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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常州旅游商贸高职校的一
场“常州三杰红色故事宣讲大赛”在校
园里引发了热议，通过三轮遴选，选手
们 最 终 呈 现 10 个 常 州 三 杰 故 事 。
5000 余名师生通过现场或者直播观
看了大赛。

大赛引起了学生们的共鸣。物流
管理专业 51705 班级的房韫同学感
慨：“一番思虑后，我才明白，选手们宣
扬的无私奉献，为国尽忠的先烈精神
才是最宝贵的。”

作为全国教育先进集体、国家改
革发展示范学校，学校始终紧紧围绕

“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
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不断探索育人
模式的创新。

如境文化，立德树人

“挖掘地域资源，传承优秀民族文
化”，深入推进文化育人，常州旅游商
贸正在探索一条“如境”文化育人体
系。

“学校建设如境校园文化，就是要
讲好常州故事，成为常州之窗。”旅游
商贸校长秦益霖表示，“立足地方性、
讲好小故事，让红色精神的传承更深
入人心，让学生在红色故事的宣讲中
坚定理想信念，感知时代责任。”该校
举办了“如境—厚植爱国情怀”联欢
会、地方戏曲进校园、“文韵龙城，诗意
江南”诗词演讲大赛等一系列活动，受
到了学生的追捧。

文化的浸润还在于文化环境的
无声影响。目前，该校的校园楼宇、
道路实现了以常州地方历史文化名
人、名地点命名，实现了校园里“看常
州 2500 年地方历史文化”。此外，学
校的地方历史文化名人小馆正在筹
建中。

校党委书记蔡廷伟表示：“作为
一所培养‘专注现代服务业，培养国
际化人才’的职业院校，如何让下一
代更好的赓续优秀文化，增强文化
自信特别重要。”他表示，学校如境
文化建设，就是要扎根地方历史文
化，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
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突出弘扬和
践 行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 据 了
解，该校于 6 月份成立了思政课程和
课程思政中心，进一步探索育人模
式的创新。

文化创意，服务社会

7 月，陕西省安康市旬阳县县长陈
红星一行来到旅游商贸，参观了以苏东
坡归老常州作为主线的旬石大型景观，
体验了一把直播间带货。该校与旬阳县
开展了“旬石路”项目，依托学校创意设
计类专业，在该县的“特产”旬石上大做
文章，目前已经开发出了彩绘、花瓶、鱼
缸、烟灰缸、奇石摆件五个系列产品，市
场反响热烈。陈县长表示，“旬石路”项
目以小见大、另辟蹊径、点石成金，把旬
阳当地几乎没有经济价值的旬石开发成
有创意、有销路的艺术品，为旬阳山区的
贫困百姓提供就业机会，成为了旬阳县
脱贫致富的一张新名片。

视觉传播专业学生柏志文参与了旬
石的绘画和摆件制作。他认为，通过自
己的创意设计赋予旬石文化内涵，不仅
锻炼了能力，还增值了旬石，帮助当地农
民脱贫，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除了结对脱贫，该校还充分挖掘地
方文化特色，带动了一批地方服务项目
发展。学校依托旅游文化研究院，在近
两年与青果巷、焦溪等常州名巷古镇开
展合作，重新定义景观文宣，创造导游
词，开展讲解员培训，助力了常州文旅休
闲明星城市的建设。该校还提出打造常
州季子 IP 的建议、与孟河医派开展合

作，承担了国内多个省市地区的文旅培
训，产生了良好的服务效应。

如境导航，更高境界

7月，该校喜报频传，72名学子通过
“专转本”考试，进入本科院校学习，录取
人数创历史新高；98 名学生参加额 3+4
转段考试，全部通过，顺利进入了常州大
学、常州工学院进行本科阶段学习；3 名

