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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张白面皮在我们的手心中
展开，加馅、捏拢，别看这操作简单，
可也是门技术活呢，馅料放少了不
好吃，放多了包不下，面皮不但要捏

上而且要美观，包馄饨看起来容易做
起来可真难。在老师和食堂叔叔阿姨
地指导下，我们花了不少时间才学
会。看！我们包的馄饨样子五花八
门，有圆的，有方的，有长的。只有心
灵手巧的瑶瑶包的馄饨像一个个元宝
似的，连老师见了也赞不绝口。

漕桥小学三（4）班 朱可欣
指导老师 吴红亚

我学会了
包馄饨

指间“拿捏”轻重 舌尖品味劳动
漕桥小学小记者主题活动

近期，漕桥小学开展了“小馄饨，大乐趣”常州晚报小记者们主题体验活动。小记者们自己动手学包馄饨，感受美食制作的乐趣；小记者们品尝劳动成果，体会着成功的喜悦。

我们先看老师示范，只见老师
先拿起一张不规则四边形皮子铺在
手心上，接着用勺子灵活地把青菜
肉馅放到皮子中心，然后从皮子的

“小头方”朝“大头方”慢慢卷起，再
用手在皮子两端蘸上水捏在一起，

最后把皮子两端叠在一起用力捏紧，
一个漂亮的馄饨就呈现在我们眼前
了。原以为包馄饨很简单，可自己包
时才发现包馄饨很不是那么简单。
那馅儿一点都不听使唤，不愿在皮子
里老实地待着。好不容易成功了，可
馄饨的模样儿千奇百怪：有的像五角
星，有的像正方形，还有的包了一个
圆形⋯⋯

漕桥小学四（4）班 王钧一
指导老师 周俊吾

小馄饨
大乐趣

开始包馄饨了，我先拿起一张
馄饨皮，平铺在手心，用勺子舀了一
勺肉馅，感觉少了，又再加了一点，
看看同桌其他同学的馅料，好像自
己的又多了，就又拿掉了一点，当时
就是心里没谱。为了打破这个僵

局，我只好东张西望看看其他桌的同
学们。哇！有个同学包得太熟练了
吧！只见她舀一勺肉馅，放在皮的中
间，迅速把皮一卷，再用水在皮子两边
一碰，再一捏一卷，一个小巧玲珑的馄
饨就包好了。我不禁向她投去羡慕的
目光。再看看自己包的馄饨，只觉得
惨不忍睹！

漕桥小学六（3）班 吴彦妮
指导老师 孙凤霞

难包的馄饨

我们披上围裙，带着护袖就迫
不及待地开始动手了。首先拿起一
块皮，皮软软的，薄薄的，我放了满
满一勺馅，沿着边缘卷了两次，一圈
涂上水，向上一卷就完成了。哎
呀！一不小心卷反了，它就像一个

衣服穿反的孩子，令人哭笑不得。
继续包，这次没包反，但是馅放多
了，皮撑破了，它就像一个撑破肚皮
的胖娃娃。

我 改 变 策 略 ，馅 放 少 一 点 ，
包 好 了 又 像 一 个 骨 瘦 如 柴 的 小
姑娘⋯⋯失败乃成功之母，经过不
懈努力，终于包出了漂亮而又饱满
的“胖娃娃”。

漕桥小学五（2）班 王淼
指导老师 吕洁

饱满的
“胖娃娃”

馄饨包好了，厨房的工作人
员 将 那 十 几 屉“ 人 模 鬼 样 ”的 馄
饨端走，把它们一个个都“赶”下
了锅。

我们回到自己的桌子上拿出早
已准备好的婉和勺，准备大吃一
顿。一屉馄饨出锅了，同学们争着

上去要品尝自己的劳动成果。老师
让我们排好队，一个一个来，我们每
人5个，吃完了再去盛。

我一看我们包的馄饨，还算有
模有样的，一口咬下去，“嗯呢！味
道不错！”我们自己包的馄饨成功
了！平时在家只喜欢吃皮子的我，
今天我一下子连皮和馅一起吃了 5
个下去！

漕桥小学五（1）班 岳子轩
指导老师 宋益斌

品尝劳动成果我们洗完手，穿上围裙，开始包
馄饨啦！老师先来教我们怎么包。

“先这样，再这样⋯⋯”还没听完，我
们就自以为学会了。我首先拿起馄
饨皮把宽的一头朝前面，窄的朝后
面，学着老师的样子包起来，但完全
是个四不像。大家个个手忙脚乱，但
都不得其法。老师又一个个手把手
地演示了一遍过程。

