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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科学教育特色学校
江苏省棋类特色学校
江苏省健康教育促进学校
常州市优质小学
常州市德育先进学校
常州市书法特色学校

凝润泽文化 启生长智慧 扬特色风帆

长江以南，德胜河畔，与一条百年老街毗邻而居的是一所百岁学堂，她就
是常州市新北区魏村中心小学。学校始建于公元 1917 年，时至今日，已逾百
岁华诞。学校占地 17555 平方米，现有 30 个教学班，在校学生 1156 人。甘甜
的长江之水，孕育出百年魏小“开启智慧，润泽生命”的办学理念。

用生命润泽生命，用智慧点燃智慧。魏村中心小学积极践行“开启智慧，
润泽生命”的办学理念，坚持“教育就是服务”的思想，秉承“心静行远”的校训，
大力培育学校文化，发展航模、书法、棋类、手工等特色项目，学校“润泽”文化
渐入人心，特色发展成效明显。

每年毕业季，魏村中心小学六年
级的学生都颇有“仪式感”，他们要用
一周的时间，为自己的毕业课程做准
备。去年五月，小毕业生们结合“给
母校的情诗”“英语智慧树”“数学思
维导图”“优秀作文选”“创意毕业照”

“我的校园我做主”等六大主题，或小
组合作或个人创作，以多种形式回顾
自己六年的难忘时光，开启对未来的
无限思考。毕业生戎益为母校写了
一 首 饱 含 深 情 的 情 诗《再 见 了 ，母
校》，并作为优秀作品在毕业典礼上
进行展示，为自己美好的小学生涯画
上完美句号。

六年级班主任吴仁娟介绍，这是
魏小积极探索的主题类研究性课程，
统整和利用语数外音美、综合课程、
品德与社会课等各项课程资源，为学
生的综合能力和人格素养的提升创
造条件。

据了解，基于学校理念和学生发
展需求，魏小顶层设计“润泽”课程体
系，包括基础性课程、拓展性课程、研
究性课程三大板块——

对于各学科的基础性课程，从“细
化课程标准，活化课堂教学，优化学业
评价”三方面入手，进行国家课程的校
本化实施；开设20多门丰富多样的选
择性课程，满足了学生多方面发展的
需求；以“体育健身，艺术修身，科技创

新”为办学特色，大力培植航模、建模、
书法、棋类、手工等特色课程。学校还
鼓励教师依据个人的文化底蕴、兴趣
特长，开发和设计“师本课程”，打造属
于自己的名片，提升拓展性课程的品
质。

“让学习真正地发生，让学生智慧
地生长”。学校构建温暖、开放、生长

的润泽课堂，追求教学的生动与深刻，课
堂文化建设初见成效，学生在各级各类
比赛中表现出色，素质教育成果丰硕。
近年来，学校航模团队在省竞技比赛中
屡获团体一等奖，舞蹈、合唱团连续三年
斩获市、区比赛一等奖，棋类、跆拳道、健
美操等也实现了突破，学校被评为江苏
省科技、棋类特色学校。

课程丰润 赋予成长的沃土与滋养
立足魏村丰富的地域资

源和人文历史，魏村中心小
学启动《研魏之旅》这一品格
培塑特色项目，成立研魏旅
行社，开展了系列寻访、体
验、实践活动：寻“魏”——走
访老街，见证历史遗迹,感受
晚清至民国建筑特色，触摸
曹 魏 文 化 的 灿 烂 光 华 ；寻

“伟”——来到渡江桥，参观
阅兵场所，祭扫革命先烈，聆
听英雄故事，学习高贵品质；
寻“味”——孩子们品江鲜、
做麻糕、包粽子、制香囊，让
传 统 文 化 扎 根 于 心 ；寻

“为”——设立公益岗位，寻
访眼镜市场，开展学雷锋志
愿者服务活动，懂得责任和
担当。丰富多彩的寻访活动
和实践体验活动，让魏小娃
们体悟到魏村蕴含的生活之
美、人文之养、科技之真、文
化之韵，促进了智慧娃的生
命成长，为打造魏村中心小
学少先队活动品牌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

“我们都是追梦人，我们要在新
时代绽放属于我们的精彩与梦想。”
荣获“全国动感中队”的魏村中心小
学五（2）班追梦中队中队长、常州市
优秀少先队员何睿琦说道。魏村中
心小学把培育智慧学生、润泽智慧生
命作为润泽理念下的学生成长目标，
围绕学生的培养目标，开展了丰富多
彩的活动——“读书节”“科技节”“艺
术节”“体育节”四大主题节活动长程
设计，提供展示舞台，提升学生综合
素养；“春节、元宵节、中秋节”等传统
节日长线规划，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培育家国情怀；“开心入学礼”“光荣
入队礼”“快乐成长礼”“感恩毕业
礼”，增强仪式感，提高幸福度，让学
生的每一个生命节点都光彩照人。

