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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丰收从来都
属于辛勤耕耘的人们。“良好的开端是
成功的一半。”新学期开学了，我相信
同学们一定会满怀信心走向成功。

树立一个信心：我能行。自信心
对我们的学习很重要。我们读书学
习，需要有决心、有信心、有行动。在
这儿送给大家三句话：“相信自己，我
能成功！鼓励自己，天天成功！超越
自己，一定成功”！

培养一个习惯：自觉自愿。学习
进步，贵在自觉。我们要在老师的指
引下，培养自己良好的行为习惯、学习
习惯和生活习惯。同学们要自觉自愿
遵守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和学校的规
章制度，自觉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
生活习惯。

创设一个环境：文明有序。同学
们要做到语言文明，行为文明。在校
园内不乱丢杂物，团结同学；在校外遵
守交通规则和社会公德。在家尊重父

母，在社会，做一个热爱祖国、遵纪守
法、诚实守信、文明礼貌的优秀小公
民。学会用微笑面对他人，让校园充
满阳光。让文明的气息洋溢在学校的
每个角落。

确立一个目标：超越自我。希望
每个同学都能够确立新的明确的学习
目标，并在平时用自己的行动去实现
它们，使自己不断进步，不断从中感受
到成功的喜悦。

金坛区西城实验小学校长 杨国华

为更好的自己而努力

近年来，“她力量”已在各行各业
顶起半边天。来自新北区教育局的数
据，截至目前，全区小学女校长占比
58.62%，幼儿园女园长占比100%。

在第36个教师节到来之际，我们
对话新北教育界的杰出女性，一睹“铿
锵玫瑰”的风采。

是相扶前行的好伙伴，
也是携手共进的“共同体”

江苏省特级教师任丽芳，去年被
提拔为新北区百草园小学校长。上任
一年来，这座新城市中心的新优质学
校，在任丽芳的带领下，成为一座小巧
精致的教育花园——探索课程综合育
人的校本路径，全面推进课堂转型；借
助“四有”好教师项目建设，以“百香雅
集”为载体促进教师梯队发展。

任丽芳的成长，得益于新北区教
育局的培养。“我曾在乡村学校任教
20年，当时区教育局在优秀青年教师
中遴选了20名高层次培养对象，我被
送到市名师工作室、名校长基地进行周
期性培养，并领衔区优秀教师培育室，
提拔我到副校长岗位进行锻炼。五年
中，我在管理和教学上获得了双专业螺
旋递进式的快速成长。”任丽芳说。

成长的同时，任丽芳不忘反哺教
育事业。她发挥专业特长，领衔常州
市名教师工作室，为全区培养出了一
批学科领军人才。

携手共进，不仅在构建“共同体”，
更在于推进区域教育的内涵建设和科
学发展。

新北区幼儿园多年来持续推进城
乡牵手结对活动，一所省市级项目园
牵手一所农村薄弱幼儿园，研究过程
向薄弱园及所在片区的所有园开放，
逐步实现“名园领衔、全员卷入、平等

对话、经验辐射”的课程建设新形态；定
期举办经验分享、专题研讨等类型的沙
龙活动，聚焦课改现场以及园本经验，开
展每月幼儿园开放活动。

此外，新北区还组建了“幼教之声”，
为各园所管理者和教师提供线上交流平
台。在这里，园际之间及时分享课程资
源、教学经验，加强动态联系，省内外名
园的成功经验得以推广。

是学校高位发展的引路
人，也是教师成长的同行者

2016年，我市首批义务教育“新优
质学校”名单公布，新北区三井实验小学
榜上有名，成为全区第一所入选的学
校。而彼时，正是徐燕娟调任三井校长
的第二年。

曾经先后在百丈中心小学和春江中
心小学任职的徐燕娟，对于校长的角色，
有自己的理解：无论是百年老校还是新
建学校，最关键的，是要基于学校现状进
行文化顶层设计，用校本化的教育哲学
和办学理念统领学校发展。

五年来，从首席教师工作室到值周校
长联盟，徐燕娟为每一位老师搭建成长平
台。从高位引领到同伴力量，从思维锤炼
到持续行动，从自我成长到成就他人，徐
燕娟当起了教师成长的“点灯人”。