终于学会啦！我们按步骤将皮放
好，接着把肉馅用勺子弄到馄饨皮窄的
那头，之后从窄的那头往宽的那头卷两
圈，最后用水把它们粘起来用力捏紧，
再一翻，一个既好看又好吃的馄饨就做
好了。

包的过程中，老师还告诉我们水
不能放太多，不然会有好几个粘在一
起；馅也不能放太多，不然在煮的时候
会掉出来⋯⋯原来包馄饨有这么多讲
究呐！

漕桥小学四（2）班 鲜橙多
指导老师 袁柯

美味的馄饨

一切准备就绪，我们就开始包馄饨
了。我先拿了一张馄饨的皮，把它放在
左手手心上，小的那头朝上，大的那头朝
下，再用勺子舀了一点馅放在馄饨皮上，
可是馄饨的馅太不听话了，本来我是想
把它放在馄饨皮中间的，可是，它不是向

上就是向下，不是往左就是往右，总之就
是不听话。我好不容易把馅弄到了中
间，我对折，再对折，再对折，再轻轻一
翻，用力一捏，一个小巧玲珑的馄饨就包
好了。经过不断摸索、不断实践，我包的
馄饨越来越大小均一、形态一致。看着
面前整整齐齐的一队“小天鹅”，我心里
有种说不出的高兴。

漕桥小学四（1）班 杭婧茹
指导老师 吴春亚

“小天鹅”

我很快把所有馄饨都下到锅里后，老
师一边用漏勺从锅底轻轻搅动馄饨，一边
告诉我：“馄饨一下锅就要轻轻搅动，否则
就会粘锅的。”只见这些小可爱随着漏勺
搅动的节奏，在锅里跳起了水上芭蕾。很

快，水沸腾了，老师往锅里浇了些冷水，
说：“一直让它沸腾的话，会把馄饨颠破
的。”慢慢地，锅中间也沸腾了，我也学着
老师的样子，往中间浇了些冷水。这样反
复了几次，小精灵们也随着节奏，一会儿
浮出水面，一会儿钻入水底。直到所有小
精灵都浮出水面，皮子变透明了，里面的
菜和肉都能看清了，老师说可以出锅了。

漕桥小学五（4）班 李思
指导老师 金云霞

我学会了
煮馄饨

大家都开始包馄饨喽！你看杭
子懿那娴熟的动作，一会儿压一下，
一会儿又捏一下，最后蘸点水，轻轻
一挤，一个可爱又漂亮的馄饨就包
好了。再看看虞承斌，他的小手轻
轻一捏，馅儿就从皮里掉出来，好不
容易把馅儿塞回去，一捏，结果整张

皮都破了；我的饺子看起来瘪瘪的，
好像几天没吃饭；顾可欣倒很饱满，
但是好多的皮都破了⋯⋯大家一致
公认，杭子懿的馄饨最漂亮，像一个
个小月芽。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实践，桌
上的馄饨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像样
了，有的几乎能与老师的媲美了，果
真见证了“熟能生巧”的道理。

漕桥小学六（4）班 蒋佳欣
指导老师 黄晓芬

熟能生巧

我拿起皮儿，摊在手心，夹上一
团肉馅儿，对折一捏。可谁料到那
馅儿偏和我作对，像顽皮的猴子直
往外钻。我不灰心，重新摊开，夹去
一些馅儿，小心翼翼地卷起来。可
没想到刚一捏，淘气的肉馅又被挤

了出来。我就不相信对付不了这么
一个小东西，于是又摊开皮子，一
次，两次⋯⋯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个
馄饨终于包好了。哈，简直就是个
营养不良的丑八怪。

尽管如此，我仍高兴地举起我
的“杰作”，兴奋地说：“看，这是我包
的馄饨耶！”

漕桥小学六（2）班 李昆峰
指导老师 曾兰兰

我的“杰作”

馄饨下锅了，一个个馄饨浮在水面
上，像小精灵一样上下翻滚。它们跳起了
舞，发出了欢快的乐声。一锅馄饨端上了
桌，我立马跑过去盛了几个。啊！真香！

真美味！尝着自己亲手做的馄饨，真是有
一种特别的味道。我吃了一个又一个，很
快就吃完了，仍然意犹未尽，又来回了三
次，吃到打嗝也不想停下来。同学们看着
我吃得满头大汗，不禁哈哈大笑。

