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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觉暑假已开启两周。在这
两周中，常州的中小学生都有哪些丰
富多彩的暑期活动？让我们一起走进
孩子们的暑假生活，分享他们的快乐
和收获。

亲子互动共成长

暑假这个较长假期，是爸爸妈妈
陪伴孩子最好的时光。在幼儿园的倡
导和建议下，孩子们的爸爸妈妈通过
各种形式，给予孩子一个不一样的亲
子时光。

新城逸境幼儿园的孩子们和爸爸
妈妈一起相伴共读、书香润德；青龙中
心幼儿园的孩子们和爸爸妈妈一起玩
起“纸花朵朵开”，画一画、涂一涂、剪
一剪，在等待开花中体会快乐；红梅中
心幼儿园开辟了每周一次的“夏日么
么茶”专题活动，每周会有一位家长和
孩子共同推荐“夏日清凉饮/甜品”，将
甜甜、清凉分享给更多的家庭。还有
不少家长通过室内亲子游戏，帮助孩
子得到了身体上的锻炼，也增进了家
长和孩子之间的情感交流。

热爱劳动最光荣

这个暑假，西横街小学五年级学
生陈晨有了一个甜蜜的“负担”——养
护学校顶楼的小菜园。她和同学们一
起，分工配合，共同承担起这份责任。

“每三天，我就和妈妈一起去学
校，锄草、翻地、施肥和播种，各个环节
都是我亲力亲为。”据了解，从去年起，
该校在教学楼顶专门开辟出一块小菜
园，由该校五（1）班负责维护。学生
们在这里，经历了自己的第一次“田间
劳作”，也在这个劳动的过程中更深刻
地理解了团结和责任。“为了不让菜园
荒废，同时也对孩子进行劳动教育，所
以这个暑期，我对全班学生进行分组，
划分了三块责任田，让孩子和家长共
同参与进来，继续维护好菜园。”该班
班主任缪蔚锦告诉记者，每个孩子在
分配到任务后，都十分积极，有的甚至
大中午还在锄草，虽然大汗淋漓，但是
很有成就感。

“我们在小菜园的耕作，不仅收获

了美味的果实，更重要的是收获了友
谊。”陈晨告诉记者，同学们在这一过程
中，互帮互助，团结一致，共同培育了不
少的蔬菜瓜果。孩子们把收获的食物分
享给老师和家长们，十分开心。

据了解，在我市多所小学，劳动教育
渗透到暑期活动中：五星实验小学设计了
五星乐乐快乐劳动的主题作业单，通过家
务劳动我记录、总结归纳劳动小窍门、最
美劳动小能手等不同的快乐劳动主题，培
养孩子的劳动本领，体会劳动乐趣。而在
常州市怀德苑小学，学生们通过自己的事
情自己做，家里的事情帮着做，做不到的
事情学着做，来体验劳动最光荣。

生命安全放首位

心肺复苏、气道异物堵塞、创伤急
救，这些在课堂上很少了解的专业急救
知识，出现在了北郊初中的暑期夏令营
中。7月16日，该校7（11）班的学生，在
中国红十字会江苏省救护培训师的讲解
下，学习了危急情况下的救人方法。

“现场看到这些急救方法，我还是感
到很震撼的。”学生赵宇浩表示，一个小
小的举动，可能就能挽救一条生命，“这
样的培训是十分有意义的。”

活动现场，学生们在专业人员指导
下，分组体验和实施起科学规范的急救

方法。“这些知识之前从未详细、系统地
了解过，利用假期相对空闲的时间，来学
习一些急救技巧，不管是对自己还是对
他人，都是很有用的。”赵宇浩表示，参加
完急救培训夏令营，引发了他对如何科
学处理意外伤害的兴趣，“我自己从网上
搜索了如何防溺水、溺水后如何自救、如
何防雷暴等突发情况的处理方式，一旦
遇到紧急情况，我也不会那么慌乱了。”

假期安全一直是每年关注的重点，特
别是暑期的防溺水。日前，天宁区在全区
范围内开展暑期“教育防范学生溺水”专
项行动。老师通过讲故事的形式，传授孩
子一些自防自救的知识，同时开展线上家
长会，利用图片、视频等形式，给家长上
了一堂生动的安全教育课。还有一些家
长实地带领孩子观察自己幼儿园、家庭
周边存在的易发生溺水的危险地带和水
域，引导他们分析造成溺水事故的原因，
提出避免溺水事件发生的建议。

模拟政协参政议政

今年7月正式实施的江苏省电动自
行车管理条例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常州的中学生们，也注意到了这一问
题。如何规范生产、销售和维修电动自
行车，电动自行车头盔安全标准的定制
等，学生们进行了调查研究，并提出了自

