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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常州交通技师学
院“活力青枫春季游园会”在青枫公
园拉开帷幕，师生志愿者走进公园，
搭建汽车养护公益小课堂并开展认
养一棵树活动，给春色如许的公园
增添了几分绿意与活力。

活动现场，志愿者们向游人发
放汽车维修保养知识单，并有汽车
维修专业教师为游客免费提供汽车
驾驶及养护咨询服务。

据统计，我市去年汽车保有量已
超 110 万辆，平均每 4 人有一辆车。
如何养护爱车已成很多市民的关注
点，常州交通技师学院以“汽车养护
小课堂进公园”为载体，利用学院专
业优势为市民免费提供汽车养护咨
询，助力我市公益事业。据了解，该
院将在四月先后走进荆川公园、东坡
公园、紫荆公园，进一步开展系列公
益活动。 （毛琴霞）

常州交通技师学院：

汽车养护小课堂进公园

本报讯 全国物流职业教育教
学指导委员会《关于公布2017年度
物流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的通知》
近日公布，常州机电学院申报的成
果《校行企业融合，共建跨境电商
产教融合人才培养基地探索与实
践》《“中国制造 2025”背景下高职
物流管理专业复合型人才培养创新
与实践》分获一、二等奖。

本次评审活动共收到成果申报
材料 294 份，其中有效申报材料

266 份。最终评出一等奖 27 项、二等
奖53项、三等奖74项。

据了解，常州机电学院物流管理
专业成立于2003年，是学校首批重点
建设的专业。该专业在校企合作体制
机制、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
系建设、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专业教
学科研团队、社会服务能力建设等方
面均取得显著的建设成效。2013年，
该专业被教育部确立为物流管理专业
师资国家级培训基地。 （李琰芬）

常州机电学院：

物流教学成果全国获奖

本报讯 刘高职心理健康教育
委员会于日前成立。该校所有班级
增设心理委员，同时健全兼职心理
教师队伍，并对两者的职责进行了
明确。

据了解，心理健康教育委员会
将通过心理普查建立学生心理档
案；并架构个案咨询、朋辈咨询、电
话咨询等多样化咨询方式；同时开

展团体辅导、拓展训练；开好心理社团
和心理选修课；加强班主任队伍的专
业辅导，进行课题研究，理论和实践相
结合；倡导在家庭教育中延伸心理健
康教育功能。

成立大会上，常州市未成年人心
理指导中心首席咨询专家赵世俊老师
为现场师生做《让自己拥有人生所需
的关键能力》专题报告。 （马学果）

刘高职：

成立心理健康教育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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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荣誉：

焦溪小学

全国青少年国际数棋技能展
示活动特色学校

中国曲棍球后备人才推广校
江苏省实施素质教育先进单位
江苏省健康促进学校
江苏省少先队工作先进集体
江苏省课题研究先进集体。

焦溪小学由焦溪知名人士奚云
帆、奚叔平、徐浩怀、沈国文、徐一山
等于 1908 年创办，起初命名为“竞
仁学堂”,徐一山为首任校长，当时
有一个大班，初小四个年级，学生
60余人。

学校在发展的过程中，曾四移
校址、八易校名，培养出了一批优秀
人才：中科院院士著名科学家蔡旭、
江苏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兼农业生物
遗传研究所所长奚元龄、上海铁路
局高级工程师丁光宇、同年被清华

大学录取的陈超、是长吉。而在上世纪
六七十年代，该校还被列为武进县重点
学校之一。

2000 年 4 月，由于乡镇区域调整，
原三河口中心小学、焦溪中心小学合并
成立新的焦溪中心小学。在“科教兴
镇”的战略决策指导下，焦溪小学努力
改善办学条件，积极启动教育现代化工
程。

2011 年 5 月，学校易地新建，实施
整体搬迁，现学校占地 43000 平方米，
教学班24个，学生1033名。

四次易址八次更名 焦溪小学创办之初名为“竞仁学
堂”。竞仁，基本含义是有志有为、奋
发向上，仁心仁德、和谐共生。学校以
百年文化为积淀，把“竞仁”作为学校
校训，确立“以和为美 以爱为本”的
办学理念，既继承先人的优秀传统文
化精神，又赋予改革创新、“立德树人”
的时代要求。

