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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天宁区教育文体局
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动员会在二十四
中天宁分校召开。会议对教育、文体
系统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进行安排部
署，动员广大党员干部和员工，迅速投
入到活动中来，深刻剖析问题，全面解
放思想，大胆改革创新。

会上宣读了《活动实施方案》，提
出要高质量地完成六大任务,以“六
真”促“六变”：一是把握规律趋势，做

到真抓；二是找准差距短板，做到真
学；三是确立目标定位，做到真做；四
是优化思路举措，做到真查；五是解决
突出问题，做到真改；六是创新体制机
制，做到真干。

区教育文体局党委书记、局长任
洁指出，解放思想大讨论要突出聚焦
三个方面：一要解放思想认识再提高，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要更好地利
用这一历史契机，大胆实践，积极创

新，走出教育文体事业精彩跨越的新
路子；二要解放思想方式再提升，面对
新形势、新要求，必须坚持问题导向，
勤学习、重调研、深讨论，杜绝任何形
式主义，要进一步强化创新意识、强化
实干精神，以解决真问题为考核的唯
一标准；三要解放思想制度再完善，严
格会议、决策制度，完善保障机制，强
化精细管理、狠抓工作实效。

（杜明）

天宁区教文局解放思想大讨论

强化实干精神 推动教育、文体发展

近日，常州幼儿师范学校第十届
技能节接近尾声。全校 2700 多名学
生和 200 多名教师人人参与其中，做
到师生共同全面提升。

本届常州幼儿师范学校技能节共
设置 21 个比赛项目。项目结合职业
岗位能力、专业考证的要求，把理论考
核纳入竞赛项目，覆盖了学校所有专
业和绝大部分的专业核心课程。据了
解，常州幼儿师范技能节已持续开展
十年。技能节搭建了一个平台，让人
人参与、学生每人至少参与两个项目，

“以赛促学”“以赛促教”。
常州幼儿师范学校是我市公办高

职校，包括学前教育、旅游管理和数字
媒体艺术设计专业。该校坚持“合格+
特长”多渠道升学与就业模式，培养了
一批学前教育工作者和专业技能人才。

学前教育专业

五大特色方向班满足实
际岗位需求

常州幼儿师范学校学前教育专业
是江苏省品牌专业，已成为常州市幼
儿师资培养的摇篮，受到社会各界的
广泛认可。

随着社会对于幼师要求的提高，
常州幼儿师范学校师范专业部提出

“方向班”的概念。“方向”课程采用
“走出去—幼儿园跟岗”“请进来—专
家指导”“分散研习”和“集中研讨”相
结合的方式，培养现代学前教育幼教
工作者。目前，该专业已初步形成学
前音乐、美术、舞蹈、信息技术、体育
游戏等五大特色方向班，满足实际岗
位需求。

今年 1 月，该校与 15 家幼儿园签

订教学实践地协议。学生在校期间通过
见习日、实习周、实习月，充分参与教学
一线。据了解，该专业《五年制学前教育
专业“1346”实践教学体系的探究与实
践》荣获2017年常州市教学成果奖一等
奖。

数字媒体专业

“以赛促学”培养专业技
能人才

季风艳是该校电脑艺术设计专业的
四年级学生。从三年级开始参加技能大
赛，她先后获得了市级、省级的一等奖。

“参加技能竞赛于我来说，不仅仅是夺
得一个名次，更重要的是开阔了自己
的眼界。”刚进学校时，季风艳和很多同
学一样，并没有什么明确的目标。而在
一年级第一次接触了学校的技能大赛
后，她对自己的职业身涯规划慢慢清
晰。“每一次的备赛和参赛经历，让我越

来越不满足于现状，我希望能在专业上有
进一步的提升。”季风艳告诉记者，如今她
正在全力备战专转本考试，希望能进入自
己心仪的学校——南京晓庄学院。

作为江苏省特色专业，常州幼儿师
范的数字媒体专业自2004年招生以来，
受到学生、家长、社会的一致认可，学生
就业前景广泛，可在数字媒体、广告设
计、建筑装潢等行业就业，也有一些创办
了自己的个人工作室和网站设计公司。

以赛促学是该专业培养人才的重要方
式之一。通过校、市和省的各级各类技能
大赛，学生们的专业技能得到了锻炼。而
在备赛、参赛过程中，学生的综合素养也得
到了提升。2017年，该校的数字媒体艺术
设计专业4名学生代表常州市参加省职
业院校技能大赛艺术设计（环境）高职组
比赛，获得了一金三银的好成绩。