己的建议。
29日，常州市第六届青少年模拟政

协展评活动正式举行。来自常州市田家
炳高级中学的学生团队，就规范电动自
行车头盔佩戴问题，推动电动自行车头
盔国标出台，提出了自己的提案。

“这个问题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紧密
相关，新的管理条例出台也是社会热点，
所以我们从5月开始就关注起了这一事
件。”田高中高三学生王佳告诉记者，他
们整个团队共有20多人，每个人都有自
己的分工，资料查找和整理、相关部门采
访、实地问卷调查等，同学之间需要相互
配合。“在调查的过程中，我学会了与陌
生人沟通的方式和技巧。”高二学生戚笑
萌表示，同学们平时与同学和老师接触
的最多，所以在面对陌生人时，刚开始调
研遇到了一些不愿配合调查的情况。“后
来我们调整了沟通的策略，挑选一些不
是很匆忙的市民，首先表明自己的身份，
同时在提问时从对方角度出发。后来的
调查就比较顺利。”虽然已是准高三生，
王佳仍然十分珍惜这次参加模拟政协的
机会。“整个过程十分锻炼自身的能力，
特别是我负责的资料搜集和整理部分，
给我很大的收获。”她说，因为这一条例
比较新，网络上的资料比较有限，所以自
己花了很大的功夫，研究人大网和法律
网站上的资料，在这个过程中，也对以前
政治课本中所涉及的知识点有了更深刻
理解。“以往政府、人民、人大、共商共建
共享等这些知识点，我们都是靠纯粹的
背诵来记忆，但是真正实践研究后，我们
就有了形象的记忆。”

据了解，青少年模拟政协是我市
中学生暑期的传统活动之一。今年，
全市有 17所学校的近千名学生参与
其中，参政议政。今年，学生们对地摊
经济、电动自行车新条例、网络学习等
时政热点话题比较关注。模拟政协活
动负责人戴慧表示，今年学生们的自
主参与能力更强。“在较短的准备时间
中，学生们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自主
调研、自主制作视频和ppt，能力得到
了很好的锻炼。” 尤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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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高招录取工作即将开
启，记者日前从常州市学生资助管理
中心获悉，从8月初起，经济困难家庭
大学生可通过本人户口所在辖市区教
育行政部门的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办

“江苏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据介绍，应届高中毕业生接到大

学录取通知书后，可登录“国家开发银
行学生在线服务系统”https://sls.
cdb.com.cn/#/ 完成申贷注册信息录
入，并电话联系户口所在的辖市区教
育局学生资助管理中心，预约前往现
场办理申贷手续，高校在读大学生可

直接登录服务系统注册并预约现场办
贷。首次申贷学生，需和共同借款人一
起前往办理。

除此之外，教育部、财政部、中国人
民银行、银保监会等四部门联合发文，从
三个方面对助学贷款有关政策作出调
整：一是助学贷款还本宽限期从3年延
长至5年。二是助学贷款期限调整为学
制加 15 年、最长不超过 22 年。三是
2020年1月1日起，新签订合同的助学
贷款利率按照同期同档次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LPR)减30个基点执行。

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工作人员提醒，

开学前后是诈骗高发期，广大学生和家
长一定要提高警惕，抵住诱惑，避免上当
受骗。如学生有资助方面的问题，可通
过以下联系方式，向各级学生资助管理
中心进行咨询。 （尤佳 徐亚勤）

常州市：88123710
溧阳市：87203309
金坛区：82881952
武进区：86309302
新北区：85127771/88586715
天宁区：69660650
钟楼区：88890546
经开区89863199

8月初起经济困难大学生

可申办江苏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本报讯 7月25日，来自花园
中学、朝阳中学、丽华中学、正衡中
学及北郊高级中学的市直属学校分
队在吾悦广场开展爱心图书义卖。
同时，来自紫云小学的天宁区分队
在九洲新世界如火如荼的开展首场
活动。100余名学生志愿者组成爱
心小分队，首场义卖活动售出800
多本图书，筹得善款3936元。群众
通过扫码购书，善款直接打进市慈
善总会专项账户，用于先心病困难
儿童救助项目。

据了解，本次暑期志愿服务采
用“内外合作，全市联动”的方式开
展。市教育局依托常州市学生志愿
服务联盟，联合市卫健委和团市委，
获得了全市多个大型商业综合体对
学生志愿服务的支持，为公益活动
免费提供场地。以就近就便为原
则，通过教育部门各级团组织动员
指导，市区联动，学生志愿者组成7
支爱心小分队在天宁、钟楼、新北、
溧阳等附近综合体开展志愿服务，
系列活动持续开展一个月。

此次活动还得到了家长们的大
力支持，他们身体力行，给孩子们起

到了良好的榜样作用。北郊高中王燕
如的妈妈表示，此次活动让孩子们体
会到了每一分钱的来之不易，更让他
们明白了自己对社会的一份责任，让
他们懂得了奉献的意义。“在活动的过
程中也增加了我们亲子之间的关系，
所以在我看来，这是一次意义非凡的
公益活动。”

