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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小记者协会征集合作伙伴常州市小记者协会征集合作伙伴
常州市小记者协会是由常州市中小学新闻爱好者自愿结成，依托《常州晚报》从事新闻相关活动的全市联合性组织。旨在通过媒体平台，整合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等资源，构建提升中小学生综合素质的大平

台。协会接受常州市委宣传部、常州市文明办、常州市教育局和常州市民政局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目前有近两万名常州晚报小记者，分布在全市170多所学校，工作机构设在常州日报社教育培训工作室。

为了给小记者提供多样化的增值服务，常州市小记者协会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合作伙伴，欢迎机关企事业单位、知名商家、社会各界与我们联系，让常州晚报小记者团架起我们互动的桥梁，实现合作共赢。

一、征集对象
1、小记者实践基地。能供常州晚报

小记者参观、采访、体验，能给小记者提供

锻炼自己的综合实践能力和开阔视野的

基地，包括机关企事业单位、旅游景点、农

庄、茶园、果园、特色商家、拓展基地等。

2、小记者培训基地。能给常州晚报

小记者进行集中培训活动的场地，合作对

象包括各培训学校、艺术培训中心等机

构。

3、小记者协会联盟知名商家。能给

小记者购物提供一定折扣的优惠或为晚

报小记者家庭消费提供优惠。

二、合作条件
1.有独立法人资格、过硬的服务质量

和接待能力。

2.具有良好的信誉品牌，在所属行业

有一定的影响力和良好口碑。

3.为小记者或家长提供各项专属优

惠，且有利于小记者的成长和发展。

三、招募程序
1.向常州市小记者协会提出申请。

2.常州市小记者协会工作人员现场

参观，商谈合作事项。

四、权责事项
1.相关权益

①由常州市小记者协会授牌，所有合

作伙伴将全部汇编成册赠送到2017年度

的全体常州晚报小记者手中。

②一旦成为常州市小记者协会合作

伙伴，将享受常州日报社品牌宣传和推广

的各项优惠。

③在《常州晚报•小记者周刊》及小

记者官方微信平台合作伙伴宣传介绍。

④通过小记者们的笔尖和镜头，对合

作伙伴进行采访宣传，有助于提升知名度

和影响力，获得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

丰收。

2.相应义务

常州市小记者协会合作伙伴有效期

一年，并提供针对小记者的特许优惠政

策。服务质量自觉接受媒体监督，并提供

品质优良之服务。

五、目前活动基地（部分）

常州四药公司、龙控集团恐龙园、东

方盐湖城、淹城春秋乐园、嬉戏谷、孝道

园、天宁宝塔、常高新集团……

六、联系地址及洽谈热线
常州市小记者协会
办公地址：
常州报业传媒大厦1201室
常州日报社教育培训工作室
联系电话：86601082

13861290800
联系人：高先生

本报讯 5 月 12 日，市卫生计生委
围绕“素心若雪 承德尚学”的主题，举办
纪念国际护士节专场道德讲堂活动。活
动中，我市表彰了不同年龄、不同层次的
优秀护理工作者，分别为常州市十佳功
勋护士、十佳专科护士、常州市优秀护
士。被表彰的50位护理工作者中，从常
州卫生高等职业学校毕业的护士有 35
人，为我市医疗卫生事业做出巨大贡献。

从一线护士到管理岗位的完
美变身

倪静玉是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护理
部主任，在今年的江苏省“百名优秀护
士”评选中，她获得了“优秀护理管理者”
的荣誉。

1985年踏上护士岗位，1993年成为
市一院副护士长，走向管理岗位。通过自
身的不断努力，倪静玉完成了完美变身。

“刚刚成为副护士长的时候，主要在
心血管科工作。这里的病人发病时情况
通常比较紧急，如果临床能力比较差的
话，就不能胜任自己的工作。”倪静玉说，
为此她比之前更加努力地学习各项护理
专业知识。“我们是最早使用监护仪的科
室，当时没有厂家工作人员前来指导，我
们只能自己拿着全英文的说明书一个字
一个字翻译，学习仪器的使用方法。”倪
静玉说，那时上下班，她每天都随身背着
一本沉甸甸的英文字典。