科技乐园“玩”出精彩

一张六角形的棋盘，十枚0－9的
数字棋，一算一跳之间，锻炼了学生的
多种思维能力。如今，国际数棋，已经
成为焦溪小学的一张靓丽名片。

焦 溪 小 学 与 国 际 数 棋 结 缘 于
2007 年，连续两年获全国总冠军，
2010年至今，又蝉联省市区级各类竞
赛一等奖。颜建军老师被评为国家级

“金牌教练”，其指导的足迹遍布常武
地区大部分学校。

数棋课程普惠。学校利用自编校
本教材《国际数棋》，确立三年级为国
际数棋的普惠年级，每届三年级学生
都会在与国际数棋接触的一学年里，
感受六角形棋盘的魅力，学习移、邻、
单跨、跳跨等基本棋路，打开了对国际
数棋以及其它棋类的兴趣之门。

与课程有机融合。一个由国际
数棋辐射的课程体系已建成。创意
数字画、数棋饰品，充分发挥学生的
想象，给学生创造空间；数棋韵律操，
将数棋的特点、数学的精神与体育、
音乐融为一体；成语中的棋、棋语大
本营，则由数棋拓展到传统棋类，重
在积累与表达。

书香校园“读”出生机

窗外有人走过，无人抬头；整个教
室静悄悄。四五十个孩子，各自默读
着自己喜欢的书；讲台上，老师也埋首
书本之中。这是焦溪小学的校园里，
每天早晨都会出现的一幕——师生共
读。这是建设“书香校园”的焦溪小学
尝试的“到校即读课外书”的做法——
持续默读。

书香校园是学校的一大亮点，该

校从 2008 年起，提出了“营造书香校
园，关注生命成长”的校本课题，编有
校本教材《读吧写吧》，在全国新华书
店有售，“尚书网”“书香江苏”等多处
留下了师生读写的痕迹。2009年，该
校开展“课外童书阅读，提高小学生语
文素养”的研究，探索小学各阶段课外
童书阅读的目标与内容，构建与国本
语文课程相衔接配套的目标内容体
系，探索提升小学生语文素养的有效
途径与方法等。

2016年，该校又设计了“构建‘正
生态’阅读，打造书香校园”的项目，目
的在于能从儿童本位出发研究课外阅
读，在已有基础上探索儿童喜欢的阅
读方式路径、展示评价等，真正激起每
一个孩子阅读的兴趣，打造书香校园，
该项目获天宁区学校主动发展项目评
比一等奖。

如今的焦小学生，因为阅读，已经
爱上了学习，而班集体也成为了一个

温暖和谐的家园。

少先队里“动”出水平

德育工作从上世纪 80 年代末就
成为了焦溪小学的亮点。以文明行
为养成教育为重点，整合生命教育、
心理健康教育、文明礼仪教育、法制
教育、感恩教育、安全教育等，不断
优化和丰富德育内容，逐步形成了
具有本校特色的德育工作的目标内
容体系。

该校的少先队工作颇具特色：以
“培养和爱型学生十条基本素养”为导
向，加强红领巾监督岗的阵地建设，成
立雷锋号志愿者服务队，鼓励队员自
主教育、自主管理。通过竞选大队干
部、评选“十佳和爱少年”、推行落实

“光荣升旗手”、积极创建“和爱”型班
级等活动，着力培育有教养、有才能、
有个性的“和爱型”学生。学校连续九
年获得区团队基础建设“五星级单位”
称号，2017年获常州市少先队鼓号大
赛一等奖。

此外，学校还积极开发实施了
德育校本课程——和爱微课程，更
多地关注儿童，追求课程的特色化、
生 活 化、儿 童 化 ，注 意 课 程 的 新 颖
性、时尚性、趣味性，激发生命力。
依托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焦溪
的地方特色，学校还开设了《四季古
村行》课程。春天，追寻名人圣贤，
传承舜文化；夏天，尝遍农家美食，
开展研究性学习；秋天，畅游江南水
乡：逛老街，走老桥，看老井，探老
宅；冬天，探秘家乡民俗，亲近家乡
传统文化。

丰富的少先队活动也是德育的创
新模式之一。“生命教育活动”凸显“和
爱”办学理念，“八礼四仪”活动提升学
生文明素养，“我们的节日”活动引领
学生走近传统，班队主题活动彰显学
生个性特长。“向国旗敬礼”网络签名、
学生和爱小讲堂等一系列卓有成效的
活动深受学生喜爱。

三大特色打造和爱校园

本着“以和为美，以爱为本”的办
学理念，将“和”与“爱”的丰富内涵渗
透到学校每一项工作中，每个焦溪小
学的师生都在不断努力探索。在此
过程中，学校的管理品质得到提升，
教师得到发展，学生得到成长，校园

