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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五星“乐乐们”期待已久的“爱我中华，乐陶陶”拍卖会在五星实验小学报告厅隆重举行。拍卖会筹备历时一个月，从前期宣传、确定拍品、展位布置、登记报
名、拍卖品短片，再到现场竞拍安排，全部由学生参与策划完成。拍卖会现场竞争异常激烈，买家举牌加价声此起彼伏。每一件作品成交、每一个孩子竞拍成功，学生不
仅得到了一件自己喜爱的物品，更是享受着成功的体验，收获着成长的快乐。 黄艳芬

五星实验小学常州晚报小记者专题

拍卖会中享成果
研学，是一次旅行，领略不同的美景；研学，是一次学习，掌握不同的技艺；研学，

更是一次成长，收获别样的精彩！近日，西仓桥小学组织优秀学生和小记者
到佳农生态园进行研学活动，一天的实践活动不仅让运河娃们关系更加紧密，而
且动手、表达、合作、创新能力都得到不同程度的锻炼！ 李荧娇

西仓桥小学常州晚报小记者专题

佳农探趣学成长

开始拍卖了，主持人大声说：“开
始叫价，起拍 100 陶币，每次最多加
500。”话音一落，就有人叫价 600，接
着 1100、1600 越来越激烈，最终，这件
拍品以 11000 的价格被卖出去了。眼
看作品越来越少，我们班一件都没拍
到。接下来的时间，经过袁鑫海的努
力，我们班终于成功拍到一件陶品，
这让我们重燃了斗志，经过我们的坚
持，拍卖会结束时，我们班成功拍到
了三件陶品，老师都为我们点赞。拍
卖会接近尾声，老师总结今天的拍卖
会很成功！

五星实验小学五（3）班 刘飘霜
指导老师 刘伟丽

一件件陶品在大家此起彼伏的
喊声中，“身价”一度涨到 8000 多陶
币，可大家手中的陶币都只有一两
千，这 8000 多陶币的价格从何而来
呢？经过观察，我们发现他们竞拍成
功的小秘诀竟然是团队合作。这时，
耳边突然传来一句话：“个人的力量
薄弱，团队的力量强大。”我立马组织
大家清点手中的陶币。

最后几件陶艺作品的竞拍，只
剩 下 我 们 五（1）班 和 五（4）班 在 不
断 喊 价 ，最 后 在 朱 宸 宣 喊 出 了

“15080”的价格后，五（4）班的竞拍
者 不 吭 声 了 。 只 听 拍 卖 师 喊 出 ：

“15080 一 次 ，15080 两 次 ，15080 三
次！”大家屏住呼吸，落锤成交，我
们欢呼雀跃。

五星实验小学五（1）班 陈籽诺
指导老师 钱娟红

我们到达佳农生态园，同学们欢呼
雀跃地下了车。最让我感兴趣的就是
雨中采摘菊花脑了。一条长长的小路
两边长满了翠绿色的菊花脑，雨水滴在
上面，显得更加好看。我们跟着老师采
了比较嫩的上半部分，短短十几分钟，
就采了满满一袋子。摘完菊花脑，我们
一起动手包春卷、做菊花脑饼，吃了自

己动手做的饺子、春卷、煎饼，感觉味道
好极了！下午我们来到了青蛙谷，我们
每个人拿了一根鱼竿，开心地钓起青蛙
来，青蛙太狡猾了，一个个都逃走了。
接着我们钓起了小龙虾，小龙虾力气非
常大，可我们还是把它钓起来了。

西仓桥小学二（1）班 方璋阳
指导老师 李荧娇

来到生态园我们看到了许多花花
草草。上午，老师带领我们一起玩游
戏，最有意思的就属“贪吃蛇”游戏
了。“贪吃蛇”游戏要人多才好玩，我们
大家先讲好游戏规则，用剪刀、石头、
布来分输赢。输的人要加入到赢的队
伍里去，我们跟三年级的同学们一起