作为护士长，最大的不同就是需要
协调护士与病人之间的关系。倪静玉表
示，只有把各方面的关系协调好，才能使
整个科室的工作正常高效运行。“特别是
在近年医患矛盾比较紧张的情况下，如
何正确处理好病人和护士之间的关系很
重要。”一般产生护患矛盾时，倪静玉首
先会站在公正的立场来客观分析事情。

“对病人，我会设身处地站在他的角度和
立场去耐心地解释我们的护理工作流
程、护士的一些护理行为。一般病人经

过沟通，还是能理解的。而对于护士来
说，与病人之间正确有效的沟通方式非
常重要。怎样能让病人理解你的护理工
作，让病人对你产生信任感，这是每个护
士需要学习的。”

从业30多年，获得如此多的荣誉，倪
静玉表示离不开母校当初的栽培。“给我印
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基础护理课朱老
师，当时授课的时候，她已经年纪大了，但
是为了给学生示范准确的护理操作，课堂
上她一会儿爬床上，一会儿跪地下，每个动
作都力求做到规范到位，十分敬业。”这样
严谨的治学态度一直影响到倪静玉走上工
作岗位，强调“医院护理管理是系统工程”
的她创建了一院“静霞护理”优质服务品
牌，建设了一支高效的护理团队。

“作为管理者，我看到了一批批来自
卫校的学妹们，她们的临床工作适应能
力和护理专业技能都比较强，希望她们
今后在护理岗位上能以真心、爱心和责
任心对待每一位病人。”

母校给予她“爱的教育”

王晓琴是武进医院内分泌科的一位
护士。今年被评为常州市十佳专科护士。

1993 年踏上工作岗位，王晓琴一直
坚守在护理的一线岗位。“很多人对护士
有误解，认为只要打打针发发药，干的活
很简单。”王晓琴表示，其实护士也需要
与病人进行交流，对病人进行用药指导、
饮食生活的指导、健康教育等，关心病人
的心理需求。

“在常州卫校学习期间，班主任对我
们的悉心照顾让我记忆深刻。”王晓琴回
忆道，他们当时的班主任是现学校校长
孙丽芳，“孙老师比我们大不了几岁，自
己的孩子都还很小。1991 年常州发大
水，孙老师担心大家的安全和生活起居，
晚上已经很晚了，还赶到学校看同学
们。”王晓琴说，孙老师每天都会询问同
学们学习和生活上有什么困难，经常带
些吃的给他们，这让王晓琴他们这群刚
刚离开家住校的同学们倍感温暖。“孙老
师就像妈妈一样关心着我们，直到现在，
很多年过去了，她还和我们班很多同学
保持联系，经常聊聊大家的近况。”王晓

琴说，护士只有心里充满爱，才能在护理
工作中去关爱病人，母校给予她的首先
便是“爱的教育”。

作为一线的护士，王晓琴认为提升
自己的专业能力也至关重要。“只有具备
扎实的专业知识，对病人进行科学指导，
如何用药、日常生活注意点等，才能让病
人对你信服。”

近三年对口就业率达 98%，
社会认可度高

据了解，常州卫生高职校于1919年
建校，近百年的历史，培养了两万余名护
理专业人才，毕业生孙静霞和邹瑞芳在
同一年获得国际南丁格尔奖。该校的护
理专业为江苏省品牌专业，以护理、助
产、康复治疗技术专业形成的护理专业
群，被评为首批江苏省职业学校现代化
专业群。近三年，该校学生对口就业率
均达98%以上。

根据行业的需求，学校研究制定专业
人才培养方案，并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完
善。分层优质课程、创新课程、精品课程
建设，开发特色课程，编写创新教材，以适
应岗位需求及职业能力培养的需要。

此外，学校积极走科研兴校、科研兴
教之路。多项课题分获评中国职业技术
教育学会、省市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
其中护理专业负责人陈玲主持的课题