“常爱童心”先心病儿童救助项目
是由常州市品牌公益项目“捐出一张
废纸，奉献一片爱心”升级而来，至今
开展了12年，已累计救治困难先心病
儿童165人。2008年市教育局倡议
学校师生参与“捐出一张废纸，奉献
一片爱心”的公益活动。为了拓展善
款来源，随着“常爱童心”公益项目的
升级，除了组织发动全市大中专小学
积极参与废纸的常态化捐赠，市教育
局依托学生志愿服务联盟，增加集中
组织学生志愿者开展寒暑期爱心图书
义卖的志愿服务公益活动，倡议青少
年在参与志愿服务活动的过程中培育
美好心灵、强化责任意识、提高实践能
力，用自己的责任担当、博爱之心、尚
美之行，为需要帮助的先心病儿童贡
献自己的青春力量。（教宣 尤佳）

“常爱童心”学生志愿服务公益活动

爱心义卖救助先心病困难儿童

本报讯 日前，由常州市教育
局联合常州市委网信办共同推出的
网信普法微课程正式走进各大中小
学校校园。

为培育提升青少年网络法律和
网络道德素养，近日，常州市教育局
联合常州市委网信办邀请道德与法
治教育名师、心理健康教育专家及
中级人民法院少年庭员额制法官以
网络正能量、网络谣言、网络诈骗、
校园贷、巨额打赏、公民个人信息保
护等内容为主题，将《网络信息内容
生态治理规定》《未成年人网络保护
条例》《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
定》以及即将实施的《民法典》中相
关法律内容结合经典案例、公共事
件、热点舆情进行串联讲解。

精心录制6节网信普法微课程，

从暑期的第一天开始，每周推出新的主
题，在常州教育发布、常州网等网站首
页进行推荐发布。据了解，此次网信普
法系列微课程，将在全市404所中小
学、53.3万名学生中全面铺开，市教育
局、市委网信办将同步收集学生、家长
对网信普法课程的观后感受，不断改善
推陈出新，将网信普法真正融入学生暑
期生活的始终。 （尤佳 教宣）

网信普法微课程走进校园

2019年12月9日，共青团中央官方
微博发文“因为李子柒，数百万外国人爱
上中国”，博文中写道“他们以这个小姑
娘的视频为窗口，探寻视频背后的中国
传统文化的奥秘。我们希望，有更多的
角度、更多的人可以让外国人了解我们
这个名族，这个国家。”

一个普通中国人，向世界展示如
诗如画的中国和如痴如醉的田园生
活，有何不妥？李子柒为了剪辑出一
段几分钟的视频，要花几个月甚至年
把的时间拍摄日常，慢工出细活，不畏
艰难，克服种种困难才有了诗情画意
的呈现；为了学习古老的中国传统技
艺，她要花上几年的时间不断练习。
勤奋刻苦，勤劳节俭，朴实孝顺，如此
子柒，有何不妥？

我很欣赏这样一句话，“每个积极生
活的生命都是美好的”。凡人李子柒正

是将这样的美好通过网络传递给了全世
界。在如今这样信息技术发达的时代，
一个自媒体人被更多的人认识和期
待，难道这就是错？在李子柒的视频
里，你能看到从种子萌发开始的生命
历程，感恩大自然的包容与恩赐，心生
敬畏与感动。

李子柒的视频展示了一个人努力生
活的样子，像是自媒体时代的一股清
流。视频中自然的风景，真实的劳作，如
此种种，皆是诗呀！“野有蔓草/零露漙
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揪住“网红”

“粉丝”这样的词语大做文章的看客分明
是狭隘了呀！“粉丝”越多，宣传范围越
广，宣传作用越大，这不正是宣传正能量
的好平台吗？有种种担忧和比较的人一
定不知道李子柒和袁隆平都曾被选为

“中国农民丰收节推广大使”！
如此看来，何来不妥？

常州市清潭中学 刘倩

如此子柒，有何不妥？

近日，宁波海曙区小学语文期
末卷的一道试题引发热议，原因在
于题目中出现了李子柒。问题是把
李子柒写进去没问题，为什么添加
了李子柒粉丝数的介绍？

从李子柒的成长经历来看，她
是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的农村女
孩。通过视频，让全世界认识中国
的传统美食和传统手工艺，展示了
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李子柒视频
的影响力究竟有多大？有网络数据
显示，目前她在YouTube平台共发
布了 100 多个视频，总播放量超 10
亿次。相比之下，美国有线电视新
闻网 CNN 发布了约 15 万个视频，
总播放量达 60 亿次，平均来看，李
子柒单个视频的播放量远超CNN！