开心地玩着，慢慢的，我们的队伍越来
越壮大，动起来就像一条蛇在舞动一
样。我们越战越勇，最后赢得了胜
利。中午休息后，我们又去钓龙虾、包
饺子、做豆画。

西仓桥小学二（1）班 葛旭
指导老师 沈奇

钓龙虾我们还是第一次。当我们
来到钓龙虾的地方，导游给我们一人一
个钓竿，上面串着肉作诱饵。我们朝
里走，找了一个水坑就开始钓起了龙
虾。可我这半天也没动静，看见别人
钓到了龙虾，我内心非常着急。旁边
的人对我说：“钓龙虾，你要静下心
来。”于是我把心静下来，等着等着，突
然一股力量使劲往里拉，我内心非常

激动：哇，终于有龙虾上钩了。我耐着
性子，轻轻一拉，龙虾真的出来了。那
一刻，我好想大声欢呼。有了收获，我
备受鼓舞，加上刚才的经验，不一会儿
我收获了一小盆呢。这次夏令营，我
还学会了包春卷，体会到了自己的劳
动成果。

西仓桥小学三（1）班 刘思含
指导老师 张彩霞

在佳农，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做菊
花脑饼。菊花脑，听到这个名字的时
候，我觉得特别奇怪。在“百度百科”
的帮助下，我们揭开了谜底：菊花脑
是菊花的一种，内含丰富的蛋白质、
脂肪、维生素、纤维素等，不仅可以炒
菜，还可凉拌或煮汤。接下来就是采
摘啦，我们小组 4 人，任务明确，我采
前面小路的菊花脑，许妍采后面的，
杨紫怡采中间的，成欢拿袋子，将经

过分辨后的菊花脑装入袋中。制作
菊花脑饼，可有意思了。我们将菊花
脑绞碎，做成馅料，再把面团分成几
个小团子，用擀面杖把它擀圆，再把
馅料加入面团中，收口，最后将一个
个可爱的饼放进油锅中，菊花脑饼就
大功告成了。“哇！好香啊！”我们异
口同声地说。

西仓桥小学五（2）班 陈依然
指导老师 金旦

我们来到佳农探趣，那里环境优
美，我们还参观了许多有意思的景物。
参观后，我们来到餐厅，看着桌上各式
各样的菜品，我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
拿起筷子开始吃。桌上的菜都是这里
种植的，好吃又环保，味道十分鲜美。
一顿饱餐后，我们来到娱乐场地，这里
有镜子迷宫、斜着的房屋、大草坪⋯⋯

让我最喜欢的活动是自己动手包饺
子，清爽可口的馅，闻着清香扑鼻，我
想，包出来的饺子肯定好吃！饺子煮
好 后 ，我 一 下 子 吃 了 两 个 ，真 是 美
味！这次游玩十分有趣，希望以后还
能再来！

西仓桥小学二（1）班 张皓轩
指导老师 李荧娇

随着主持人的一声令下，拍卖会
正式拉开帷幕。

拍卖会现场竞争激烈，举牌加价
声此起彼伏。一件件作品陆续拍完，
现场正在开拍的是 6 号拍品——《梅
花笔筒》，这件作品以其丰富的造型、
典雅的釉色而受到众多“买家”的青
睐，价格直往上涨，我们班的同学也不

甘示弱。
随着拍卖师的一锤定音，6 号作

品最终以 29 轮拍卖、16000 陶币的全
场最高价成交，花落我们五（3）班，我
们班同学那得意自豪的神情简直无法
用语言来表达。

五星实验小学五（3）班 孙淦
指导老师 刘伟丽

拍卖到第五个拍品——一个红
色的仿古花瓶时，我们一致觉得放
在讲台上插花挺好。我立刻抢先举
牌，“600”“1000”“1200”⋯⋯随着竞
拍价格一路攀升，最后只剩下我们
和另外一个对手了。“5120！”我大声
喊道。“5350！”对手也毫不示弱。

“5700！”我紧随其后。对手也不肯
甘拜下风：“6000！”在我们将要流拍
的紧要关头，杨彦希突然又给了我
们 300，我赶紧举牌：“6300！”这下
对方撑不住了，我们终于成功了。