《高职护理专业学生核心能力培养实践
教学研究》获江苏省教育厅教学成果一
等奖。

学校还建立了与行业企业、研究机
构和其他社会组织等共同参与的教育教
学研发机制，走出了一条校企合作、互惠
互利的产学研结合之路。联合常州市
14 所医院和 2 所院校成立“常州护理教
育集团”，进一步推进校院结合，实施“共
建实习就业基地，共同参与职教办学，共
同培养技能人才，共同开展技术研发”的
深度合作。 （尤佳 杨舒）

“白衣天使”是怎样炼成的？

护理行业中的卫校人

本报讯 本报即日起招募20组
家庭参与体验信息学编程，特邀计
算机奥林匹克江苏省省队的总教练
曹文老师担任顾问，现场教授同学
如何玩转编程，为家长讲解如何指
导孩子学好编程及学好编程对孩子
未来发展的重要性。同学们可以跟
着“机房日子”的单立人、戚晟杰、吴
翼等“计算机编程大牛”体验编程的
乐趣、学习编程的技巧。（毛翠娥）

时间：5月28日（周日）
9∶30～11∶00

地点：新北区世茂广场“机房日
子”

参加对象：3~6年级学生（有家长
咨询环节，需由父母陪同）

报 名 方 式 ：加微信公众号“CZ⁃
DYSX”，发送“编程+孩子姓名+学校年
级+联系方式+小记者证号”即可，非小
记者填写“名字+学校年级+电话”。

注：本次体验，常州晚报小记者免
费，非小记者每人收20元活动费。

咨询电话：88066263
13861290800

时间：5月28日 对象：20组3~6年级小学生家庭

跟着信息学奥赛
省队总教练玩转编程

本报讯 5 月 14 日至 20 日，由中国
服装设计师协会、中国服装协会、中国纺
织服装教育学学会共同主办 2017 中国
国际大学生时装周在北京朝阳区 751D
€€PARK 北京时尚设计广场举行。常
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首次参加并精
彩亮相中国国际大学生时装周。

19 日上午，常州纺院盛大举行了学
生设计作品发布会。在培育现代“大国
工匠”的基准下，展示作品以“壳”为主
题，重在反映该院内涵建设成果，彰显学
院品牌特色。全部作品分“海洋”、“天
空”、“故事”、“花卉”四个系列，精巧创
意、精心设计、精选面临、精湛制作，从充

满建筑感的服装廓形，到弥漫波普艺术
的形式表达，糅合了立体主义与古典主
义手法，使粗犷廓形与民族柔美相互映
衬，形成了充满张力的设计风采，全力塑
造出了具有民族质感的时尚新视觉，充
分展示了该校“技艺交融”的育人特色。

20 日晚，第 22 届中国时装设计新
人奖及 2017 中国国际大学生时装周系
列奖项隆重揭晓，常州纺院荣获时装周
人才培养成果奖，学生蔡和君喜获男装
设计奖。学生郑倩茜设计的女装作品更
被此次服装周主办方指定平媒《尚坤塬·
中国国际大学生时装周每日快讯》选作
杂志封面。 （华建铭 尤佳）

常州纺院：

精彩亮相国际大学生时装周

本报讯 18 日，由江苏省课堂教
学研究中心、江苏省“联盟校”主办，常
州市丽华中学承办的“用文化与课程
促进学校内生长”研讨活动在丽华中
学举行。来自宜兴市实验中学、无锡
市华庄中学、苏州高新区实验初中等
十几所初中校的教师参加活动。

此次活动的主题为“用文化与课
程促进学校内生长”，在为期一天半的
时间内，联盟校成员将观摩丽华中学
的同题异构教学活动、“梦想·共创”课
程和校本课程等。来自常州市北郊初

中中学的校长陈小平、丽华中学的校
长杨尧中分别作了“让团队强起来”和

“凝练‘赏识’文化，办有温度的学校”
主题报告。联盟校各成员还就学校特
色、课程建设和校园文化等方面进行
了交流探讨。

据了解，我市从 2016 年至 2020
年，将创建100所“新优质学校”，深化
学校主动发展，释放学校办学活力。
新优质学校将打造100种学校特色文
化，树立先进办学典型，宣传优秀办学
成果。 （张枢 尤佳）