乘着扬子江城市群崛起的东风，
秉持“开启智慧 润泽生命”的办学理
念，魏村中心小学这所百年老校，正
焕发出蓬勃的青春活力；开拓创新，
继往开来，勤劳智慧的魏小人正努力
创造“让每个儿童在适宜的条件中自
由成长”的精神乐园。

教师慧润 孕育教育的情怀与智慧

活动养润

绽放童年的精彩与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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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常州辟谣联盟信
息工程学院分队”在常州机电职业技
术学院成立，该分队由常州辟谣联盟
与常州机电学院共建。

新北区网络社群团工委书记、常
州辟谣联盟创始人金沁作为分队指导
教师，在仪式上分享了疫情下的另一
个“战场”——网络战场。辟谣联盟成
员发挥网络社区“网格员”职责，积极
行动，辟谣止谣，守护清朗网络空间的
故事。疫情期间，他带领常州辟谣联

盟500多名成员和诸多外线粉丝夜以继
日地奋战在互联网一线。他们每天的

“工作时间”从早上五六点到凌晨两点
多，金沁每天手机充电次数也从一天 3
次增加到一天 5 次，一天的回复量达
100多条。他鼓励青年学子加入网络环
境维护的队伍中，共创绿色文明、舒适便
捷的网络环境。

分队成立不久就迎来了“首战”，
学 校 贴 吧 上 出 现 了 关 于 返 校 信 息 的
错 误 描 述 ，使 学 生 和 家 长 产 生 了 困

惑 。 辟 谣 联 盟 的 网 络 志 愿 者 们 第 一
时 间 发 现 了 情 况 ，并 汇 报 给 学 校 老
师。学校随即开展调查，发帖者冒充
学校官方“捣乱”，网络志愿者们随即
在帖子下面发布正确的信息，解答了
众人的困惑。

“广大学生作为社会新生力量，‘网
生一代’应该发挥自己的优势，在辟谣事
业中奋斗自己的力量。”据校团委书记顾
兴华介绍，分队将组建学校网络志愿者
队伍，充实常州辟谣联盟力量，开展网络
社区网格化管理，引导广大青年不造谣、
不信谣、不传谣，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
同时，辟谣联盟分队还将走进社区，为容
易被网络谣言“中招”的老年人宣讲网络
使用知识和常识。

（尤佳 薛军）

“常州辟谣联盟信息工程学院分队”
在常州机电学院成立

日前，觅渡教育集团收到了来自
国家新闻出版署原副署长、人民日报
社原副总编、著名作家梁衡为该集团
即将出版的论著所创作的序言。

据 了 解 ，觅 渡 教 育 集 团 从
2018 年起，开始十三五课题《指向
儿童品格养成的学校生活重构》的
研究，预计到2020年底完成课题结

项。目前，该校正在总结课题研究
成果，编著有关小学生品格教育方
面的论著。

作为觅渡教育集团的名誉校
长，梁衡始终关注集团发展，也十分
关心小学生们的品格养成。四月
底，他受学校之邀，在浏览了论著初
稿后，创作了该序言。 尤佳

著名作家梁衡为觅小新书作序

日前，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
十三次会议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
见》。会议指出，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
年健康发展，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
念，推动青少年文化学习和体育锻炼协
调发展，加强学校体育工作，完善青少年
体育赛事体系，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
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锻炼意
志，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我市从 2017 年起，就将“学生身心
健康促进行动”列为“常州市教育局五大
行动计划”之一，并明确提出“六大行动：
强健体魄行动、保护视力行动、健康校园
行动、健康食堂行动、健康心理行动、监
测护航行动”，确保该项行动计划落到实
处。其中，“强健体魄行动”中的深化学
校体育改革，让学校体育为学生健康成
长的“私人订制”，正成为学校体育改革
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体育课程个性化

每一个学校建设适合的学校体育课
程；每一个学校每天开设一节体育课，确
保每一个学生在校每天锻炼一小时；每
一个学校至少创建一个体育特色项目；
每一个年级至少成立二到三个体育社团
或俱乐部；每一个班级至少开展一项经
常性体育活动；每一个学生至少掌握一
到二项体育运动技能，记者从市教育局
了解到，我市深化学校体育改革通过“六
一工程”建设实现。

常州市钟楼区在 2017 年成为常州
市深化体育课程改革实验区，全区共有
19 所学校成为此次体育课程综合改革
的试点校。近一年来，该区在中小学生
中推进体育家庭作业。据钟楼区教师发
展中心体育教研员张逸介绍，该区首创
的体育 APP 储备了充足的锻炼内容库，
引导学生养成锻炼习惯，自主选择锻炼
内容。“疫情期间，这一软件发挥了巨大
的作用。”据统计，全区中小学生线上常
态健康打卡约每周3—4次，教师作业设
计数量多达 881 个，一个月的打卡数超
过25万人次。