呈现“和谐”之美。如今，该校的品牌
课程的创生实施经验和校本研修基
本范式，在一定区域范围内辐射，而
该校也成为了老百姓们口口相传的

“家门口的好学校”。
尤佳

和爱文化滋养师生成长

本报讯 来自常州开放大学的消
息，截至 2018 年 3 月 30 日，各辖市

（区）社区培训学院下属的街道、社区
选课高达 1345 次，其中，钟楼选课
833次，武进281次，天宁134次。

据了解，“送教进社区”是常州开
放大学推动终身教育事业、构建学习
型城市社会职能的精品服务项目。该
项目自2011年实施以来，常州开放大

学在提升项目服务质量方面积极探索，
每年的选课逐年递增，极大丰富了社区
居民的学习生活。

为了更大程度地丰富社区教育课程
资源，常州开放大学每年开发 100 门社
区教育课程。目前，已累计开发包含文
化素养、教育辅导、现代生活、休闲娱乐、
职业技能等各个类型的 8 期共 700 门种
类多样、内涵丰富的社区教育面授课

程。这些课程向全市派发，居民根据自
己的学习意愿自行选择。

为了进一步提高送教服务水平，提
升社区居民学习满意率，常州开放大学
还专门组织创建了4个社区教育名师工
作室、两批共22个社区教育特色项目工
作室，带动 160 多位教师提升社区教育
的专业能力。目前名师工作室、特色项
目工作室的创建工作还在继续推进中。

今年，基于对历年居民学习需求的调
研，该校与常州市妇联合作，建立了常州
市社区家长学校总校，开设了50门家庭
教育类课程，受到市民热捧。此外，还将
常州市医学会等7家单位或组织作为常
州市社区教育实践基地，积极整合多个基
地的各类课程资源，扩充社区教育课程
库，促进常州市社区教育课程更加本土
化、特色化、专业化。 （尤佳 施苏苏）

常开大一季度“送教”1300余次

创新建课平台，精准送课服务

本报讯 “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
信明天。”伴随着激昂的高歌，常州旅
游商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2018 年毅
行活动于近日正式开始，800 余名 15
级学生意气风发，通过毅行来纪念自
己的十八岁。

活动现场，团市委张博赟副书记
代表共青团将 2018 年最新修订的宪
法，作为一份特殊的成人礼物赠送给
学生们，他希望通过赠送宪法，使同学
们自觉加强宪法等法律法规学习，增
强国家意识和法律思维，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贡献青春力量。

此次活动凝炼 4大关键词“奋斗、
责任、感恩、成长”，12 公里的毅行活
动中前往常州市新北区革命烈士纪念
碑，献上小白花，庄严宣誓，纪念、感恩
先辈人的付出；毅行过程还穿越了新
龙湖公园、高铁生态公园，体验了人与
自然和谐发展，切身感受到了美丽中
国、美丽常州的社会发展。 （王海燕）

常旅商:

毅行纪念
十八岁成人礼

近日，常州卫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教师和护理系的志愿者们来到常州市机关幼儿园，和小班的孩子们开展了一次别开
生面的活动。通过改编的洗手舞，志愿者们教会了小朋友们“七步洗手法”。 刘月娜/文 陈珞琳/摄

本报讯 4月2日，金坛区教育局
副局长陈金娣等一行赴陕西省安康市
宁陕县、石泉县开展了教育共建送教
活动，实地考察了两县十余所学校，就
如何落实教育合作项目进行了深入沟
通交流，达成了共识。

活动期间，金坛区华罗庚实验学
校教育集团校长吕水庚、西城实验小
学教育集团校长陈耀方分别以《文化
立校，打造师生共同的精神家园》和

《提升教育质量从语文学科开始》为主题
作了精彩的专题报告。参加培训的老师
纷纷表示，专家的讲座既有理论的高度，
又有实践的深度，对于引领当地课堂教

学改革，促进课程建设，提升教育质量，
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非常值得借鉴和
学习。”

据悉，2016 年 9 月，江苏和陕西两

省在西安签署了进一步加强教育协作和
经济合作《战略协议》。自 2017 年金坛
区与陕西省安康市宁陕县、石泉县结对
扶贫启动以来，两地教育部门主动作为，
及时建立协作机制，强化沟通对接，制定
了教育结对共建计划，双方将在校际交
流、名师联盟、人才交流、技能培训、就业
协作、捐资助学等方面深入合作，促进两
省三地在教师队伍建设、教学科研、学校
管理等方面共同发展。 （史群峰 汪强）

金坛区教育局：

与陕西两县结对共建

焦溪小学校园

焦溪小学鼓号队

焦溪小学数棋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