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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常州市卜弋小学的常州晚报小记者来到钟楼区邹区镇安基村，开展红领巾寻访美丽乡村实践活动。小记者们聆听安基村发展历程报告；参观民俗文化馆，寻找运河
遗韵；在千寻博物馆，探秘邹区“灯文化”。此次寻访，小记者们拓展了视野，见证了家乡的巨大发展⋯⋯

卜弋小学常州晚报小记者专题活动

悠悠运河遗韵 活力安基新农村

走进千寻灯博馆，你能看到灯
的演变史，从取暖的篝火，再到燃烧
的蜡烛，最后到现在的 LED 灯。我
不禁感叹：这些都是人类智慧与汗
水的结晶啊！

展厅里有寄托美好愿望的孔明
灯，富有古风韵味的油灯，过年喜庆
的红灯笼等等。还有两台发电机，
只要你不停地蹬踏板，暗淡的灯管
就会渐渐发出光亮，最后流光溢彩，
灿若星河。还有那一颗透明的玻璃
球，它把“闪电”藏起来了，当你的手
触碰它的外壳，“闪电”就会伸出好
多触须“攻击”你，有点麻又有点儿

热，像个年幼的孩子在保护着什么，
对靠近的人拳打脚踢⋯⋯

到了晚上，路灯亮了，安基村变
成了璀璨夺目的灯的海洋，天上的
星辰都逊色于它们。灯的造型、颜
色数不胜数。“巨型灯泡”像只变色
龙，一会儿变成了海洋的深蓝，一会
儿变成了太阳的火红，再一看又变
成了春天的嫩绿。嘿！那还有一只
翱翔于天际的金龙，一片争奇斗艳
的花丛，一抹耐人寻味的晚霞，一种
幸福美满的生活⋯⋯

卜弋小学五（2）班 刘盈
指导老师 黄晶晶

点亮安基之美我 们 看 到 了 安 基 村 Logo：两
条弧线加上三条波浪线。导游告诉
我们：两条弧线代表的是景区内的两
座桥，三条波浪线则代表新运河、老
运河和慢河。弧线和波浪线合起来
就像一个灯泡，代表了安基村非物质
文化遗产之一：灯文化。

我们先来到了党支部服务中
心，听了安基村发展历史：“安基村
位于京杭大运河畔，城镇交界，环水
而绕。这里本是个集体收入少、村
民人均收入低的经济薄弱村，美丽

乡村建设启动以来，安基村发挥得天
独厚的地理优势，凸显邹区灯光特色，
激活夜经济，秀出新夜态。”

我们来到了民俗文化馆，了解了安
基运河文化发展史，跟随观光车游览新
运河生态廊道，了解生态之美。农耕、
梳篦、乱针绣、留青竹刻、萝卜干⋯⋯这
些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宛如一颗颗
明珠镶嵌在运河两岸，也在我们心中播
下了传承历史文化的种子。

卜弋小学四（4）班 于昭宇
指导老师 庄伟琴

探访幸福安基村

“城市郊野运河慢村”——新鲜
别致的标志映入眼帘，我们到达了
村口。一望无际的大草坪，绿油油
的，像一片绿色的海洋，那绿色的
草坪上点缀着五彩缤纷的野花，姹
紫嫣红，树木花草依偎在它的身
旁。房屋整整齐齐地排列在路的
两侧⋯⋯

导游小姐姐给我们讲述了安基村
的由来。原来村里有座叫“安基”的
庙，安基的名字被传承下来。安基村
是离运河最近的一个乡村，又被称为

“电灯城”，村内有一个博物馆，里面有
许许多多的古灯⋯⋯

卜弋小学五（2）班 杜嘉成
指导老师 黄晶晶

安基村紧邻京杭大运河，每到
夜晚，村子简直成了灯光秀，房前屋
后、田野花海就被数千种造型灯光
点亮，五光十色、绚丽无比，成为了
夜晚乡间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安基村的千寻灯博馆高大靓
丽，主题有趣鲜明。推开大门，一
股浓浓的文艺气息扑面而来，仿佛
沉入灯的海洋。抬头仰望，便置身
在星星点点的灯饰中，感觉如坠入
星空一般。博物馆内的一切事物
栩栩如生，两个原始人取火的雕
塑，孔明灯的投影，都十分逼真。

在博物馆内，我们知晓了灯的来源
及发展：原始人击石取火，将两块
石头碰撞，擦出火花，火花划过光
滑的石头又掉落在木头上，燃起火
焰，这是世界上第一把火，也是第
一盏灯。自此以后，灯不断发展，
蜡烛、油灯⋯⋯直到如今便利的高
科技电灯。

