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晨报讯（通讯员 曹颖 南京晨
报/爱南京记者 刘颖）12月26日，
2020年高品质学校建设年度峰会
在南京市雨花台中学举行，江苏各
地的教育部门管理人员、研究人员、
学校校长、骨干教师们以“重新设计
课堂”为主题热烈探讨。本次峰会
由江苏教育报刊总社、南京市雨花
台区教育局主办，由《江苏教育》编
辑部、南京市雨花台区教师发展中
心承办。雨花教育人既是年度峰会
东道主，又是课堂教学改革先行者，
一起来看他们的现场精彩分享。

“重新设计课堂，不仅是理念的
再次确认与更新，更是实践的深层探
索与创新。而推动课堂变革的主体
力量在教师，第一关口在教学设计。”
南京市雨花台区教育局局长盛云生
与大家分享“重新设计课堂的雨花行
动”。他说，教学设计能力是教师专
业发展的核心要求，是课堂精准施教
的前提和基础，雨花教育构建了指向
教学设计能力提升的“能力罗盘”，包
含了“学习者分析”“学习内容制定”
“学习方式选择”“学习资源利用”“学
习质量评估”五大模块。“以‘能力罗
盘’为核心抓手，通过几年的理性思
考和系列探索，雨花整体性地提升了
区域教师教学设计能力，‘精准教、多
元学、显性评’的雨花课堂新样态渐
次形成。”

“项目化教学着力于引导老师
转变教学方式：从关注学什么到研
究怎么学，从关注分数到促进发展，
从关注甄别到促进增值。”南京市雨
花台中学校长赵光辉与大家分享学
校课堂教学改革中的实践和探索

——《项目化教学：让高阶思维真正
发生》。在探索项目化教学的过程
中，雨中构建了“三三三”项目化教
学模型。第一个“三”指项目化教学
实施的三个步骤，即项目设计、项目
实施和项目评价；第二个“三”指教
学过程的三个环节，包括在项目设
计时的教师主导、学生理解环节；在
项目实施时学生主导、教师指导环
节和在项目评价阶段师生深度的合
作、互助环节；第三个“三”指教学组
织中的“三”个时段，即课前、课中和
课后。

树叶的问候、垃圾变变变、再现
明朝商铺、“玩”转课间游戏”、奇妙
的降落伞、行走雨花台⋯⋯从一年
级到六年级，每个年级一个主题，整
整一周时间每天下午“玩”！南京市
雨花外国语小学副校长石莉与大家

分享了学校已经实践四年的项目化
学习——《设计思维：“玩”转项目
周》，将“玩”融入课堂，在“有意思的
玩”中实现“更有意义的学”。在南
京市小行小学，每一位老师都有一
个奇妙的“学习工具箱”。小行小学
校长王静与大家分享了好多让人眼
前一亮的实操做法。小行小学每个
班每个四人小组都会放置一个笔筒
和红黄蓝绿四种色系的铅笔，这是
“会思考的笔”，例如，合作学习中，
教师根据任务的难易、开放程度给
孩子发放不同颜色的笔，确定不同
颜色的发言次序。“不同颜色的笔化
无形的规则为有形的操作指南，形
成小组合作学习策略，提高思维含
量。”除此之外，小行小学还有“提问
小棒”“问题骰子”“问答纸”“魔术方
块”等学习工具。

南京2020年最后一场雪 今天下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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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温前昨日最高气温
竟达15℃

昨天一早，中央气象台就升
级发布寒潮橙色预警，这也是最
高级别的寒潮预警！上一次还
是出现在2016年。可实际天气
似乎在和预警开玩笑，昨日早间
弥漫的大雾在暖阳升起后告别，
即便到下班高峰期，体感仍没有
觉察到降温的迹象。虽说体感
和预报有差别，但江苏省气象台
依旧在昨天16时15分发布了
暴雪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
24小时内，徐州、连云港、宿迁、
淮安地区将出现12小时4毫米
以上的降雪。

至于为什么说昨天大家普
遍对降温无感，主要还是气温
在“演戏”，而且戏份十足，当天
最高气温甚至已经达到 15℃
左右，几乎成为本月最暖和的
一天。不过这也正好印证了此
波最强寒潮来得快也去得快的
特点，来自中国天气网的分析
甚至将其比喻为“快递发货”，
因为发货过程不再是多股分批
次，而是一次性发货直邮到家，
而带来的实际影响也就是“速
冻”。所以，昨天还在苦恼天热
的可能会在这两天被冻得怀疑
人生。