毕业生入选了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优
秀毕业生案例。

何宁，商务英语专业优秀毕业，目
前正在 英 国 爱 丁 堡 大 学 攻 读 硕 士 学
位，并获得全额奖学金。初入学校，
老师挖掘了她英语的特长，帮助她开
启了五年不断“收割”荣誉的职校生
涯——全省高职院校英语口语大赛金
牌、全国最美中职生、保送苏州大学文
正学院⋯⋯即使本科毕业之后，她依然
不断追求高境界，以雅思近乎满分的成
绩，进入更高学府深造。

何宁是体现该校学子“如境”追求的
缩影。该校倡导“如境导航系统”，根据
人的不同视角站位高度，将人的追求划
分为四重境界：本我自然境界、自我功利
境界、超我道德境界和无我的天地境
界。这套导航系统激发学生在自主可控
的基础上不断追求更高的人生境界。“常
州三杰就是达到了无我的天地境界，才
能用自己年轻的生命换取后人的幸福。”
在常州三杰故事中宣讲“瞿秋白书桌”的
王修洁同学如是说。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
园。近年来，该校积极探索的“如境”文
化育人体系，服务国家战略，助力常州市
乃至江苏省文化产业发展，得到社会各
界高度认可，社会美誉度和影响力显著
提升。学校获评了省华文教育基地、首
批省级研学旅游基地，打造了地域文化
新高地，推进了文化育人新征程。

尤佳 王海燕

如美之境

常旅商打造文化育人新高地

陈红星县长和秦益霖校长在直播间助力旬石带货

本报讯 由省教育厅、省体育局
联合组织的“2017-2019 年度江苏省
体育特色学校”遴选工作近日落下帷
幕。经专家审查和现场答辩，全省共
有 496 所中小学获批“2017-2019 年
度江苏省体育特色学校”，其中常州市
共有20所中小学校获此称号，常州刘
国钧高职校是我市唯一获此殊荣的职
业类学校。7 月 10 日，该校又被推荐
为“2020年全国青少年校园篮球特色
学校”，在被推荐的常州市 9 所学校

中，是唯一上榜的职业类学校。
近年来，刘高职围绕各系部人才

培养方案目标要求，紧贴专业实际，
以“健康第一”为指导，积极探索体育
工作开展的新思路、新方法，在体育
教学、运动训练、群体竞赛等方面形
成了自身特色，在省内职业学校中具
有一定影响，“五年制高职体育与健
康课程改革实施”获江苏省教学成果
一等奖。

（陈金凤 尤佳）

刘国钧高职校：

获评“省体育特色学校”

本报讯 “小餐桌”传递“大文
明”，“小行为”影响“大健康”。为坚
决打好“舌尖上的防疫战”，近日，常
州市阳光幼儿园开展了“公筷公勺
用餐有礼”主题活动。

各年级段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
开展了不同的活动：小班的孩子通
过老师和家长的讲述懂得了使用公
筷的重要性；中班的孩子用他们喜
欢的儿歌来倡议“公筷”行动；大班
的孩子纷纷拿起画笔，为“公筷”做
起了宣传大使，呼吁大家共同行动

起来，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健康，推动
“公筷公勺 用餐有礼”。

“公筷公勺无接触，不仅有利于当
前的疫情防控，更会让这种健康、文
明的用餐方式惠及每个人。”该园相
关负责人表示，让幼儿从现在开始，
从自己做起，共同养成使用“公筷公
勺 用餐有礼”的好习惯，同时希望
通过幼儿园，带动更多的身边人使用
公筷公勺，做关爱健康、关爱他人的文
明使者。

（孙小燕 尤佳图文报道）

常州市阳光幼儿园：

“公筷公勺 用餐有礼”我先行

同学们，你们会防火吗？你们会
报火警吗？当你遇到初起火灾时，你
是会先报警还是先灭火呢？当你被熊
熊大火围困在火场，身陷绝境时，你能
绝处逢生、脱离险境吗？相信这些问
题你看过后会陷入沉思，而我却不会，
最近我体验了一次有趣的消防活动，
让我受益匪浅。