此外，全市范围内，共有两批 30 所
实验学校参与试点，实验工作取得明显
成效。常州市湖塘桥实验小学的“1+1+
X”体育课程体系被评为江苏省前瞻性
项目，常州市新北区国英小学的德泽体
育课程等改革试验受到了学生和家长的
欢迎和喜欢。

“在体育课程的打造上，我们努力引
导每一所学校根据自身特有的办学传统

和实际，帮助每一个学生寻找到适合自
己的体育课程，从而形成个性化的锻炼
方案，养成良好的锻炼习惯，最终提升生
活品位。”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体育活动显特色

如何让学生爱上体育活动，乐于参
与其中，这需要学校设计的体育活动具
有特色。我市从2009年起就推进“一校
一品一特色”项目建设，十多年来，共创
100所市级体育特色项目学校。如兰陵
小学的乒乓球、实验初中的篮球、北郊高
中的棒垒球和女足、田高中的男足和市
一中的男篮，校校有体育项目。据了解，
目前，90%以上的学校都建有学生体育
俱乐部或体育社团，100%的学校体育
节增加集体性和趣味性体育竞赛项目；
学生的课间体育活动精彩纷呈。

此外，在全市范围内，市教育局打造
了三个经典特色项目：常州校园体育之
星连续 8 年评选，为学生健康成长树立
典范；2012年启动的“爸爸跟我去运动”
活动，通过小手牵大手引导家长从繁忙
的工作和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中走出来，
走向大自然，走进运动场，让家长与孩子
们一起积极参加体育运动。

公益性暑期青少年阳光体育夏令
营坚持面向全体学生，实行就近参加、
自愿报名、免费开放，引导学生根据自
己的运动爱好就近选择参与阳光体育
夏令营活动。开展阳光体育夏令营十
年来，市教育局不断改革创新，2012
年开设青少年足球主题训练年，2017
年开设青少年篮球主题训练年，打造
不同主题，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
赞誉，成为常州教育、体育联合惠民的
亮丽名片。

体育竞技有成绩

足球小将黄紫昌、游泳冠军史婧琳、
跳水冠军曹境真等一大批优秀运动员，
均由我市培养和输送，在全国乃至世界
赛事，摘金夺银。

据了解，从 2007 年起，我市开始
开展教体结合，做好人才培养和输送的
基础工作。名校办名队，我市完善初
中、高中体育特长生培养计划，各四星
级高中、体育项目特色学校，每年招收
体育特长生。“比如足球项目，小学有雕
庄中心小学，初中有田初中和实验初中
天宁分校，高中有北郊高中和田高中；
篮球项目小学有湖塘桥实验小学，初中
有实验初中，高中有市一中。有些项目
的市队，都是由学校来组建承办的。”该
负责人告诉记者，对名校办名队建设学
校，我市专门出台了办法，给予一定资
金支持和政策支持。

据了解，近年来，我市篮球、足球等
市队在各级赛事中成绩优异，常州市实
验中学男子篮球队、东青实验学校女子
足球队、常州市第一中学男子篮球队、常
州市武进区湖塘实验小学男子篮球队均
在全国、全省比赛中获得冠军。

在常州，体育竞赛也形成了良性循
环。我市全年共举办乒乓球、羽毛球、象
围棋、足球、游泳、篮球、排球、射击、举
重、健美操、棒垒球、田径、武术、体育舞
蹈、幼儿体操等 32 项 57 次比赛，数万名
学生参与各项体育比赛活动，比赛时间
从 5 月中旬至 12 月底，覆盖所有的周末
和暑假的每一天，极大地丰富了学生业
余文化生活。

尤佳

体教融合，助推学校体育优质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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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0期 更多教育资讯扫描
“常州第一升学”微信

在上周举行的常州市“防疫背景
下小学英语线下教学的问题和策略”
线上研讨活动中，魏小英语教研组长
恽慧作为主讲人，以录像形式与同行
分享了英语衔接教学的经验，受到一
致好评。这次亮相，也让魏小的教学
实力得到了更多的关注。

作为一名中青年教师代表，恽慧
现已评上中小学高级职称，同时还被
评为常州市青年骨干教师。但她坦
言，由于乡镇学校的条件制约，自我发
展似乎遇到了“瓶颈”。

和恽慧有着同样想法的老师不在
少数。因此，学校立足中老年教师居
多，中间断层，年轻教师偏少的现状提
出“润泽”理念下智慧教师“双线并行、
分层发展”的构想——学校管理层转变
教师培养理念，将“培养教师”转变为