漕桥小学四（3）班 陆凌
指导老师 王小燕

美味不停嘴

本报讯 近日，常州市朝阳中学八
年级师生和云南芒市民族中学的游学师
生们齐聚学校小剧场，开展了以“聆听心
灵的歌唱”为主题的阅读分享活动。

活动中，全场师生一起走进红色
诗歌，接受心灵的洗礼。《沁园春·长
沙》告诉青年要要敢于担负天下重
任；《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诉说

了有国才有家，有家才有现在的幸
福生活；《七律长征》表明了苦难从
来压垮不了骄傲的中国人，因为中
国人拥有不怕牺牲敢于胜利的长征
精神。八年级 7 个班级学生都结合
自己的体悟，通过阅读，分享了对祖
国母亲的热爱和对创造祖国美好未
来的期待。 （颜璐）

朝阳中学：

阅读分享“聆听心灵的歌唱”

日前，由省教育厅组织，省教育科
学研究院职业教育与终身教育研究
所进行遴选的“2019 年江苏省职业
院校文化建设拟优秀案例”名单公
示，常州刘国钧高等职业技术学校位
列其中。据悉，全省共有 6 所中职校
入选，刘高职为全市唯一一所入选学
校。这也是该校继获得省职业院校

“教学管理 30 强”“学生管理 30 强”
和“全国职业院校教学管理 50 强”
后，又一次在校园文化建设方面获得
省级以上荣誉。

校园文化作为学校办学精神与环
境氛围的集中体现，对全校师生有着
深远影响。刘国钧高职校在 30 年发
展中，逐渐形成了以“创造幸运”为核
心文化理念的校园文化体系，“为学生
创造价值，为教师创造机会，为社会创
造效益”，对凝心聚力，展现学校形象、
推动学校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为学生创造价值
给予学生发挥其能力的

教育

经济管理系四年级学生李婧雨正
在为今年的省职校校园电视台主持
人大赛做准备。这已是她第三次参
赛，前两次均获得了“十佳金话筒”的
最高荣誉。“我从小就喜欢文艺，学校
给了我更大的舞台，来展现自己的特
长。”李婧雨表示，自进入刘高职以
来，学校的各类活动和社团，让她挖
掘了自己的潜能，在不断挑战自我中，
收获成长。

该校相关负责人表示，“为学生创
造价值”，就是给予每个能力各异的学
生获得他所需要的、能充分发展其能
力的教育。“学生的知识积累和技能练
就是学校赋予学生的一般价值，综合
素质与职业素养为增加值，创新创
业智慧为附加值，我们的最终目标
就 是 给 予 更 多 的 学 生 更 高 的 附 加
值 。”学 校 充 分 挖 掘 学 生 的 发 展 优
势，实施“优才培养计划”，从管理和
技能两个层面着手，不断赋予学生
发展动力，积极提升学生面对未来的
信心和实力。

今年刚刚毕业的学生司剑辉就是
刘高职培养出的“高附加值”学生代表
之一。在 2017 年的全国职业技能大
赛中，他获得了工业机器人赛项中职

组一等奖的好成绩。而最初，司剑辉只
是数控维修竞赛队的一名替补选手，老
师看到了他对工业机器人的热情和天
赋，把他调整了这一参赛项目。“因为老
师的引导，我也对工业机器人越来越着
迷，现在，我已经在相关企业就职，打算
朝这一方向继续深造。”

为教师创造机会
提高教师工作和生活幸

福指数

“我的教师职业生涯转折点，可能就
是参加了第一届省中职班主任基本功大
赛。”信息（物联网）工程系的语文教师金
月昌原本是一位高中教师，2009年进入
刘高职担任基础课教师。2014年，当时
已过 40 岁的他，在学校的推荐下，参加
了首届省中职班主任基本功大赛，并荣
获省二等奖。“这次比赛给我的收获，不
是获得了荣誉，而是改变了我的教学理
念。”金月昌表示，因为普高老师出身，他
最初认为，给予学生的“知识关怀”很重
要，“但是我发现，越是抓得紧，学生越抵
触。”因此，他改变了管理育人方式，利用
语文学科的特点，重点关注学生的内心
成长，给予他们更多的“精神关怀”。“我
希望学生们能在学校扎扎实实学到一些
东西，更希望他们的生命状态能更好。”
带着这一殷切的期盼，金月昌在德育教

育的研究道路上越走越远：首届全国中
职班主任基本功竞赛一等奖、省第四批
江苏省名师工作室领衔人、常州市首批
特级班主任⋯⋯在他的带领下，一批批
优秀班主任也迅速成长。“作为一名教
师，特别是一名班主任，我希望能因为我
的存在，让学生感到幸运，也让我的同事
感到幸运。”