活动开始了，“蓝精灵”特训营的
徐叔叔对我们说：“同学们，等一下我
会给你们播放一个有关消防的动画片

《安全智多星》，记住，要认真看，我等
会儿是会提问的哦！”通过观看动画，
我知道了神奇的“火三角”是由氧气、
温度、燃料这三样东西组成的，少了一
样都会使火不能燃烧。接着是试穿消
防服的环节，我们班的小秦同学试穿

了一下，我迫不及待地问她穿上感觉
怎么样，她说太重太闷了，原来消防员
叔叔是如此辛苦啊！

我们去到室外学习并体验灭火的
方法，我们来到了凉亭旁边的大路上，
那边整齐地摆放着四个铁桶，旁边还
放着灭火器，我和同学们都跃跃欲试，
想去体验一下。郭老师选了两男两女
去体验，我走到相应的位置前，一位消
防员叔叔在铁桶里点着了火，另一位
消防员叔叔给我讲解了如何使用灭火
器，他说先托住灭火器的瓶底，再用另
一只手按住灭火器上的把手，拔出中
间的一根铁丝，手按压灭火器把手对
准火苗的根部喷灭火苗。我认真地听
着，听懂后就迫不及待地试了起来，我
按照消防员叔叔教给我的方法很快就
把火给扑灭了。

南夏墅中心小学
五（2）班 朱一诺
指导老师 郭珮瑜

消防安全在我心

南夏墅中心小学“蓝精灵”消防小卫士特训

我最喜欢的活动环节是试穿消防
服。只见消防员叔叔迅速脱下自己的
鞋子，双脚踏入消防靴子中，双手交叉
拉起背带，牢牢地把裤子扣在自己肩
上，同时一伸手拎起上衣，快速穿上，
扣紧腰带，并且在最短的时间内带好
呼吸器、背上灭火器，我不由得在心中
赞叹不已。要知道，想要达到这样的
速度，这样的娴熟，需要多少次的训练
才可以做到呀。轮到我们试穿了！但

我的穿着速度却和消防员叔叔形成了
鲜明的对比。当我迟缓的穿上鞋子，
好容易把裤子拉上去，别说系好腰带，
就连上衣都是在叔叔的帮助下穿上的
呢。当我终于把全套消防服穿上，我
感觉全身就像注满了铅，连抬一下头，
也得使劲儿用上一些力气，迈出步子
时，磕磕绊绊踉踉跄跄，几乎走不动。

我不禁对消防员敬佩起来。消防
战士面对的是死亡威胁。他们要与火
神拼搏，用自己的生命去挽救更多的生
命。我心中最美的人无过于他们了。

南夏墅中心小学
五（7）班 蒋宇晨 指导老师 唐乐

最美的人
昨天是艰苦奋斗岁月，奠定基

础；今天是繁荣昌盛的时代，日新月
异；明天是令人振奋的未来，充满希
望。

钱学森，一位平凡的科学家，他
将自己生命的全部都奉献给了祖
国。无论他身在何处，生命中的每
一分每一秒都为祖国奉献。在美
国，他被非法逮捕，关押是漫长而痛
苦的，但他毫不放弃，坚守自己的赤
子之心。他不仅是“两弹一星”功
勋，更是一个中国人。

令人振奋的今天，处处都是繁
荣昌盛的景象。中国早已成了科
技大国，“天眼”、神舟、北斗⋯⋯每

一项成果都是我们的骄傲。人民
步入小康，生活欣欣向荣，这是令
人振奋的。

屠呦呦，一位新时代的女性，
她拯救了数以万计的生命。疟疾
流行时，她刚接到任务就立即开
始研究。在经历了 380 多次的失
败后，她终于提取了青蒿素，药物
一 经 问 世 ，就 产 生 了 巨 大 的 影
响。但她十分谦逊，仍在社会中
默默奉献着自己，这种精神让我
们敬佩。