南京的雪今天 13 时
前后到

飘雪的日子总是短暂，与雪
有约总是带着浪漫。昨天下午，
省气象部门新鲜出炉“江苏堆雪
人预报地图”，以反映各地区的
积雪厚度。根据预报，此轮降雪
沿淮河淮北地区将有5-7厘米、
局部8-11厘米的积雪，淮河以
南西部地区有3-6厘米，其他地
区0-1厘米的积雪。沿淮河淮
北、淮河以南西部地区，堆雪人
肯定是没问题了，其他地区则有
些悬。具体来说，沿淮河淮北地
区将实现“堆雪人自由，想堆就
堆”；南京、镇江、常州、南通等淮
河以南地区可以堆迷你雪人，大
家凑合玩玩；苏州、无锡这个两
个其他地区，由于降雪量很少，
则只能是化身“柠檬精”，在手机
里看友邻玩雪了。

不仅如此，气象部门甚至连
全省各地降雪的时间点都掐好
了！因为这波降温寒潮主要从
28日后半夜开始，因此，今天早
起出门应该就会感觉到寒风凛
冽，一直到30日，全省将有明显
大风降温和雨雪冰冻天气，而雨
转雪时间表显示，淮北地区在
29日5时-8时，江淮之间在29
日11时-17时，苏南地区在29

日17时-23时。地理位置上居
中的南京，雨转雪时间排在了
29日13时前后，预计会持续6
小时左右。

最低气温出现在今
年最后一天

降雪期间及雪后温度降幅巨
大，预计这两天全省气温将明显下
降，24 小时最大降温幅度可达
13℃—15 ℃，最低气温出现在
2020年的最后一天。届时，淮北
地区最低温在-10℃—12℃，江
淮之间-7℃—8℃，苏南地区-
6℃左右。不仅如此，承接这一冰
冻天收尾的旧岁，2021年的头两
天同样会以低温天气开场，再加上
此前的雨雪降临，预计全省大部分
地区将有严重冰冻和道路结冰，直
到3日前后气温会有所回升，并宣
告这波最强寒潮的结束。

南京近三天天气预报

今天：阴有中雨转雨夹雪或
雪，雪量中到大雪，偏北风6级阵
风7到8级，-2℃到9℃；

30 日：多云到晴，西北风 4
到5级，-7℃到-2℃，有冰冻；

31 日：晴到多云，偏西风 3
级左右，-8℃到2℃，有冰冻。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陈彦

晨报讯（通讯员 张虓 南京
晨报/爱南京记者 许崇静）近日，
江苏省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
发布了民生食材价格简报。数据
显示，近期市场上牛羊肉价格总
体稳定，猪肉类价格季节性上升，
鱼价下跌虾价上涨，蔬菜价格季
节性上扬。

当前，随着气温降低，牛羊肉
市场需求上升，但价格总体稳定。
12月20日，监测的鲜牛腩全省平
均零售价格为每500克（下同）
44.76 元 ，比 上 月 同 期 上 涨
1.2%，比上年同期上涨1.7%。
新鲜去骨鲜羊肉价格为44.94
元，与12月15日持平，比今年以
来最低价（11 月 15 日，42.9 元）上
涨4.8%，同比上涨4.6%。

随着保供稳价政策的稳步推
进，11月，我省猪肉价格降至年
内低点。12月，居民集中腌制香
肠腊肉，猪肉市场进入传统消费
旺季，猪肉消费需求上升，价格小
幅反弹，但总体仍低于上年同
期。据农业农村部信息，2021年
元旦春节期间生猪出栏量同比将
增加三成左右，预计猪肉价格不
会高于上年同期水平。

鱼价下跌虾价上涨。12月20
日，黑鱼、鳊鱼价格为13.6元、
8.59元，比上月同期分别下降

1.6%、1.0%。基围虾、沙虾价格
为44.23元、31.45元，比上月同
期分别上涨19.4%、6.9%。

蔬菜方面，受气温下降影响，
与上月相比，我省监测的蔬菜价格
以涨为主，12月20日，监测的32
个品种“27升5降”。冬瓜、青菜、
平菇、生菜、花菜价格涨幅居前，在
16%至32%之间；菠菜、土豆、西红
柿、西兰花价格涨幅在5%左右。

