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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 月 20 日，30 余组常
报小记者家庭相聚常州佳农探趣科
普生态园，共同见证常州市小记者
协会活动基地授牌仪式。

常州佳农探趣科普体验园坐
落 于 钟 楼 区 邹 区 现 代 农 业 产 业
园，占地 600 亩，是一个集农业、
教育、旅游、科技、会务、餐饮于一
体的科普体验园。佳农以“生态、
体验、科普、自然”为核心理念，以

“ 让 孩 子 们 在 快 乐 中 成 才 ”为 使
命，成为自然教育和劳动教育的
领航者，社会实践和亲子活动的
践行者。运营 6 年来，获得国家级
荣誉 5 项；省级荣誉 11 项；市区级
荣誉 24 项。目前是江苏省科普教
育基地；江苏省农学会劳动教育
基地；常州市优秀市级未成年人
社会实践基地；常州市中小学综
合实践教育基地；常州市家庭教
育亲子实践基地。

现在多数中小学学生学习、生活
的场所都很少有机会直接接触农业，
对农业的认识极其薄弱。常州市小记
者协会和常州佳农探趣科普体验园联
合成立小记者活动基地后，常州晚报
小记者们凭小记者证，可免费进入常
州佳农探趣科普体验园，参观和体验
科普园内的各个和农业相关的游乐项
目，深刻感受我国历史悠久的农业文
化；双方还将联合开设一些劳动体验
课程，进一步培养学生“爱劳动、尚节
俭、爱思考、勤动手”的优良品行，锻炼
学生的意志。同时，小记者协会和佳
农探趣科普体验园还将组成“农业科
普宣讲团”，走进各个学校给孩子们做
农业科普教育讲座。

授牌仪式后，在工作人员带领下，
小记者家庭进入园区，体验了科普园
里的做豆腐、钓龙虾、水上晃桥、喂小
动物等丰富的特色项目。

（汪洋图文报道）

佳农探趣园成
常报小记者新活动基地

下期话题

本报讯 开学第一课，以党委书
记曹雨平、校长汤正华为首的常州工
学院全体党委领导班子成员走进课
堂，为学生讲授《形势与政策》课。校
领导们以“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主题，
向学生宣讲《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
论述讲义》（以下简称《讲义》）。

深厚的情怀、独特的视角、生动的
语言、丰富的案例，校领导们给师生带
来了一场场有政治高度、思想深度、情
感温度的思政盛宴，也正式掀起了全

校扎实推动《讲义》学习使用全覆盖的热
潮。课堂上，他们旁征博引、深入浅出，
系统介绍了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
的时代背景、重大意义、科学内涵及培养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要义，寄语
全体同学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主义
情怀、加强品德修养、增长知识见识、培
养奋斗精神、增强综合素质，努力学习，
不断进取，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贡献智慧与才华。同学们表示，本次
开学第一课内容生动详实、内涵全面深
刻，启迪明智、受益匪浅，收获颇多，今后

将刻苦学习，增长才干，努力把自己打造
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
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随着开学第一课的顺利开讲，常州
工学院扎实推动《讲义》学习使用全覆
盖工作已全面启动。《讲义》学习将进课
程、进培训、进日常理论学习，与学习培
训相结合、与党课以及教职工理论学习
相结合，通过课程教学、集中宣讲、专题
讲座、主题论坛、集中研讨等多种方式，
为推动学校事业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
的思想基础。 （尤佳 王超）

常州工学院开学第一课

书记、校长领学《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讲义》

绘本创作、专题活动研究、亲子互
动、主题阅读，9 月 21 日，围绕即将到
来的中秋节，常州市觅渡教育集团冠
英小学面向全体学生开展“月圆人圆”
的主题活动。

作为觅渡教育集团成员校，在”秋
白精神”的引领下，冠英小学积极开展
各类实践与体验相结合的活动。冠英
小学学生成长中心主任王越涛介绍，
遇到重大节日的相关节庆活动，全校
以课程、主题教育活动等形式，引导学
生体验和感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传
统美德和革命传统。

常州市觅渡教育集团冠英小学创
办于 2016 年 9 月。觅渡教育集团总
校长吴毅指出，该校校名沿用觅渡桥
小学 1841 年创办之初的“冠英义学”
中“冠英”二字，取“冠冕群英”之义。
冠英小学将传承觅渡文化，进行融创
研究，以实现学生的无限可能。