正因为如此，“没有一个字夸中
国好，但她讲好了中国文化，讲好了
中国故事。”官媒这样的热评 ，真是

恰如其分，十分到位。
再说，与奶奶相依为命的李子柒，

虽然只有小学文凭，但搭上互联网的
快车，输出中国传统文化，寻找到了
网络致富之路。据说为了拍出一碗

“二细”的兰州拉面视频，她前往甘
肃，软磨硬泡，拜师学艺，苦练两个

月。200多个镜头，历时3天，每天只
吃一顿饭，拍废的面粉有 20 多斤，做
成大馕吃了半个多月。她能实现贫
家女孩的逆袭，就是一个多么精彩的
励志故事！

值得注意的是，去年年底李子柒
担任了“中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推

广大使”。今年是全国脱贫攻坚战的
关键年，网络扶贫已成为其中的重要
一环，直播带货、电商进驻在各地层出
不穷。除了职业网红，很多地方官员
也走进直播间为当地土特产“代言”。
从乡村走红的李子柒确实能给当下网
络扶贫带来启示。

如今的网红已经不是贬义词，网
红教师、网红医生、网红警察等等正能
量人物层出不穷。对于已经生活在互
联网时代的孩子们，他们自己就可能
已是某个网红的粉丝，学校出考题就
没必要回避了吧。

天宁民建 杨维忠

励志的网红值得传播

将李子柒和袁隆平放在同一标
准进行比较，认为李子柒和袁隆平

“不管是涉及领域还是影响，没有可
比性”，其出发点一定是认为袁隆平
爷爷对世界的贡献大，而李子柒，无
非只是一个“网红”。

随着短视频、直播的兴起，越来
越多的人走红于网络。尽管一些

“网红”成名确实因为其才华，但也
有不少是因为搞怪作秀或是网络推
手运作。现在人们提起网红，更多
地会想到“整容脸”“淘宝店卖家”

“抖音大V”……“网红”成为“一种
喧嚣的泡沫”。这些都难免让人
在看“网红”的时候戴上有色眼

镜，导致部分人认为在语文期末卷
的试题中出现李子柒，并出现其粉
丝数的介绍，会带偏未成年人的价
值观。

个人认为李子柒这位网红，是值
得敬佩的网红。她的视频主题是古风
田园生活，从她的作品中能看到一个
普通人的真善美——对生活的真诚、
对亲人的善良和对事物美的追求。最

开始，她凭借一己之力，用一部手机拍
摄几千条素材，剪出一部仅仅十几分
钟的视频；拍摄《兰州牛肉面》的视
频，她跑到拉面馆拜师学艺，练了一
个多月，每天拉到手臂发酸；拍《蜀
绣》，她跟非遗大师孟德芝学习了半
年；拍《文房四宝》，她花了两三年的
时间请教老工匠。她的视频很好地
展现了中国人独立自主、努力向上、

勤劳孝顺的优良传统，而她视频中的
美食、美景，更让人对生活的“美好”
多了期待。她的走红恰恰印证了“越
努力越幸运”这句话。

李 子 柒 的 确 没 有 袁 隆 平 对 人
民、对世界的贡献大，她不过是热爱
生活、努力生活的普通人罢了。但
她传递的正能量，影响着喜欢她和
看到她的人们，这不是更好地诠释
了生命的意义吗？我们的孩子，未
来可能成为不了袁隆平，成为不了
李子柒，但是，他们可以做这个世界
上渺小但依然发光的微尘，因为，每
个热爱生活的积极向上的人都是值
得赞颂的。

常州市怀德苑小学 庄洁

每个热爱生活的人都值得赞颂

“11幢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大家好。今天我犯了一个错……”7月23日，宁波市北仑区一个小区
内，一封贴在11栋二单元电梯里的检讨书刷爆了业主群。写检讨书的是一名8岁男孩，他乘坐电梯时贪
玩，将32层楼层键全按了个遍，妈妈发现后引导孩子认识错误，并要求他写检讨书向邻居们道歉。对此，
你有何看法？话题来稿截止时间为8月4日，字数在600字左右。

宁波海曙区小学语文期末卷的一道试题在日前引发热议，原因在于题目中出现了李子柒。题目旨在展示中国传
统田园文化，却添加了李子柒粉丝数的介绍。对此，不少网友表示赞同，认为这样的题目与时俱进，可以拓宽学生眼
界，让其了解到除课堂文化知识之外的其他方面的知识。也有不少人反对，“李子柒和袁隆平，不管是涉及领域还是影
响，没有可比性。题目不适合小学生。”“可以出有关网红的考题，对网红做评论，但不能具体到某个网红。”对此，你有
何看法？

北郊初中学生学习急救方法 西横街小学学生陈晨和妈妈在锄草

李子柒（网络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