员 孙佳佳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刘彩云 学校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