调料类价格稳中有降。与上
月同期相比，12月20日，生姜、
蒜头价格为9.43元、5.56元，分
别下降12.9%、上涨0.9%。精
制食用盐、白砂糖、绵白糖价格为
2.46元、5.22元、5.4元，分别
下降0.4%、1.3%、1.6%；袋装
鸡精、味精价格为 17.15 元、
9.22元，分别下降0.2%、持平。

气温骤降，火锅料迎来需求
高峰。南通相关部门反映，本月
对7家超市销售的12个品牌57
个品种火锅调味料进行了比价、
晒价，其综合零售均价为13.75
元/件，可比较的54个品种火锅
调味料价格同比呈“34涨6平14
跌”。苏州相关部门反映，超市火
锅料销量较前期增加，品牌产品
销售预期乐观。监测的41个可
比速冻火锅料价格同比呈“26涨
12跌3平”。

元旦春节临近——

牛羊肉价格稳定 火锅料价格上涨

晨报讯（实习生 王悦莹 南京
晨报/爱南京记者 景正华）12月
28日，2021第六届南京溧水山地
半程马拉松赛开启报名。本届溧马
将于明年3月14日在无想山下鸣
枪开跑。新一年的溧马有哪些亮点
呢？快跟着记者一起先睹为快。

在赛事补给方面，本届赛事将
继续延续“草莓补给”，在保证草莓
品质的同时，更让所有跑者“无限
量”吃到爽。溧马吉祥物“草莓宝
宝”也将首次登场，后续更多草莓文
创将陆续上线。

在配套活动方面，将在赛前、赛
中、赛后三个阶段，开展“秦淮源头
过大年”“南京溧水旅游推介会暨草
莓梅花文化节”等多个溧马配套活
动。其中，12月底至2021年春节
前的每个周末，“秦淮源头过大年”
活动将在溧水的9处旅游景点、乡
村旅游点和特色民宿开展开油锅、
杀年猪、腌腊味等传统活动，让溧马

跑者可以近距离体验溧水传统节日
的浓浓年味。

在跑者福利方面，从往届为跑
者赠送周园、大金山、天生桥三处
景点的旅游套票升级为为所有半
程参赛者赠送一张价值500元的
“旅游年卡”，一年内可无限畅游溧
水九大景区。此外，赛事奖金将扩
大到男女前50名，半程男女前20
名还将获得一张价值600-800元
的溧水民宿体验券，半程男女21-
50名将获得溧水咪豆音乐节的入
场门票一张。同时，主办方还为跑
者准备了“溧水好礼”甄选的溧水农
副特产礼包。

记者了解到，2021年溧马设
置半程马拉松和迷你健康跑两个项
目，各6000人。选手可通过赛事
官 网 （http：//www.jslsmls.
com/）、赛事官方微信（jslsmls）、
常奥体育官方微信（jscasport）进
行线上报名。

晨报讯（南京晨报/爱南京记
者 刘静）近日，金鹰美术馆平面设
计展览项目《社会细节 Social
Details》开幕，来自全国各地的众
多艺术家、平面设计师、收藏家共同
出席了开幕式。

此次展览集中展出了十几位平
面设计师、艺术家、音乐人的工作。
开幕展览主题为“社会细节”，意在探
索不同职业语境下，设计为生活提供
的一系列服务。现场的展品关乎我

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宠物品牌包
装、农贸市场视觉翻新、书籍杂志装
帧等一系列的设计展品，让人重新审
视平面设计赋予生活的色彩。

开幕式上，金鹰美术馆馆长卞
卡表示，此次设计展览代表了金鹰
美术馆对艺术多元性的探讨。艺术
家赵清认为，传统意义上，海报上
墙、书籍入柜，观众不能触摸，而此
次的展览把作品重新解构，从墙面
到地面，传递了新的策展启发。

溧水山地半马开启报名

金鹰美术馆携设计新展迎新年

整整一周天天下午“玩”、四色“会思考的笔”⋯⋯

雨花台区学校启动“重新设计课堂”行动

通讯员供图

这是要下雪降温的节奏吗，怎么气温越来越高了？昨天一整天，
相信有着这样疑问的市民不在少数。不过，气象部门昨天不仅发布
了寒潮降温的预报，连我省各地区何时降雪都给精确到了小时，具体
到南京，厚度达到3—7厘米的降雪将在今天13点前后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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