在新北区银河幼儿园，教师间流传着
这样一句口头禅：“被折磨是一种幸福”。
而“折磨”他们的，正是园长吴亚英。

在老师们眼里，吴园长是出了名的
“拼命三娘”，用11年时间，撬动幼儿园
课程的整体变革，进而带动了园所的跨
越式发展。

2007年起，吴亚英先后带着新桥、
银河两所幼儿园的教师，扎实推进幼儿
行为观察工作，积累了一套系统的幼儿
观察经验，让“眼中有儿童，心中有目标”
的理念得以落地。

“我们建立了专业化、标准化教师队
伍建设机制系统，提炼出有推广价值的
银幼范式。包括多元化的招聘机制，‘要
者上、能者上、优者上’的培优机制，三类
教师队伍专业化培养机制，与银幼特质

教师相匹配的实证研究机制等，让幼儿
园成为教职工快乐工作、幸福生活的精
神家园。”

除了一园之长，吴亚英还是常州市
“童心解读”名师工作室领衔人。在她看
来，每一位教师都如同一粒种子，生长源
自其本身的“内驱力”。“我的工作是为他
们提供充分的阳光、丰沃的土壤，促进其

‘内在潜力’的发展。”

是老师的“良师益友”，也
是学生的“爱心妈妈”

“从教师成长为校长，我知道教师需

要什么，我也知道自己的使命是什么。”
今年是万莺燕任新北区春江中心小学校
长的第五年。她深知，被关注、被重视、
被激励，是每个人成长中都需要的，因
此，她也将曾获得的温暖与能量，传递给
老师们。

比起上下级关系，万莺燕更愿意把
自己当成老师的家人和朋友——每学期
开学给老师送一盆绿植，给每位教职员
工写生日贺卡，为老师准备润喉糖，逢年
过节为教师子女准备礼物，关心他们的
学习生活。

工作中，一起阅读，一起研讨，一起
创造价值，所有重要的时刻，万莺燕总与
老师们在一起。正是她无微不至的关
爱，教师才更有归属感，积极为学校发展
出谋划策——年长的教师站在学校的角
度看待问题，提出建议，优化学校管理；
年轻的老师更懂孩子，他们对学校教育
和课程教学常常有自己的思考，给万莺
燕带来启发。

在“百年老校”新北区薛家实验小
学，校长盛亚萍谦称自己是“新校长”。
但已从教33年的她，却始终坚守着一
个信念——“把每个学生都当成自己的
孩子”。

回忆起当年做班主任的日子，盛亚
萍感慨良多。“那时，全校出名的‘调皮
王’调到了我班，我时时把他带在身边。
学习成绩落后，我帮他补课到很晚；回家
路上怕生事，我把他护送回家；身体生病
了，我送他上医院；老毛病重犯时，我一

遍又一遍给他讲道理。”盛亚萍的爱心和
耐心，感染着一届届学生。如今，她仍不
时收到学生们发来的问候短信，坚守着
教育的初心。

盛亚萍的“暖心”还在教师队伍中
蔓延。薛小创设暖心工程，评选月度人
物、年度感动人物，点燃了教师们的工
作热情。

是雷厉风行的“女强人”，
也是张弛有度的“多面手”

女性力量在社会中越发强大，而如
何兼顾事业、家庭、社会角色，也体现着
女性智慧。

“作为一名女性校长，只有在各方面
做好平衡，才能安心生活、静心工作、潜
心奉献。”新北区香槟湖小学校长沈亚萍
告诉记者，自己习惯于对家庭生活、工作
情况制订长短结合的计划，不打无准备
之仗。

工作中的沈亚萍，勤于思考，善于
规划，用心用脑，讲求工作效率。而她
的背后，是家人充分的理解和支持，让
她心无旁骛，为教育事业奋斗。“家人
不仅分享我工作中的喜悦，还在我遇
到挫折时开导我，给我鼓励，促进我身
心健康。”

人大代表、机关作风建设观察
员 、卫 生 健 康 系 统 行 风 作 风 监 督
员 ……在履行多种社会角色中，新
北区龙虎塘街道中心幼儿园园长高
亚媛同样收获着异域思考，也领悟
着学校教育肩负的使命。

龙虎塘街道中心幼儿园设玲珑园
区、盘龙园区、腾龙园区、盘龙新园区四
址，一体化管理，亦需要高亚媛统筹兼
顾。“这也促使我回归学校更深，回归初
心更真，回归生命更诚。”