五星实验小学五（4）班 史承希
指导老师 张丽黔

“有请今天的拍卖师——邱翊宸上
场。”主持人话音刚落，我就手握拍卖
锤，昂首挺胸走上台。“今天我给大家带
来 8 件拍品。第一件拍品来自三（4）班
陆雅文、吕一一、邵芷煊的作品，作品
500 陶币起拍，加价请举牌⋯⋯”我的话
还没有说完，会场上就传来了此起彼伏
的叫价声“600”“800”“1000”⋯⋯同学们
手握用小思徽章兑换的陶币兴奋不已，
价格一路上扬！当叫到“6000”时，全场

安静了。我环顾四周，确认没有人再举
牌，便亮开嗓音：“6000 第一次，6000 第
二次，还有没有加价的？6000 第三次，
成交！”我大锤一落，完成了第一件拍品
的拍卖。这感觉太棒了！八次一锤定
音，本次拍卖会的陶艺作品全部拍出，
我这拍卖师的角色也得到了在场所有
老师和同学的夸赞！

五星实验小学五（1）班 邱翊宸
指导老师 黄艳芬

随着加价声的此起彼伏，台上
的陶品经过一轮轮加价，我实在买
不起。这时，我灵光一现，可以和好
朋友共拍一件作品呀！这个想法立
刻得到了大家的赞同，我们决定拍
那只憨态可掬的二号拍品——小猪
罐子。二号陶品开始拍卖了，陶币
管理员陈烨赶紧举牌：“1000！”可对
手毫不示弱：“1600！”“2500！”陈烨
喊道。“3000！”对手不假思索地喊。

“4000！”陈烨语气坚定。我们无论
如何都不能让这件中意的陶艺作品
流落他人之手。“5000！”对手仍在加
价，眼看着心仪的作品即将飞走，我
咬咬牙把刚才留在自己这里的最后
200 陶币掏了出来。“5720！”陈烨大
声喊道，对手顿时无话可说，只能坐
下了。

五星实验小学五（4）班 郑歆语
指导老师 张丽黔

本报讯 日前，省教育厅语言
文字与继续教育处处长沈晓冬率队
对常州开展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
下，校外培训机构平稳规范发展的
专题调研。

调研组分别召开了辖市区教育
行政部门相关负责人座谈会和部分
校外培训机构负责人座谈会，就各
地校外培训机构复工复课情况、助
企纾困政策在校外培训行业的落实
情况、单用途预付卡市场秩序专项
整治行动落实情况以及当前校外培
训机构管理和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
问题等，进行了深入的了解和交流。

调研组对常州校外培训机构疫
情防控举措、校外培训机构的总体
复工复课情况以及总体运行情况表

示认可，同时对推进常州校外培训机
构平稳健康发展提出三点意见：一是
要更好地帮助校外培训机构渡过难
关，要加大联合执法力度，会同相关部
门严厉打击无证无照违规办学，尽可
能为合法合规校外培训机构创设良好
的发展环境；二是要进一步增强安全
意识，要会同相关职能部门，加大校外
培训安全监管力度，尤其是消防安全、
食品安全、教学安全、资金安全等；三
是要进一步发挥江苏省中小学生校外
培训机构管理服务平台的作用。

据了解，截止到 7 月 23 日，常州
教育许可类校外培训机构复工复课率
达 92.6%，全市校外培训机构总体运
营情况平稳。

（尤佳 终教宣）

省教育厅调研
常州疫情防控常态化校外培训

本报讯 日前，常州信息职业
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赴南京，
与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六合
区委党校开展结对共建签约工作。

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是全
省示范马院，拥有马克思主义理论
一级学科博士点、教育部高校思想
政治工作创新发展中心、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研究基地等一批高端教
学研究平台。六合区委党校是南京
市干部教育培训的重要阵地之一，

面向经济社会发展第一线，在调研、教
研、科研“三研合一”、试讲、评讲、宣讲

“三讲统一”上积累了丰富经验。
三校签约后，东南大学将发挥示

范马院、一流平台的“顶天”优势，六合
区委党校将发挥面向发展、注重调研
的“立地”优势，全面支持常州信息职
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创新发
展。三校将会细化方案、强化落实，在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学改革、师资队
伍、科研服务、社会培训等方面开展全
面合作共建。 （尤佳 骆建建）