记者获悉，今年，常州幼儿师范学校
又增加了技能实践新场地——学校建设
的江苏省高水平示范性实训基地，将有

企业直接入驻学校，学生不出校门，就可
以参与学习实践。

旅游管理专业
大类专业学习提升就业

优势

近年来，大类招生几乎成为国内高
校招生的一种“主流模式”。而在常州幼
儿师范学校的旅游管理专业，坚持“大旅
游”教学是这一专业的传统。

“我们的学生在学习旅游管理专业
时，都需要学导游和酒店两个专业方
向。”该专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两个专业
的学习不论是在就业还是在学生自身提
升上，都是有益的。

朱燕婷是该校今年应届毕业生，现
在春秋国旅总部实习，主要负责旅游产
品的设计。朱燕婷告诉记者，自己在学
校读书时取得的全国导游证和英语导游
证，对她的职业生涯还是很有帮助的。

“特别是英语导游证，行业内持证的人也
不是很多，这样就有了一定的优势。”朱
燕婷表示，加上之后自己几年的工作经
历，就能顺利成为境外领队，而这也是她
的职业规划之一。

国家导游证对于旅游专业学生从
事导游行业是必不可少的证照之一。
记者了解到，常州幼儿师范学校旅游管
理专业从 2014 年起，导游资格考证通
过率四度蝉联常州市第一，2017 年通
过率为 100%。去年，该专业还首次尝
试英语导游证考试，通过率为 67.7%。

在酒店管理学习中，学校同样利用
考证为抓手，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除
了之前的酒店管理专业技能证外，下学
期，学校将对学生进行茶艺培训，并进行
茶艺师证考核。 尤佳

常州幼儿师范学校：

“合格+特长”培养发展型专业人才 本报讯 6月5日，非遗文化校
园行暨非遗学堂启动仪式，在湖塘
二实小举行。

“非遗文化校园行”活动由常
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促进会、常州
市美术家协会等单位主办，旨在让
常州各校学生在感知、体验中了解
本地的历史文化，激发爱国爱家乡
的热情。启动仪式上，常州的非遗
大师及传统美术名家悉数出席。
包括金坛刻纸传承人杨兆群、留青
竹刻传承人王志伟、乱针绣传承人
孙燕云、梳篦大师邢粮等。

据了解，“非遗文化校园行”
活动将以非遗学堂的形式，在常
州各校开设学生喜爱并易学的非
遗手工技艺课程，如梳篦绘画、留
青竹刻、金坛刻纸、绘瓷、彩绘等，
由传承人现场教授，学生在亲自
动手中，体验项目制作过程，初步
掌握技艺。同时，将邀请我市代

表性传承人进校园，现场展示非遗
技艺，使学生在观看中了解非遗技
艺的精湛，在与传承人的交流中体
会制作的不易。

“首先要让大家熟悉非遗，了解非
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留青竹刻
江苏省代表性传承人王志伟认为，“非
遗进校园”能拓宽普及面，在孩子们心
中播下非遗的种子，“很可能，他们就
是未来的传承人。” （陶新峰）

“非遗”传承进校园

让文化遗产“活”起来

今天，学子奔赴考场，校长、老师、家长祝福声中也有更多寄语——

人生的战场不只是考场
又是一年高考季，我们都有一

个共同的心愿，那就是：祝努力有所
回报，祝考生金榜题名！这，同样也
是校长们、老师们和家长们的心愿。

踏进考场的学子，不要怕，有支
持你们的老师和爸爸妈妈，努力拼

搏过的人生，大可跨步向前！我们希
望你们能争分夺秒，考出自己的精彩！

同时，我们也想说：高考很快就会
过去，但人生的道路仍将继续，经历高
考，只是让你的人生更加丰富！

考试固然重要，但未来的每一天更

重要，无论何时何地，天下所有爸爸妈妈对
孩子的要求只有一个：那就是健康快乐！

余生漫长，愿你所做一切皆是梦想
最初的模样。

祝福学子们！
整理 尤佳 陶新峰

高考是一种丰收，它包蕴着太多的
内涵。无论高考成绩如何，你的成长与
成熟是任何人无法改变的事实，这三年
的辛勤走过，你获得的太多太多。

愿所有的考生都能以平常的心态
参加高考，发挥自己的水平，考上理想
的学校。平常心就像这三个字，是“平
常有的心”，是“平常的心情”。要坚信
自己通过三年的学习，特别是本学期的
总复习，已经较好地掌握了高中的知