令人向往的明天，一切都是美
好的。中国正在向世界发出它的声
音。在未来，一切都是充满期待的，
中国的发展是无可限量的，她将给
予世界一份礼物。

南夏墅中心小学
五（7）班 孙苏阳
指导老师 唐乐

充满希望的
明天

最近，我阅读了《新时代追梦
人》一书。该书讲述了一位位优秀
时代楷模的奋斗故事：“守岛卫国
32 年”的王继才、“全国优秀县委书
记”廖俊波、“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的黄大年、“太行山上的新愚公”李
保国、“追梦的种子”钟扬⋯⋯他们
忠于人民，爱国敬业，勤奋耕耘，坚
定执着，甘于奉献，用自己的行动彰
显了时代精神。

从他们的事迹中，我了解到，中
国的强大，离不开人们的辛勤劳
动。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新时代，是
奋斗者的时代，只有实干才能兴邦。

书的封面有一句话，“好的榜
样，是最好的引导；好的楷模，是最好
的说服。只要愿意，你我皆可做，大
家都能学”。“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
们都是追梦人”，我们应当学习时代
楷模的精神，靠实际行动追梦，致敬
楷模，起而行之，做新时代的追梦人！

南夏墅中心小学
五（4）班 卢飞
指导老师 胡弘昱

致敬楷模

在新时代中
致敬“追梦人”

——南夏墅中心小学小记者读书笔记

消防员叔叔们拿来几个桶、一些报
纸和几瓶灭火器，然后把报纸点燃。其
中一个消防员叔叔熟练地拔开灭火器上
的安全栓，给我们示范如何使用灭火
器。叔叔示范完后，一个同学上前尝试，

“哧——”，接下来的几位同学都顺利地用
灭火器扑灭了火焰。接着，消防员叔叔
又给我们展示了在灭火中必不可少的物
品——水枪。叔叔介绍说，这个水枪的射
程大概在10米左右。介绍完后，就按下按
钮，水枪迅速地射出一条水柱来。

消防员叔叔又展开了云梯，让我们
一个一个地爬上去。望着那高高的云
梯，我的腿就不住地颤抖。轮到我了，我
摇摇晃晃地踩了上去，小心翼翼地迈开
了第一步。踩稳后，我又慢慢地迈开了
第二步。就这样，我一步一步慢慢地走
到了终点。到了终点后，我长长地舒了
一口气，心想：总算到终点了，真是太可
怕了。消防员叔叔们真是太厉害了，每
次火灾有人困在楼上时，他们都需要云
梯。为了能够更快地救人，他们需要很
快的速度。望着那又高又长的云梯，我
对消防员叔叔们不禁又多了几分敬意。

南夏墅中心小学五（3）班 卞琳
指导老师 穆晓美

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活动中，我们参观了消防车，这是
泡沫加水消防车，有些火用水浇不灭，
会形成流淌火，泡沫加水就不会有这
些烦恼。车上还配备了救生衣、远程
照明、破拆器等。消防员叔叔还告诉
我们氧气罐是消防员的第一生命，如
果没有氧气，在火场中，他们可能被烟
雾呛死；消防服是他们的第二生命，如
果没有消防服，他们就会被烫伤烧伤；
自救器是他们的第三生命，如果大火

把梁烧塌了，正好压住了他们，如果手
可以动，就按报警器，如果手不能动，
人停止行动 30 秒，报警器便会自动报
警，发出巨大声响，让外面的人知道你
被困了，并派人增援。

活动结束了，消防员叔叔浑厚的
声音在我耳边回荡，久久不能散去。
我感受颇深：消防员穿的消防服又厚
又重，又要面对烟熏火燎，真不知道他
们是怎样坚持下来的⋯⋯从今往后，
我们一定要从自身做起，不玩火，不马
虎，争当一名生活中的“小小消防员”！