安基村，一个美好又充满希望
的村庄。乡村的人们，在这美丽的
画卷中，携手共创幸福的未来！

卜弋小学五（1）班 沈御廷
指导老师 姜惠华

安基村位于运河边，是一个美丽的乡
村，很多人都喜欢去那里拍照，是一个网红
打卡地。

我远远就看见“安基村”三个大字，侧面
还有“城市郊野，运河慢村”，特别清晰。一
走进村子，只见一条宽阔的水泥路向北延
伸，路的左边绿树成阴，右边则是一片非常
开阔的草地，掺杂着各色的花。风是它们的
舞蹈教练，所有的花和草就整齐地跳起舞
来，欢迎外来的游客。

在安基村，我们听了美丽乡村奔小
康建设汇报，参观了民俗文化馆，在灯博
馆里了解了新奇的“灯文化”，乘坐观光

车游览了运河生态廊道⋯⋯听讲解员大
姐姐告诉我们，原来的安基村可不是这
样的，老百姓生活仅靠几亩薄田，日子很
艰苦。改革开放以来，党和祖国的好政
策让安基人民富起来了，安基——这个
运河边的小乡村，凭借它独特的地理优
势，打造“水文化”和“灯文化”，显现出勃
勃的生机和活力。

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更
多的像安基村一样美丽又富饶的村庄，在
祖国的大地上迅速崛起！

卜弋小学四（2）班 周君怡
指导老师 孙文雅

安基村内处处可见安基兔，讲解
员告诉我们：安基兔是安基村的吉祥
物，兔子喜欢吃萝卜，萝卜干是这里
的特产。虽然现在国富民强，人们的
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萝卜干仍是
人们餐桌上的一道美食。安基村还
有一片面积不小的萝卜种植基地呢！

我们来到一条长廊，长廊上记
载着悠久的历史与民俗文化：安基
村历史悠久，不过以前的安基村和
现在简直是天壤之别，以前安基村

建筑简陋，河水浑浊。现在国家富裕
了，党的政策好了，人们过上“小康生
活”，现在的河水清澈见底，以前的茅
草屋也变成了高楼。

安基村真是个美丽的地方。春
季，花儿争奇斗艳；夏季，炎热中透着
一丝凉意；秋季，萝卜收获颇丰；冬季，
暖而不燥。这美如仙境的地方，期待
您的到来。

卜弋小学四（4）班 曹馨硕
指导老师 庄伟琴

安基村鸟语花香，景色宜人。我
们来到碧绿的大草坪，一个个拿起画
笔，给风筝涂上了美丽的颜色。不一
会儿，各式各样的风筝就诞生了，七
彩的蝴蝶、可爱的小金鱼、长长的蜈
蚣⋯⋯一个个漂亮极了！

大家跃跃欲试，争着想把亲手
制作的风筝放上天。我也不甘落
后，信心满满地一手拿着“老鹰”风
筝，一手拿着线轴跑了起来，可是风
筝像跟我作对似的，一会儿就摔落
在了地上。我毫不气馁，继续第二

次尝试。这次，我将风筝举过头顶，
一边快速奔跑，一边不断地放线，因
为把握好了风向，风筝慢慢地越飞
越高，一只展翅高飞的“雄鹰”，投向
了蓝天的怀抱。看着自由飞翔的风
筝，我开心地大声欢呼：“成功了！
成功了！”渐渐地，天上的风筝越来
越多，一只只彩色的风筝在天空飞
扬，我们放飞的不仅是一只只风筝，
更放飞了我们的希望和梦想！

卜弋小学五（1）班 何锦瑶
指导老师 姜惠华

放飞梦想安基人家自古以来依河为生，依
河而兴，农耕、酒酿、养蚕、梳篦、乱针
绣⋯⋯这些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犹如一颗颗明珠镶嵌在运河两岸。

我们坐着游览车参观了千寻灯
博馆，沿途的美景尽收眼底。整洁
的柏油马路，气势非凡的洋房别墅，
还有那造型憨厚可爱的安基兔，好
一幅现代化的乡村美丽画卷啊。原
来这就是新农村，既淳朴又不缺时
尚元素，除了有大片可供观赏的植
物，还有儿童乐园，更是添了好多网
红打卡地⋯⋯没一会儿，我们便到
了造型独特的灯博馆，我在那里找

到了我的最爱：发电健身车。它的传
动系统中设置有增速装置和发电装
置，然后把人运动中消耗的体能转换
为电能，边运动边发电，你说神奇不神
奇？告别了灯博馆，我们坐上游览车
缓缓地行驶在彩虹大道上，看着一路
的风景，我的心里有说不出的羡慕，羡
慕这里的居民，羡慕这里的环境，羡慕
这里的一灯一水。