杨曌 沈含嫣图文报道

新北教育界的“她力量”

她们她们““乘风破浪乘风破浪””，，绽放女性光芒绽放女性光芒

本报讯 教育部日前公布2020
年“中外人文交流明材工赋学堂”
项目共建院校名单，常州机电职业
技术学院与全国其他 16 所院校共
同入选。

中外人文交流明材工赋学堂项目
由教育部中外人文交流中心与上海明
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实施，旨在
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国家职
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关于加强和
改进中外人文交流工作的若干意见》

等文件要求，扎实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背
景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需高素质劳动
者和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促进职业教育
国际交流和中外民心相通。

机电学院历来重视中外人文交流
和国际合作，在国际化人才培养、国际
院校合作等方面深耕细耘，服务“一带
一路”国家战略，打造智能制造国际服
务平台，推进标准领引、团队领航、人
才领英、工坊领跑、技术领新、资源领
学等“六领工程”，构建了“一核六领”

国际合作模式，打造高职教育国际化
品牌。

学院负责人表示，下一阶段，该院将
以“学堂”项目为载体，继续以人文交流
理念为指导，深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推动电子商务与智慧物流海外学院
的建设，开发和应用具有“技术+人文”
特色的课程体系，拓展学生文化自信、国
际视野和人文交流能力培养，努力为国
家长三角一体化建设等重大发展战略提
供人才支撑。 （于斌 尤佳）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入选教育部“中外人文交流明材工赋学堂”项目

在我们漫长的人生中，同学们有
很多选择，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选择题的答案：选C。

我们的同学都作出了第一个“C”:
CTITC，常州旅游商贸高等职业技术
学校。在这里，入则历史文化景点，出
则繁华商圈，高铁新城。在这里，你可
以实现曾经的不可能。C还代表了什
么呢？

confidence、challenge、captivation、
country 旅商学生是自信的、富有挑
战精神的、有魅力的和心中有国家的。

在旅商，我们每个人都要建立一
套如境人生导航系统，去定位自己的
人生梦，去指引我们做好每一次选择。

进阶过程自主可控，良好本我境
界的达成只要通过良好的锻炼习惯就
可以实现；自我境界，通过独立思考，
学会学习，保持一定的职业竞争力即
可。超我境界，通过加入到党和政府
的号召，地方产业发展的大战略、大趋
势中去工作、去创业，主动担当，把追

求社会责任作为出发点。常州正在建
设文旅休闲明星城，在这样的大趋势
下，尽自己的所能服务城市的发展，也
许是从设计常州文创产品开始，也许是
做好一桌常州菜开始，也许是从讲好旅
商“常州之窗”常州历史文化旅游景点
的故事开始。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学
会导航你的人生，学会做人生的选择题
和简答题，在这里，创造属于你的精彩！

常州旅游商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秦益霖

新起点，做好选择题和简答题

当我们回归校园之时，我想每一
位同学都会多了一份责任和担当，多
了一份对这个民族未来的思考，也多
了一份对自己未来的期许。

2020年，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中国
力量，而且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国速
度，以及每一份平凡职业中的人们所
带给我们的温暖与感动！

同样，当同学们选择了一所学校
时，要了解学校的校史、校训以及文化
精神等，真正地去爱自己的学校，在几
年的学习时光里和你的老师和同学们
一起去建立一个和谐团结向上的班
级，创造出属于你们青春的辉煌。

厉行勤俭节约，在食育中修身养
德。切莫把日常微小的事物看轻了,
从而不知珍惜。要知道每一样东西的
背后有多少人的辛勤付出,有多少能
源的消耗；桩桩件件来之不易。众所
周知，中华民族的“食”文化不可谓不
丰富。我们要学习中华源远流长的饮
食文化，了解我国传统的饮食风俗和

礼仪，了解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饮食
特点，从中培养爱国情怀，传承我国天
人相应的质朴饮食观。

人生不仅是一段生命，还应当是
一段有质量的生命，而且每个人最好
的时刻，永远是当下。正如电影《无问
西东》中的台词，坚定你的选择，“爱你
所爱，行你所行，只问初心，只问敢勇，
无问西东”。在以后的每一天里乘风
破浪，不忘初心自觉行，勤勉敬业再出
发，用实际行动书写青春的华丽篇章！