常信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赴南京结对签约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每年升学
季，各校的毕业学子都会满怀壮志走
出校园，扬起事业的风帆，开启人生新
的远航。他们有的走上基层一线，为
人民服务；有的甘为人梯，用爱呵护下
一代；有的不断提升自我，升学深造，
更有无数校友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辛
勤耕耘、默默奉献。

记者近日采访了三名来自在常高
校的大学毕业生，他们用自己的勤奋
和汗水，换来了属于自己的荣耀，谱写
了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

李伟钦是江苏理工学院汽车与交
通工程学院车辆工程专业的应届毕业
生，现已考取江苏省2020年名校优生
淮安地区选调生。

“一个人能力再强也只是沧海一
粟，唯有投入到集体中才有价值。”作
为学生干部，李伟钦为班级、学生会的
集体成长不懈努力，开展丰富多彩的
活动，从理论交流到走进工业园区做
社会调查，他都在集体中默默付出。

2018年盛夏，本着“走进社会、服
务社会、奉献社会”的宗旨，李伟钦牵
头组建新能源汽车志愿服务团队，用
实际行动践行汽车工匠精神，助力美
丽中国建设。他们不畏烈日炎炎，在
各个乡镇和商业综合体，向广大市民
普及和宣传新能源知识，提高他们的
环保意识，将青春的激情和智慧化成
一面火红的“三下乡”大旗。

艰辛知人生，实践长才干。在学
校里，李伟钦积极在学习工作中锻炼
自己，从大一到现在，从优秀学生会干
事到院学生会主席，他始终兼顾学习
和工作。课余时间他奔波于办公室和
图书馆之间，从学生活动策划、实施到
总结；从调研方案设计到数据统计、撰
写结题报告，李伟钦和同学们彼此勉
励，共同进步。

大学期间李伟钦在省级创新创业
比赛中获奖三次、多次获得校奖学
金。在中文期刊《产业与科技论坛》发
表科研论文《产教融合背景下高校大
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研究》，主持一项校
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应
用型高校大学生核心素养与创新能力
教育体系对策研究》。

毕业之际，李伟钦结合个人实际，
立志扎根基层，深入到祖国和人民最
需要的地方去，经过不懈的努力，最终
考取江苏省 2020 年名校优生淮安地

区选调生。在即将踏上工作岗位之际，
他表示将会继续努力，严格要求自己，争
取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业
绩。“今年是决战小康年，我也将尽自己
的能力，为人民群众奉献自己的一腔热
情，服务家乡，回馈社会。”

勇于尝试，不断挑战

陈雪如是常州工学院外国语学院
2016级日语二班毕业生，现被北海道大
学国际传媒与观光研究科录取。

“我参加的第一个比赛是在大一下
学期——系部举办的日语朗读比赛。”陈
雪如告诉记者，第一次的参赛经历给了
她很大的触动，“虽然发挥稳定，但却也
只拿到三等奖的名次。这让我知道自己
的日语仍有很大进步的空间。”因此，进
入大二后，她更加认真也更有动力地学
习专业知识，同时也让她走上了“竞赛”
这条道路。大二上学期，学校举办了一
场主题演讲比赛，虽然没有演讲经验，
但陈雪如还是大胆尝试。在经历一次
又一次改稿背稿、学习演讲技巧后，终
于获得了一等奖。“也正是这次演讲比
赛的宝贵经验，才让我在之后的比赛中
出色发挥，并不断凭借优异的表现多次
获得佳绩。”

学校的平台给予了学生更多的机
遇，与山梨英和大学的交换留学、石川县
的文化研修交流活动、日本酒店集团的
赴日带薪实习项目以及毕业生的自主留
学赴日研修或留学⋯⋯陈雪如很庆幸自
己能把握住每次提升自己的机会。“每一
份耕耘都会有一份收获，大学四年里能提
升自己能力的机会多多，也许是一次演讲
比赛，也许是一次竞赛项目⋯⋯但只要勇

于尝试，挑战自己，就能收获不一样的经
历，发现自己的更多闪光点。”