南夏墅中心小学
五（7）班 林煜昂 指导老师 唐乐

争当“小小消防员”

说起“英雄”这个词，在和平年代，大
家应该都会想到消防员吧！哪里有困难
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他们不顾自己的
生命危险去救人，这种舍己为人、无私奉
献的精神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

前不久，消防大队的叔叔来我们南
夏墅中心小学，给我们科普了很多安全
知识。五年级的所有同学都听得非常专
心，也都收获了许多知识：“火三角”是燃烧
的三要素，同时具备氧气、可燃物和达到着
火点的温度才能燃烧。如果突遇火灾，要
切记“生命安全第一”！火灾引起的浓烟是
从房子上方向下方蔓延的，所以逃生的时
候要尽量放低身体匍匐或爬行，千万不能
直立行走，以免吸到浓烟窒息。

安全知识讲解后，消防员叔叔们还

教我们怎样穿消防服，他们先把消防服整
齐划一地放在地上，那衣服看起来很厚重，
又要带帽系扣感觉挺麻烦的，可消防员叔
叔们每个人的动作都非常娴熟，像我们普
通人穿衣服一样，系扣子拉拉链，整个过程
没有一丝一毫停顿，仅用了20秒就完成了。

到了我们试穿的环节，在消防员叔
叔的帮助下，我们穿上厚重的消防服，系
上腰带，背上装备，耗时 5 分多钟，重的
我都直不起腰来，等脱下消防服后，身上
已经冒汗了，我们还是在空调房间里试
穿了一会儿，可以想象得到，消防员在行
动中一定非常热、非常累。

参加完这次活动，我深刻体会到了消
防员工作的不易和他们英勇无畏的精神，他
们穿着又厚又重的消防服，背着很重的装
备，腰间还挎着各种工具，不顾自身安危，冲
向最危险的地方救人，他们是真正的英雄！

南夏墅中心小学
五（3）班 王仕暄 指导老师 穆晓美

消防英雄

本报讯 2020 年暑假开启，常
报小记者公益夏令营也随即而至。
7 月 19 日、25 日，小记者公益夏令
营——“童年大闯关”常报小记者亲
子活动，将在嘉宏·星光天地商场拉
开帷幕，常州晚报小记者均可报名！

活动将通过孩子和家长的亲子
闯关游戏，增进家长与子女之间的
情感交流，发展孩子各方面能力。

“童年大闯关”常报小记者家庭按任
务卡提示，完成以下八个点位活动
后即可完成全部比赛领取奖品和证
书：眼力大考验、机器人 PK 赛、架
子鼓体验、放飞梦想、书画体验、暴
力熊合影、游泳安全知识问答、乐高
大比拼，前 10 名可赢取星光卡、儿
童摄影体验卡等大奖！参与活动小
记者可获得小记者实践证书。

同时，每期小记者夏令营都将
进行一个开幕仪式。7 月 19 日是

“百人诗词会”，100 名小记者进行集
体诗朗诵，同时还有“根据表演猜诗
句”的游艺环节；7 月 25 日则是“航空
科普教育”，100位小记者了解航空科
普知识，参观体验飞行中心。

参加此次公益夏令营活动后，小
记者的采访文章可投至常州市小记者
协会信箱，之后将择优刊登在常州晚
报“小记者”专版上。

活动时间：7 月 19 日（周日）、7 月
25日（周六）15∶00-17∶00。

活动地点：嘉宏·星光天地 1F 中
庭（晋陵路8号）。

活动对象：每场 100 组常州晚报
小记者及家长，活动时请穿戴小记者
装备。

报名方式：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州
市 小 记 者 协 会 ”（ 微 信 号

“CBXJZXH”），注册会员后，在活动
报名页面，根据要求报名。 （陶新峰）

星光天地小记者夏令营

“童年大闯关”等你来报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