为教师创造机会，近年来，刘高职积
极为教师提供专业成长平台，张扬教师
个性特色，提高教师工作和生活幸福指

数。在学校的激励、倡导和带动下，该校
一支师德高尚、素质优良、技艺精湛的高
水平职教名师队伍正逐步形成。

为社会创造效益
让“创造幸运”延伸至“围

墙之外”

服务区域地方经济发展，实施社会
服务，是职业学校的重要职能之一，也是
职业学校扩大社会影响力和辐射作用的
助推剂。近年来，刘高职依托自身专业
优势，主动服务区域经济发展，建设“一
基地三中心”——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
才培养基地，中小企业技术服务中心、青
少年职业体验中心和终身教育培训中
心，不断提升服务经济社会的贡献度。

学校不断创新办学模式，设“3+4”
分段培养、五年一贯制大专和三年制职
业中专，构建人才成长立交桥，成为常州
乃至长三角地区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
培养基地。

学校根据经开区周边以中小型民办
企业为主的实际，按照企业要求开设职
业技能培训订单班，并为企业提供管理
体系、管理技能、团队建设等高端人员培
训；同时，学校现为省级改革重大项目

《区域中小学生劳动实践基地课程群的
研发与实施》劳动实践基地建设单位，已
与市区 10 多家中小学开展职业体验培
训合作，超过 10000 人次的中小学生来
校参与职业体验活动。

尤佳 毛平

常州刘国钧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创造幸运”助力师生幸福成长

本报讯 12 月 6 日，“苏教国际
杯”江苏省第十九届中学生阅读与写
作大赛在南京举行。经过 60 余万中
学生参与的区县预赛和 5000 余名选
手参加的大市复赛，500 余名来自江
苏各大市的选手进行了现场角逐。

焦溪初级中学九（2）班阚晨洋同学
一举斩获江苏省特等奖第二名，并在
20位获特等奖同学的面试环节中脱颖

而出，参与了专家对话交流会。此外，
该校九（5）班张阳惠同学获二等奖。

据了解，焦溪初中在教学实践中，
重视学生阅读能力和写作水平的培养
和提升。语文组开设的“悦读”社团，
为学生创造了一个轻松愉悦的阅读环
境。还打造了诗歌教学，依托焦溪古
镇资源，开发校本课程，打造校园诗歌
文化。 （沈淼 尤佳）

焦溪初中一学子

获省写作大赛特等奖

近日，彩虹幼儿园开展了“图书跳
蚤市场，好书共同分享”图书跳蚤市场
活动。活动形式为以班级为单位设置
摊位，制作海报，幼儿自主选择图书进
行自由交换。当天，小朋友们从家里
把自己阅读过并喜欢的图书带到幼儿
园来摆摊。现场热闹非凡，孩子们把
书归类整理后，热情大方地向小伙伴
推销着自己带来的书籍，吸引朋友来

交换，不少孩子在摊位前都选到了自
己心仪的图书。

活动增强了幼儿交流沟通能力，
让孩子们在情景模拟中提高社会实践
能力和交往能力，同时也培养了幼儿
勤俭节约、互相分享的良好品质，在孩
子的心田里播下了爱的种子，亲身体
验给予的快乐，家长点赞，这是一个有
意义的毕业活动。丁彤 王芳图文报道

彩虹幼儿园：

跳蚤市场练摊淘书乐

本报讯 12 月 8 日，首届长三角
师范生教学基本功大赛在安徽师范大
学举行，共有来自长三角地区61所高
校、326 名参赛选手参加此次大赛。
来自常州幼儿师范学校学前教育专业
的芮景宜和马添烨两名学生在大赛中
获学前组一等奖和二等奖。

此次比赛历经校级初赛、省级
复赛，直至长三角地区总决赛。代
表江苏省参加首届长三角师范生教

学基本功大赛的 6 名选手均是在第八
届江苏省师范生教学基本功大赛的选
手中选拔出来的，该校共有 2 名选手
入围。

据了解，常州幼儿师范学校多年来
始终以“以赛促学”的培养模式来提升学
生综合素养。在一系列研究和创新下，
逐渐形成“以练代教”“以赛促学”“以研
提质”的常幼人才培养方式。

（徐晨琳 尤佳）

常州幼儿师范学校：

师范生教学基本功大赛获奖

本科部化工专业周凯老师在指导学生实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