识。天道酬勤，我们往日苦读的汗水一
定会换来高考的成功！我们尽管放下
包袱，轻装上阵。要反复地积极地暗示
自己：我有实力，我能成功！我有实力，
我能成功！

虽然升学对人生来说是一次施展才
智，接受考验的机会，但并不是唯一的机
会。古语道“天生我材必有用”“三百六
十行，行行出状元”。当今社会给人们提
供了越来越多的成才机会，我们大可不

必再把命运的赌注全部压在高考上。说
到底高考还是一场考试，考试对于我们
同学来说，是再熟悉不过、再平常不过
了，它不值得我们大惊小怪的，我们要从
战略的角度上藐视考试。

平常心对待高考，你是最棒的。学
校相信你们，老师相信你们，家长相信你
们。成功一定属于勇于拼搏、善于拼搏
的人。预祝同学们旗开得胜，马到成
功！我真心地祝福你们。

小学初中，积九年的刻苦，让你们
跨过一大批的同行者，拼进高中校的大
门。

三年，头悬梁，埋首苦读，才有今天
的你们：灿烂着自信的笑脸，自信而踌躇
满志；奋发而满腹经纶，阳光而轻松自
定，你们已拥有拼搏的实力和勇气。

今年，我们看到了希望，一次次模拟
考试，你们一次次地击败一批批的高手，
一个个高分“神人”涌现，士气越发高涨，
我们师生信心百倍。

今年的省武高，我们全体师生“改
写”校名，一出口，就是“神武高”。我们
相信我们得神助，我们欲高飞，我们在高
歌，我们在猛进，我们盛装出席属于我们
的一场炫目的节日——江苏高考。

江苏高考，一场世上宏大的知识搏
击沙场，十二年的准备，坚信付出定有回
报，我们已操练、演习得驾轻就熟，我们
早已准备好。

养兵千日，今天的你们，冲进这场青
春中盛大又酣畅的战场，我们师生一起

为自己呐喊，我们激情洋溢，冲锋着呼
啸。看，你们搏得天地为之惊动，拼得众
人为之喝彩、叫好。

相信，经过江苏高考——最残酷“战
争”的洗礼，在今后的人生中，磨难与高
考相比，什么都将是浮云，任何坎坷都谈
不上苦难，任何场合再也不会怯场，任何
事业的开创再不会畏首缩尾，你们的人
生再没有缺憾。

一起为省武高及所有的高三考生们
祝福：有神助，你们考得一路顺畅。

亲爱的孩子们：
时光飞逝，一转眼作为千禧宝宝的

你们已经十八岁，即将迎战高考——这
人生最关键最有价值的时刻。看到你们
每天打拼书海，来去匆匆的身影，我们很
心疼；看到你们的每次进步，我们替你们
高兴；十二年的寒窗苦读，我们与你们一
起分享着你们成长的快乐与忧愁。

不要质疑你们的付出，这些都是你

们人生中的一种积累，一种沉淀，它会默
默铺路，只为让你们成为更优秀的人！

高考是一个实现人生的省力杠杆，
此时是你撬动它的最佳时机，并且以后
你的人生会呈弧线、一分耕耘，一分收
获，上苍从来不会忘记努力学习的人!
尽量去考，因为天道酬勤。大胆去考，
没必要杞人忧天患得患失，天生我才必
有用!假如有些紧张，就告诉自己：“紧

张”实际上也是一种兴奋，也有利于发
挥。适当的紧张是正常的和必要的。
考完一门忘一门，让自己尽量好好休
息。努力了，就无怨无悔，相信自己！
你们是最棒的，相信六月里你们是笑的
最美丽的，我们会永远支持你们！是你
们坚强的后盾！都会为你们祈祷、祝
福，愿你们高考考出理想的成绩，进入
向往的大学。

校长说：平常心对待高考，你是最棒的 常州市第五中学校长 杨尧中

老师说：愿你们的考试如有神助 武进高级中学老师 李丽

家长说：这是一封有爱的祝福信 市一中高三（13）班家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