感谢祖国的强大，让我们的生活
得到大大改善，愿不久之后，处处都是

“安基村”！
卜弋小学四（3）班 刘宇晨
指导老师 张鸿

炎炎酷暑，挡不住我们觅“美”的步伐；
滴滴汗水，留下了我们寻“梦”的身影；阵阵
蝉鸣，见证了我们最美好的安基之行。

一下车，大部队就像吃了“大力菠菜”，
直奔第一个目的地——千寻灯博馆。邹区
可是全国闻名的“中国灯具城”，不仅为当
地创造了很好的经济效益，还逐渐形成了
特有的“灯文化”。从灯博馆出来，老师带
我们来到了一个平坦的草坪，我们忙趁东
风放纸鸢，玩得不亦乐乎。偷偷告诉你们，

风筝可是我们亲手绘制的呢！
美丽的安基村，得益于家乡经济的腾

飞，见证了人们的幸福生活，寄托了乡村的
美好未来。我们不由得庆幸生活在这么美
好的社会中，并体会到了乡村小康生活的
真谛：让每一个老百姓都能在党和政府的
关怀、带领下富裕起来，用汗水与勤劳浇
灌，过上幸福、安康的生活。

卜弋小学五（3）班 孙建楷
指导老师 金鹤

篮球、排球、足球、乒乓球、拉丁
舞、跆拳道、艺术体操⋯⋯50余个学校
参与，近20个体育项目，千余名学生参
与，今年暑假，常州市青少年阳光体育
夏令营活动继续如火如荼进行着。

自2011年起，常州市在全国首次
推出面向全体学生的公益性开放性暑
期青少年阳光体育夏令营，坚持服务
常州学生健康发展，每年让数万名学
生根据爱好免费就近选择参加阳光体
育活动。今年夏令营的主题是“运动
不停步，健康伴我行”，结合我市目前
的疫情防控形势，各校依据本校体育
运动场地设施情况和师资力量，开设
中小学生暑期学校运动队训练营和体
育体验营，对校运动队进行训练，同时
满足更多学生体育锻炼的需求。

孩子喜爱，家长放心

“把孩子送去学校的夏令营，和同
学和老师在一起，我们家长很放心。”
虹景小学学生时文哲的妈妈告诉记
者，今年已经是儿子第二年参加体育
夏令营了，免费、安全、孩子喜爱、又能
学到新本领，体育夏令营在学生和家
长中受到一致好评。

虹景小学今年开设了足球、篮球
和排球三种不同项目的夏令营，一到

六年级有 90 多名学生报名参与。“学校
安排了 6 名教师带队指导，学生可以根
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不同的项目。”虹
景小学体育教师陈松林介绍，该校有不
少新市民的子女，开设公益性的体育夏
令营，也为家长减轻了不少负担。

“以往假期，让他一个人在家也不放
心，报兴趣班又是一笔不小的费用，现在
就没有这个顾虑了。”时文哲的妈妈告诉
记者，儿子从二年级起，就对篮球产生了
兴趣，在夏令营中，他学到了不少的篮球
技巧，因此也十分支持他的这个爱好。
参加夏令营的每个上午，时文哲都会早
早地起床，自己前往学校参加训练。“以
前一到假期就睡懒觉，现在这个坏毛病
也改了，回来以后还会自觉地做作业、看
看书，每天的生活都很充实。”

因材施教，分层教学

兰陵小学作为乒乓球特色学校，已
经多年开设乒乓夏令营。今年的乒乓夏
令营有百余名小学生参与，既有专业的
乒乓队员，也有刚刚接触乒乓的初学
者。“我们为不同层次的学生准备了不同
的教学计划。”兰陵小学乒乓球队总教练
刘一帆介绍，针对初学者，教练们从基础
常识开始教起，运用儿歌、诗歌等趣味性
较强的方式，让学员能记住要点；而对有

一定基础的学生，则加强体能训练和技
术实践，提升专业水平。因为学员众多，
兰陵小学除了配备学校体育老师作为教
练，还外聘了近20名专业乒乓球队员作
为学生们的陪练。“有的教练就是我们学
校的毕业生，现在又回来兼职作为陪
练。他们说，这也算是自己报答母校的
一种方式吧。”刘一帆说。

“因为小球运动对学生的视力有益，
所以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生参与到乒

乓夏令营中来，每年都会有二十多名新
学员参与进来。”刘一帆告诉记者，今年
他们乒乓夏令营的主题就是“放下手
机，一起乒乓”，他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
学生能参与到体育运动中，强身健体，
增强体质。

激发潜力，积极备战

作为承担市队校办的武进实验小学
分校，该校同时也是我市的羽毛球训练
点。今年的阳光夏令营中，有60余名学
生参加训练，且大部分为专业羽毛球队
员或后备选手。

“目前，我们的队员们正在积极备战
江苏省小学生羽毛球大赛。”武实小分校
体育教研组长王洪亮告诉记者，虽然暑
假期间酷暑难耐，但是孩子们依旧训练
刻苦。“每次训练时间为两个半小时，学
生们每天都会带身衣服来替换，但最后
两身衣服都浸湿了。”王洪亮告诉记者，
针对今年特殊情况，今年夏令营也调整
了训练的方案，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
阶段增设了体能锻炼，恢复和提高学生
的体能；第二阶段则为技巧、战术和球路
等练习；第三阶段则为备赛，进行专项技
能测试。