从大二开始，她就不断地问自己，站
在大学毕业的人生十字路口，自己是选
择就业还是升学？参考了老师的意见和
获得家人的支持后，她决定留学。“最终
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我认为归功于我的
大学生活，一直都有一个明确清晰的目
标，并且都充实努力地完成好每一步。”
她告诉记者，大学的四年，每一年她都有
自己的规划：大一大二打好日语基础的
同时，参加学科竞赛；大三考完日语N1、
英语 TOEIC 后，收集留学信息；大四准
备好计划书等材料后，申请多所学校
⋯⋯每一步的坚持，不仅需要心无旁骛
的努力，也需要不断调整心态。当然，不
管是选择就业或者选择升学，最重要的
都是心态。心态放平，永不放弃，及时调
整方向，总归有一个满意的结果。

回首四年的大学校园生活，陈雪如
说：“虽然今后还有许多未知的挑战，但
我想只要勇于尝试，不放弃坚持到最后，
就一定能守得云开见月明。”

决定了就一鼓作气做下去

今年从常州大学商学院财务专业毕
业的蒋雅清，现就职于中天钢铁，主要从
事成本核算这一项工作。长相清秀的她
性格却很果断，“一旦我有一些念头，就
会很果断地做决定，同时一鼓作气地去
实现它。”

刚入常大，蒋雅清是被该校机械学
院录取的。“我转专业的决定很突然，就
在大一期末考试前，我觉得自己对财务
类的学科更感兴趣，就打算转专业。”做
决定简单，真正实施却困难重重。即便

这样，也没有难倒她，从做决定的那一刻
起，她就开始了充分准备。她告诉记者，
大部分同学都在大一上学期转完了专
业，所以下学期，商学院财务管理专业的
转专业名额就只有三个。“转专业需要参
考大一一整个学年的综合成绩，还需要
经过院领导的面试，同时还要参加数学
学科的考试。”最终，专业成绩扎实的蒋
雅清，以专业第一的成绩，成功转入商学
院，学起了自己梦寐以求的专业。

而这只是第一步。大二上学期，更重
要的任务还在等待着她——跟班重修。

“因为要把大一落下的功课补上，所以那
一学期，我几乎就是教室、图书馆和宿舍
三点一线。”蒋雅清告诉记者，每次上课还
需要从白云校区赶去武进校区，周末两天
也没有休息，“那段日子虽然很苦，但是回
忆起来却是甜甜的，收获满满。”

在商学院的三年，同学也给予了她
很多力量。“我们三个转专业的女生成为
了舍友，同时也是一个学习联盟。我们
相互监督，相互鼓励，完成了共同设立的
一个个小目标。”成功考取银行从业资格
证、证券从业资格证，顺利通过大学四六
级、获得初级会计职称，三个人在共同努
力的道路上齐心协力，共同成长。蒋雅
清更是多次获得学校特等奖学金、国家
奖学金，同时还被评为校三好学生、校优
秀学生干部。

对于未来的职业规划，蒋雅清表示
已实现了第一步，在较大规模的企业就
职。“在大企业中可以使我了解更多，也
能学到更多东西。”她坦言，踏上工作岗
位后，她觉得自己还要学习的东西很多，

“目前就想踏踏实实学，只有将自己提升
到一定高度，才能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
更高的规划。” 尤佳

用勤奋和汗水，换来属于自己的荣耀

李伟钦 陈雪如 蒋雅清

本报讯 日前，国家开放大学
现代物业服务与不动产管理学院在
深圳举办了2020年秋季首批学习中
心签约授牌仪式，江苏城乡建设职业
学院被授予国家开放大学现代物业
服务与不动产管理学院（江苏）学习
中心，成为江苏地区首个学习中心。

据了解，全国13个省市共批准
了 13 家国开大学现代物业服务与
不动产管理学院学习中心，致力于

提高行业从业人员职业能力水平、物
业管理理论研究和课程开发、创新教
学管理模式。

该校相关负责人表示，学校将全
力做好 2020 年秋季招生工作和首批
学员入学的教学、教务管理工作，重点
在职业能力资格与课程教学进一步融
通一体化方面深入研究实践，充分发
挥行业办学优势与有利条件，为行业
人才培养作出更大贡献。（尤佳 姚斌）

国家开放大学现代物业服务与不动产管理学院

江苏城建学院成为省内首个学习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