勤业中学副校长（执行校长）卢凌

勤勉敬业再出发

节俭，不是物质的匮乏，而是精
神的自律。今天只打了 2 个菜，不是
因为饭卡上钱不够多，而是因为知
道自己能吃下多少。“只不过多了一
点点，浪费一点点没关系”是一种对
自己欲望的放纵。而放任这件事，
只 要 有 一 次 ，就 会 有 以 后 的 无 数
次。所以，一粒米一个人，始于餐
桌，终于品德。

节俭，不是吝啬的体现，而是尊重
的外显。“可以多下来倒掉，但不能光
盘显得不够吃”，这是很多人在餐宴上
铺张的托词。你是否知道中国、英国、
美国的国宴一般只有4-5道菜组成？
对来宾的尊重体现在对菜色的挑选和
营养的搭配上，只选择恰当的菜量，是
珍惜和尊重。所以，一粒米一群人，始
于餐桌，终于敬畏。

节俭，不是守旧的古板，而是文化
的传承。把握好“度”的节俭，是拒绝
了攀比、冲动之后的理性。“奢靡之始，
危亡之渐。”而我们从站起来、富起来

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正是伴随着每
一个阶段“勤俭节约 反对浪费”实现
的。所以，一粒米一代人，起于传承，
终于延续。

节俭，不是个人的自由，而是国家
的安全。民以食为天，能不能吃饱肚
子是关系着国计民生的重大事件。我
们遏制的不仅仅是“舌尖上的浪费”，
更重要的是珍惜“手中有粮，心中不
慌”的衣食无虞的局面。所以，一粒米
一国人，起于珍惜，终于爱国。

常州市戚墅堰高级中学校长 史金花

粒米谈节俭

2020年，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年
份，它将因成功脱贫和全面小康目标实
现被人纪念，也必将因全国人民众志成
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而被后人提起。

在这场疫情抗击战中，我们体会
到了国家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价
值，感受到了社会自由、平等、公正、法
治的力量，也时常被生动诠释爱国、敬
业、诚信、友善的人和事感动着。

写在大地上的历史，每一段都有
自己的里程碑。2015年，纪念抗日战
争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2016
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2017
年，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
2018 年，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2019
年，迎接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与世
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交汇。中国综合
国力发展之快、世界影响之大百年未
有，中国的世界贡献、大国责任的快速

增长百年未有，中国的道路、理论、制度
和文化的全面自信百年未有。

一个国家最美的风景，就是这个国
家的年轻人。你们有幸遇见这样的时
代，但时代更有幸，遇见这样的你们。希
望你们去拼搏、去创造，去遇见更好的自
己。也希望我们伟大的祖国因为你们变
得更加强大和美丽。

在充满暇想的历史交汇期，让我们
一起奋斗、感受幸福、成就梦想。

武进区湖塘实验中学副校长 张伟俊

奋斗在历史的交汇期

昨天，你们带着有意义的旧物踏
入校园，签名承诺、交换物件、在“惜物
馆”里拍照打卡，抽“盲盒”玩老游戏
……你们在解小的“时光机”里体验快
乐，感受“惜物”的美好。

作为新时代的小学生，如何响应
党的号召，做一个“惜物”好少年，在解
小的“时光机”里快乐前行呢？在这
里，我想送给大家两把金钥匙。

第一把金钥匙：感恩与尊重。二
年级下册的语文书里有一篇课文叫

《千人糕》。课文中的爸爸告诉孩
子，一块普普通通的糕点，要经过很
多很多人的劳动，经过很多很多道
程序才能做成。可见，任何劳动成
果都是来之不易的。“惜物”，不仅是
对劳动的尊重，对他人付出的珍惜，
更是对自然、社会的一份感恩与尊
重。所以，让我们行动起来，节约粮
食、节约水电、爱惜文具……从身边
的点点滴滴做起。

第二把金钥匙：智慧与创造。绘
本故事《爷爷一定有办法》，心灵手巧
的爷爷，总是能把看上去可以丢弃的
旧东西重新变成新的生活用品，给孙
子带来快乐。原来，“惜物”还蕴含着
智慧与创造，这份智慧和创造都是源
自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对他人的关爱。

学海小浪花，惜物正当时。让我
们珍惜所拥有的一切，养成勤俭节约
好习惯，争做惜物美德好少年。

常州市解放路小学 蒋琳

学海小浪花，惜物正当时

任丽芳任丽芳（（中中））与学生在一起与学生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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