为了激励孩子们，他们还设置了积
分奖励制度，凭借每次竞赛的成绩获得
积分，凭借积分，孩子们可以兑换不同的
礼物，小到饮料，大到羽毛球拍、运动鞋
等，“孩子们积极性都很高，获得奖励后
训练起来更起劲。” 尤佳

坚持10年的阳光体育夏令营

运动不停步 健康伴我行

本报讯 暑假期间，苏州科技大
学商学院“三下乡”抗疫实录青年寻访
团来到中国邮政集团常州分公司邮区
中心局，走近参加抗疫物资运输的“先
进个人”巢峰，聆听他的先进事迹。

抗疫期间，一线补给紧缺物资，巢
峰与他的车队始终处于高强度的工作
之中，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将物资安全
运送到最需要的地方去。疫情就是命
令，岗位就是战场。为了守护这份希
望，中国邮政常州分公司的三个车队
坚守邮路近 70 天，从常州到武汉，一

日往返，交接后又是一班车队出发，衣
食住行都在车上。这段时间内，巢峰
共完成25次往返。

“像巢峰这样奋战在抗疫一线的
工作人员还有很多，他们用汗水与大
爱，为我们书写了平凡之中伟大的故
事。”寻访团成员表示，虽然他们在常
州的社会实践活动暂时告一段落，但
这样的微光故事不会结束，“作为青年
学子，我们也将发光发热，为伟大的祖
国繁荣富强和中国人民的幸福安宁奉
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张锐）

“三下乡”寻访常州邮政抗疫青年

日前，常州市美术教师暑期室外写生教学培训在南通和淮安两地进行，来
自全市的61位美术老师参加培训。

“虽暑气如蒸，挥汗如雨，但写生即写心，老师们感知生活，提取自然物像
经营画面，表达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互相观摩学习，虽苦犹甜。”钟楼区美术教
研员金燮玫表示。据了解，该项目至今已坚持了 13 年，成为提升美术教师专
业基本功、拓宽其艺术视野的有效手段。 孙丹 尤佳图文报道

本报讯 2020 年暑期“名师大
学堂”教师培训于日前结束。据了
解，最初网络选课时，大学堂特邀专
家、常州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德
安医院精神科主任王舟的讲座《教
师情绪管理与自我调节》，500 席学
习名额于30分钟内被“秒光”。

王舟主任曾参加江苏省援鄂医
疗队前往武汉进行心理援助，被授予

“新时代最美逆行者”荣誉称号。他
针对当下教师存在的心理问题，深入
浅出地指导教师如何识别和调节不
良情绪，以积极健康的心理追求幸福
生活。他的讲座受到老师们的热烈
追捧，学习满意度高达100%。

“名师大学堂”作为常州市教师
发展学院的教师培训品牌项目，在
省内外享有较高的知名度，一直深
受中小学教师的欢迎和喜爱。为更
好地助力教师专业发展，今年常州
市教师发展学院提早启动了该项目
的策划工作。全市名优教师自主申
报课程，通过专家初审的课程进入
录制环节，市教师发展学院专门组
织对授课教师进行课程录制专题培

训。课程录制完成后，专家进行复审，
就课程内容、展示形式、录制效果等方
面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最终，113
门课程进入今年“名师大学堂”的培训
菜单，供全市教师选学。考虑到疫情
防控，学习方式采用在线学习的方式，
为教师发展提供个性化的云端服务。
开放选课首日，教师在线选课就达
25000人次，其中教师心理健康、教师
保健及各学段学科专家的教育教学等
专题课程成为“秒抢”目标。

据了解，“名师大学堂”创始于
2006 年，今年已是第 15 届，今年首次
采用了全线上培训的创新举措。立足
于常州基础教育，以菜单式培训为载
体，“名师大学堂”通过主题报告、学术
论坛、成果推介、教学展示等主要形
式，开展教育学术交流，从“高大上”
走向“低小实”，着眼于一线教师教育
教学的重点和难点，专注于基层教师
专业能力的提升。十多年来，“名师
大学堂”参训教师近 30 万人次，受到
全市中小学教师的广泛欢迎，并被评
为江苏省教师队伍建设优秀工作案例
一等奖。 （吴旭裕 尤佳）

连续举办15年，30万人次参训

“名师大学堂”助力教师好成长

兰陵小学的乒乓球夏令营兰陵小学的乒乓球夏令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