江苏省“联盟校”成员——

用文化与课程
促进学校内生长

本报讯 由常州刘国钧高等职业技
术学校承办的2017年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中职组“磐云杯”网络空间安全赛
项于5月19-21日迎来全国27个省（直
辖市、自治区）350余名参赛人员。118
名学生选手针对该项目进行了角逐。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是由教育
部发起，联合国家 37 个部委、行业组
织和地方共同举办的一项全国性技能
竞赛活动。大赛自 2008 年已连续成
功举办十届，目前已成为中国职业教
育学生切磋技能、展示成果的亮丽舞
台。据悉，2017 年全国大赛共设 85

个竞赛项目，在天津、江苏等 20 个省
（市、自治区）赛区展开。

目前我国信息安全人才是稀缺资
源。网络空间安全赛项是首次举办的新
增项目。赛项设计高度服务国家战略，
对接产业需求。旨在通过竞赛，检验选
手对网络、服务器系统等网络空间中各
个信息系统的安全防护能力，以及分析、
处理现场问题的能力，培养更多学生掌
握网络安全知识与技能。

比赛现场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
为单兵模式系统渗透测试，主要考察选
手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水平；第二阶段

为对抗赛，每个选手都可扮演“黑客”，任
意选择攻击在场其他选手。防护自己服
务器的同时，渗透其他任意对手服务器，
防范并制止网络恶意入侵和攻击行为。

来自常州刘国钧高职校、南京财经
学校、南京商业学校、苏州高职校、无锡旅
游商贸高职校5所学校的6名学生代表江
苏选手参加该赛项比赛。大赛共评出一
等奖12名，优秀指导教师12名。江苏省
代表队荣获4金2银。刘高职有两名学生
参赛，其中赵佳涛同学荣获一等奖第一
名，陈立今获二等奖，教师王飞获“优秀
指导教师”称号。 （皇甫大欢 尤佳）

国赛网络安全赛项在刘高职举行

全国27省118名学生选手参与角逐

本报讯 6 月 3 日，“常报看校
团”第九站将邀请40组常州晚报小
记者家庭走进钟楼实验小学，体验
无人机、橡筋动力机等科技课程。

钟楼实验小学以“抱元守一、登
高致远”为办学理念，秉承“高远”的
校训，坚持校园“孝德文化”建设，旨
在培养具有“明礼、志学、乐群、向
上”特质的钟楼实小学子。学校聚
焦核心素养坚持全面深化课程改
革，实现了国家课程、地方课程与学
校课程的有机融合，真实理解参与
集团林树课程，着力数学实验课程
建设研究，学科统整做好“少年科学
院”研究项目，努力做到每门学科有
鲜明的研究主题与特色。

学校以“乡土美术”获评市课程
基地为契机，高标落实方案，课程实
施成果辐射其他学科引领学校课程
变革；充分利用学校场地和人力资

源，推动足球进校园、乒乓进课表，形
成学校项目实施的整体规划。先后获
得了江苏省“科普教育特色学校”、江
苏省“文明学校”、江苏省“生态园林单
位”、“常州市教科研优秀基地学校”、

“常州市德育先进学校”、“常州市道德
讲堂优秀示范点”、“常州市小记者站
示范学校”、“常州市绿色学校”等荣誉
称号。

活动当天，校方将带领小记者参
观美丽的校园，现场体验无人机、橡筋
动力机等特色互动课程，让小记者们
当一回小小“飞行员”，此外还有学习
软陶、梳篦的乡土美术课程，乒乓、足
球的体育课程等你来参与。 （周静）

活动时间：6 月 3 日（周六）上午
9：00-11：00

参与对象：40组常州晚报小记者
家庭

报名方式：加微信公众号“常州第
1升学”（微信号“CZDYSX”）关注并发
送“钟小+姓名+学校+年级+小记者证
号+家长联系方式”即可，报名时请附
上一条您对学校最关心的问题，以便
校方更有针对性地为您解答。

咨询电话：88066268。

时间：6月3日上午 对象：40组常州晚报小记者家庭

“常报看校团”第九站

来钟楼实小体验无人机

看校团
发现好学校

●

倪静玉倪静玉（（右三右三））在巡视病房在巡视病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