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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常州艺术高等职业学校有这样
一名女生，她在四年的学习中，积极参
加各级各类比赛，获得过全国登峰杯
设计大赛一等奖、两次“容易杯”布包创
意设计大赛金奖、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三等奖、侨裕杯户外用品创意设计大赛
铜奖⋯⋯在校期间，每年都是学校一等
奖学金的获得者，近日，在学校与英国
摄政大学的中英服装设计交流活动中，
她以独特的设计理念和过硬的专业技
能被英国服装设计大咖赏识，当场表示
愿意做她导师，在英国给她提供更广阔
的学习平台，这个幸运的女孩就是该校
14级服装专业的徐子琪。

全国布包创意设计，《暗
杀粉色》再摘金奖

“容易杯”全国布包创意设计大赛是
由苏州大学主办，已连续举办两届，每年
都吸引了来自武汉纺织大学、四川大学
等全国各地 20 多所院校的学子们同台
竞技。5 月 25 日，第二届“容易杯”全国
布包创意设计大赛在苏州大学举行。在
近 500 幅作品中，经过初选，共有 34 份
作品入围决赛。经过实物和动态展示，
从作品视觉设计、系列感、还原效果和设
计完整性四个方面评选，来自常州艺术
高等职业学校的徐子琪携作品《暗杀粉
色》最终脱颖而出，获得唯一金奖。由于
所有作品来源都是屏蔽的，当评委得知
本次金奖获得者是上届的冠军时，都伸
出大拇指说，能连续获得两届金牌真不
容易！

金 奖 背 后 是 徐 子 琪 长 期 注 重 积
累。一张照片、一段旋律、一本书都

是她灵感的来源。她投入，专注。有
一段时间，因为长时间的制版和操作
缝纫机，导致她膝关节受损，产生积
液，但她强忍着疼痛，做完最终的设
计案例。

“印花之王”：我非常愿意
做这个学生的导师

英国摄政大学服装系主任马克·艾
利，被誉为全球时装界的“印花之王”，在
5 月底来校访学交流期间，非常惊异于
徐子琪的设计，认为她的设计既有创意，
又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与摄政大学同
层次的学生相比，徐子琪的设计要优秀
得多，是一位有才华和潜质的设计新
秀。马克·艾利教授表示，非常愿意做她
的导师！希望她完成常高艺的学业后到

英国摄政大学进一步深造，他要为她争
取最优等的奖学金。

徐子琪平时酷爱读书，各类书籍都
会涉猎，她善于从书中提炼出自己的关
键词和设计细节，运用思维导图，然后生
成鲜活的设计案例。她说，设计最关键
的是要有美感，要有人文情怀。美，是一
种看不见的竞争力，设计要能唤起每个
人心灵深处最温润的原始知觉，这样，设
计才有灵性⋯⋯

学生：艺术养料、成长空
间从何而来

该校高慰校长表示，学生的发展离
不开环境的熏陶和孕育。学校以“美”为
核心的校园文化和浓厚的艺术氛围，吸
引了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上海
同济大学等国内外一批又一批专家学者
来校参观讲学，为学生带来当今最前沿
的学术动态、最流行的艺术表现手法和
最新的发展趋势，为文化艺术人才培养
提供最新鲜的艺术养料。一些文化创
意企业、影视文化企业、教育培训机构
等主动要求与学校合作，为学生的成长
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校企工作
室的建立与技能大赛的不间断促进，让
学 生 们 的 创 新 意 识 和 创 造 力 不 断 迸
发。多种形式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大师
进校园、艺术设计国际班等平台的创
建，拓宽了学生的国际化视野，推进了
学校的国际化步伐。

目前，徐子琪已成为学校服装工作
室的一位助教，并积极准备为出国深造
打实基础。

汤先红 张经亮 王芳

这个女孩不简单
英国摄政大学教授钦点收徒 本报讯 近日，中国认证认可

协会在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举行
教育考试培训基地授牌仪式。该仪
式标志着致力于认证认可、检验检
测人才培养的全国性培训基地正式
落户常州。

依据中国认证认可协会、常州
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双方签署的合作
协议，该基地将实施认证认可从业
人员继续教育、新认证培训项目从
业人员培训、认证认可人员机考、新
认证培训项目研发以及执业人员服
务项目的考试，并协同开展认证认

可学科体系建设、人才培养体系建设、
科学评价体系建设等工作，为国内认
证认可行业协同培养认证认可人才。

据介绍，中国认证认可协会是由
认证认可行业的认可机构、认证机构、
认证培训机构、认证咨询机构、实验
室、检测机构和部分获得认证的组织
等单位会员和个人会员组成的非营利
性、全国性的行业组织，主要从事认证
人员注册、培训开发、会员服务、自律
监管、技术标准和开展国内外认证认
可业务交流合作等。