“发现教师”，发现教师的优势和美德，

依托魏小“润泽讲坛”“月度人物”评选、
“首席工作室”等平台，充分展示更多教
师的思想、理念，让每位教师在“润泽”
文化的浸润下成为更好的自己。

去年9月，恽慧在学校的支持下，成
立河海实验教育集团恽慧英语名师工作
室，共享教师资源；11月，加入新北区骨
干教师成长营，与名校长面对面。走出
去的同时，她也注重将优质教学理念、方
法引进魏小，带动教研组的整体发展，促
进更多年轻教师的自我提升。“教师不能
止于眼前，应不断进步。”恽慧说。

近年来，学校多个市区级课题立

项，获区级教科研成果奖，多名教师先后
站上省、市教学舞台，学校五级梯队比例
稳步提升。副校长黄华萍被评为“江苏
省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对象”“常州市教
育领军人物”，现正参评常州市特级教师
后备人才。教师徐建良、谢华、黄华萍分
别出版《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旧欢如梦》

《小学非连续性文本教学》3 本专著，营
造了浓郁的学术科研氛围。“我们充分挖
掘教师的优势和潜力，提供多样化平台
和途径，促进教师自身发展。只有教师
发展了，才能更好地促进和提升学校、学
生的发展。”校长吴伟说。

2019年常州市小学足球锦标赛

细想，人格这个词是造得很准确
的。就像写诗要有格律，谱曲要有音
调，这样才美，才动人。那么做人
呢？也有一定的格，这便是人格。合
了起码的格是正常的人，合乎更高更
严的格，便是好人、高人、伟人。人格
之定，就如某项产品的国家标准，有
一定的要求。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也
是一种产品，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
和社会教育的共同产品。

我向来觉得人在社会上立身有
三项资本，或曰三种魅力。一是外
貌，这主要来源于先天，这确是一大
本钱。如颜值高，可以当演员。二
是知识与能力，这是靠后天的培养，
可以创造惊天业绩。三是思想品
德，即人的品格，这完全是一种独立
于“貌”和“能”之外，关于思想和世
界观的修炼。你可以貌相不惊，才
智平平，无功可炫，无能可逞，但在
人格上却可以卓然而立。雷锋，论
外貌，个子不高只有一米五多；论能
力，只是一个普通的汽车兵，但他的
无私精神，助人品德，现已成了中华
民族，乃至全人类的精神财富。其
人格魅力早已驾于万众之上。

其实，一部史书，除了一大串的
事件发展，还有一条隐隐的主线，就
是人格的延伸。所以当我们述说人
事，歌颂英雄时，其实有一部分是在
叙说他们的人格魅力。而且随着时
间的推移，这种人格魅力早已超越
其人其事的意义。毛泽东转战陕
北，拄一根柳木棍子，在胡宗南大军
的鼻子底下来去的那种从容；周恩
来在“文革”中，日理万机，内挤外
压，那种无私无怨的大度；彭德怀在
庐山一人独谏万言，拍案力争的骨
气；还有谭嗣同坐等清廷来拘捕，愿

为变法做流血第一人的自豪；林则
徐虎门销烟，无欲则刚的气节；文天
祥宁死不叛，丹心万代的正气；范仲
淹身为朝臣先忧后乐的诚心；司马
迁身负大辱为民族修史记事的坚韧；
项羽慨然认输又愧对父老而毅然自
刎的英雄气概；等等。这些都是做人
之格，他们都是我们民族史上的灿烂
明星。就是国外也有如布鲁诺那样
宁肯捍卫科学而甘愿被教会处以火
刑的英雄。他们的主要业绩仅仅是
因为做成了某一件事吗？不是。相
反，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具体业绩
时过境迁，反倒离我们越来越远，而
他们所昭示的人格的力量都远远超
出他们事业的意义，而特别爆发出一
种精神的冲击波和辐射力。

一部中国历史，不，整个一部世
界历史，就是这样在人类前进、创新
和牺牲精神的鼓舞下书写而成的，
历史的天空充满了光芒四射的人格
星座。不可想象，当历史长河中缺
了这些人格坐标后，就如同缺了许
多改朝换代、里程碑式的大事。当
我们书写历史时不该忘掉这一条隐
隐存在而又熠熠闪光的主线。

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
导人，更是一个有人格魅力的巨
人。像他那样胸怀坦荡的人是极少
有的，成了后人永远学习的榜样。
他的母校觅渡桥小学是一所百年老
校，重视对学生的品格教育。现在
师生将这方面的成果汇集出版，相
信会在教育界和全社会引起较大反
响。对青少年的成长和民族精神的
养成，这实在是一件大好事。

是为序。
梁衡

2020年5月5日

品格为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