（熊威 沈琳）

中国认证认可协会
培训基地落户工程学院

“欢迎大家来到常州博物馆参观，
我是志愿者讲解员殷丹。现在我们进
入的是我馆大型基本陈列《龙腾中吴
——常州历史文化陈列》，让我们在这
里一起感受古老常州的神秘魅力。”在
一个普通的周末，来自常州卫生高职
校的英语教师殷丹再次来到常州市博
物馆，接待来自四面八方的观众。婉
转悠扬的音调、清晰流畅的介绍、深入
浅出的解说，收获了观众的热情掌声。

和大家印象里洋气的英语老师不
大一样，殷丹对中国传统文化更情有
独钟。喜欢汉服、越剧、古诗词，这也
是她读研时毫不犹豫选择比较文学的
原因之一。英语像一件工具，打开了
她认识另一个世界的大门，而当她见
识到越多，就越意识到母语和本国文
化的重要性。在寻根之旅中，没有哪
里比博物馆更权威、更全面，所以无论
来到哪个城市，她最想去的地方必定
是博物馆。去的次数多了，就不再想
当一个过客，想更深入地参与到博物
馆中，于是，从去年 4 月起，她终于鼓

足勇气报名参加常博志愿者。
每学期要承担六、七个班级的教

学，还要参加各类教学竞赛等，殷丹只
能利用每天工作之余的碎片时间，努
力背下近万字的讲解稿。光是背诵不
能满足讲解志愿者的要求，她就利用
周末时间去馆内对照展品、一遍遍磨
稿。最终，她通过考核和实习试讲，从
去年暑假起，成为常州博物馆的志愿
讲解者，为观众提供讲解服务。

讲解并不是照本宣读。殷丹希望
自己能尽量用简单易懂的语言去解释
冰冷的文物。因此，讲解中，殷丹加入
了很多自己的小技巧——多用口头化
的语言，多加有趣的小故事，讲解时多
用设问句，提出问题抛给观众，让他们
也参与到讲解中，尤其是当时答错的
问题，更能加深他们的印象，这样到博
物馆才更有收获。“看到观众们满意的
微笑，甚至表示以后他们也要来当志
愿者，这就是对我最大的赞扬。”

当然，讲解中也会遇到尴尬。没
注意说错一个词被细心的观众纠正；

因为一个说法被较真的观众叫到一边
去探讨；因为准备不充分，被观众问得
答不上来⋯⋯这一切都督促她要更严
谨，更细心，就像她所从事的教育事业
一样，不能有半点差错。如今的殷丹，
对于文物讲解已经游刃有余，甚至还
参加了《丝路遗珍——甘肃丝绸之路
文物特展》等三次临时展览的讲解。

因为对传统文化的喜爱，课余
时 间 ，她 组织学校学生去参观博物
馆，为校史展览馆的小讲解员们做示
范讲解，让学生们感悟历史，热爱家
乡；教学过程中，她也常常会将在博
物馆讲解的内容翻译成英文与学生
分享，制作与博物馆相关的微课，时
刻不忘展现中西文化的融合，培养学
生的人文素养。

“只要有心，就能找到自己的岗
位。”这是殷老师常说的一句话。而
她也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志愿者“奉
献、友爱、互助、进步”的精神，更诠释
了一个教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精
神境界。 朱晴 尤佳

“有心，就能找到自己的岗位”

常州市光华学校以“甜”为主题，
结合学生的生活实际，近日开展了各
种活动。一年级老师做起了“数字甜
甜圈”、让小朋友认认、读读、说说；二
年级、八年级恰逢同学生日，生日趴

嗨起来！三年级“水果冷餐会”让大
家再一次认识了各种水果，也学会分
享；四年级、六年级合作自己动手制
作“千层水果杯”和“三明治”；五年级
的“牛奶西米芒果”让大家口水流的

滴滴答；最有特色的是七年级的“自
助餐”：领餐券、取餐、用餐一整套流
程下来，下次去吃自助餐再也不怕不
怕啦。

李惠宁 文/摄

光华学子：甜甜圈里嗨起来

本报讯 6 月 2 日-3 日，由教育
部牵头，三十多个部委共同主办的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电梯维修保
养赛项在我市职业教育集团燕山校
区举行。

本次电梯国赛是历年来专业设备
最多、参赛队伍最多的一次。来自全
国 30 多个地区的 69 支参赛队伍的选
手参加了此次比赛。

溧阳职教集团学生魏鲁龙、陈程
组成的代表队顶住压力、沉着应战，获
团体一等奖第一名，指导老师陶旭、葛
志炎获“全国优秀指导老师”称号。

据了解，此次是溧阳职教集团电
梯专业师生继今年省赛获得1金1银1
铜的荣誉后，再次获得全国大赛金牌的
荣誉。据悉，获得一、二等奖选手将免
试被保送本科院校深造。 （袁来军）

溧阳职教集团：

电梯专业
再获国赛金牌

本报讯“投我以木瓜，报之以
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日
前，在全场琅琅吟诵声中，百草园小
学三年级“铭记成长之礼”开始了。

整场成长礼的每一个步骤都仿
效古代的文化礼仪，庄重而典雅。古
人有云：“先正衣冠，后明事理”，当古
朴悠扬的汉乐响起，孩子们和家长跟
着司仪整理衣冠，再给孩子梳头，父

母们把深深的祝福都梳进孩子们的头
发中。最后孩子们向父母行三次揖礼，
感谢父母生育养育和教导之恩。

活动前，学校还组织家长和孩子
们一起制作了具有纪念意义的“成长
册”，当孩子们看到爸爸妈妈保存得他
的第一幅画、第一个玩具、第一个手印
⋯⋯惊叹之余感动之情油然而生。

（章丽红 文/摄）

百草园小学

成长礼中明理感恩

本报讯 6月4日，台湾知名教育
家余宗玲女士母校图书捐赠仪式在觅
渡教育集团觅渡校区举行。

本次共捐赠图书5226册，涉及人
文科学类，文学，哲学类，历史地理类
等。按低中高年级采购，满足不同年
级学生的阅读需求。

据了解，捐赠图书款项来源于
“闵侠卿老师奖学纪念金”。该奖学
金是余宗玲女士为缅怀其在城西女
校（1994 年并入觅小）就读期间的恩
师闵侠卿所设。1991 年，余宗玲以
闵侠卿名义捐赠人民币一万元，设立

“闵侠卿老师奖学纪念金”。此后，她
又多次续赠奖学金。截至 2018 年 5
月 ，奖 学 金 本 息 总 金 额 为 人 民 币
130063.96 元。

该奖学金秉承“弘扬尊师重教
精神，激励学生好学上进”的宗旨，
历年来共奖励了近千名品学兼优学
生。近日，原常州市华英文教基金
会总干事恽正平先生表达了 106 岁
的余宗玲女士心愿：将所有奖学金
购置图书，传承中华优秀文化，普惠
觅渡莘莘学子。

（觅渡宣）

台湾教育家余宗玲
向母校觅小捐赠图书

本报讯 6月5日晚，常州老年
大学合唱团在“心有力量、歌声响亮”
第二届江苏省合唱大赛决赛中一举
夺冠，荣获“牡丹金奖”，实现常州老
年教育领域的历史性突破，这也是我
市老年合唱团在省内的最高荣誉。

据悉，今年是常州老年大学合

唱团成立 20 周年，队员平均年龄 65
周岁，最高龄团员已经81周岁。本次
大赛全省共有 100 多支合唱团参赛，
常州老年大学合唱团在三位年轻教师
的带领下，突破重围，一路高歌至最高
领奖台，并将代表江苏省北上京城，参
加全国比赛。 （孔云慧 王芳）

省合唱比赛

常州老年大学合唱团获金奖

本报讯 6 月 2 日下午，半山书
局与常州公开课携手力邀北京大学
心理学系教授、《最强大脑》科学评
审魏坤琳莅临常州，开讲《给孩子的
未来脑计划》。被网友称为“叨叨
魏”的魏坤琳，与现场500余名观众
聊起脑科学、家庭教育，共同探讨科
学育儿。

魏坤琳说，新生宝宝的脑重只
是成年人的 25%，之后疾速发展，3
岁时就达到成年人的 85%，6 岁时
是 95%。所以 0~6 岁是孩子大脑
飞速发育的时期，这个时期的教育，
会对孩子产生长远的影响。而对于
这个阶段的孩子来说，父母几乎是
他们的全部，起到至关重要的作
用。如果父母可以在脑科学、认知
科学、发展心理学、教育学等科学的
基础上真正做到科学养育，孩子的
生命会更加精彩。

基于“面向未来、科学养育”的
理念，魏坤琳的团队提出“未来脑计
划”的五脑框架：智力脑、情绪脑、语
言脑、运动脑、创意脑。其中分别涉
及智力、注意力、记忆力、情绪、社交
能力、阅读、语言能力、创造力等等

对未来至关重要的软实力。
虽然“未来脑计划”设计了五脑体

系，但人的大脑是一个整体网络，大脑
各方面的发展是环环相扣、彼此影响
的。如果只专注大脑某一个方面的发
展，而忽略了其他方面，对孩子来说并
不是一件好事情。这就要求家长们在
做早期教育规划的时候，要帮助孩子
均衡和全面发展。

说起家庭育儿，往往存在一个常
见的问题，妈妈承担了教育的大部分
工作，而爸爸的参与度普遍不高。

怎样让爸爸成为育儿的好伙伴
呢？魏坤琳给出了三个建议：“第一，
要让爸爸带娃，男性对于运动、冒险具
有强烈的兴趣，利于养成孩子对运动
的兴趣，同时学会与人打交道，学会合
作学会竞争。第二，给爸爸成长的时
间。既然爸爸角色进入需要时间，那
么就不要期望他一开始就什么都会，
少点吐槽，多些信任。第三，给爸爸清
晰、具体的指令。当需要爸爸帮忙时，
不要笼统告诉他去做什么，而是给他
清晰的要求和步骤，比如换尿布、冲奶
粉要怎么做。必要时给他做示范。”

(徐梦霞/文 半山/摄)

常州公开课第82讲

给孩子面向未来的教育

更多教育资讯
扫描“常州第一升学”微信

徐子琪（左三）和马克·艾利（左一） 徐子琪获金奖作品《暗杀粉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