融 合
弘扬秋白课程，做未来优秀

的世界公民

179 年的觅渡桥小学拥有及其丰
富的文化内涵，冠英小学秉承集团历
史，着眼于全体儿童的发展和儿童的
全面发展，号召儿童“像秋白一样做
人，像秋白一样读书，像秋白一样成
才，像秋白一样报国”。

9 月 23 日，一（7）班的学生正在
创作中秋绘本。班主任吴依娜介绍，
学生以圆月作为创作线索，加入喜欢
的卡通人物形象，串联成有趣的故事，
最后以小组合作的形式制成绘本。

王越涛表示，中秋节作为传统节
日，最大的主旨就是“团圆”。“团圆不
仅是外在的形式，更是内心的和谐相
通。我们希望通过各类活动，让学生
们与同伴、父母交流分享，激发大家的
感恩之心和民族情感。”

据了解，依据学校及学生实际情
况，冠英小学整合各类社会实践活动、
主题教育活动等，努力做到传统与现
代相结合，实践与体验相结合，校内与
校外相结合，不断满足学生个性化发
展的现实需求。如开展节庆活动，引
导学生体验和感受中华民族传统文
化、传统美德和革命传统，结合“八礼
四仪”的教育，以“秋白精神”为核心，
开设了仪式课程——“觅渡，从这里起
航”一年级入学仪式、“做秋白一样的
好少年十岁成长仪式”等，学生重要的
成长节点，学校都设置不同的仪式，同时
将其作为课程进行开发，充分挖掘仪式

的教育内涵，进行长程的系列活动设计。
此外，觅渡桥小学的特色课程——

教育戏剧和国际理解教育均已进入冠英
学子的课表，形成序列化必修课程与拓展
类选修课程。学校拓宽国际交流的广度
和深度，与更多的国外结对学校在课程建
设、学生活动等方面建立紧密合作关系，
同时搭建多元对外交流平台，近两年已接
待多个国家的代表团或校长团来访。

创 新
开设冠英学院，满足学生个性

化学习

丰富多样的课程应该让学生有所选
择、体验和感悟。在集团课程建设的基
础上，2019 年，冠英小学在校内开设

“冠英学院”，具体包含“冠英文学院”
“冠英理学院”“冠英艺学院”“冠英体学
院”“冠英职学院”五大学院，学院下设
相关多个课程。冠英小学副校长吕震
波介绍，冠英学院首次上线共计 26 门
课程，包括课题研究类课程、设计畅想
类课程、创意发明类课程、英语沟通课
程、运动进阶类课程、小烘焙师课程、经
典国学课程、音乐弹奏课程、戏剧课程、
小主持人课程等。

“创办冠英学院的初衷，一是满足学

生个性化学习需要，二是加强学生实践
性体验和应用。”吕震波表示，在这个过
程中，学生对于一些职业的体验也更加
深刻，不同学科融合的思维方式在此得
到培养提升。

“冠英文学院”的“印象常州”让学生
了解到更多的常州名人、常州风俗和常
州美食等。“新颖的创意教学，让我深切
感受到常州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我发
现了常州这座千年古城的无穷魅力，也
更自豪自己是一名常州人。”学生卞璟雯
说。“冠英职学院”的烘焙课是学生最爱
的课程之一，学生顾商译觉得，“每一次
飘香的烘焙课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完
成一件作品可以给我幸福的感觉。”在动
手实践的过程中，同学们感受到了创作
的乐趣和劳动的意义。

据了解，随着国学馆、图书馆、科技馆、
信息化教学教室、种植基地等的建设完
善 ，冠英小学将在课程数量和质量上进一
步提升，为学生打造多元化的发展路径。

发 展
建设高品质课程，全体儿童全

面发展

手握炫酷的篮球，伴随动感的音乐，
冠英小学三年级的学生整齐划一的原地

运球、行进间运球、击地传球，向大家展
示他们近期的练习成果。自 2019 年秋
学期起，冠英小学在全校开设篮球课程，
每班每周一节篮球课。

据了解，为了开设篮球课程，学校课
程组不断调整，把全校各班的篮球课安排
在最适合学生运动的课次；还特地购进一
批适合小学生使用的小篮球和小篮架。
同时，课程由俱乐部专业教练和本校教师
联合授课，学生从接触篮球开始，就能得
到专业的指导，养成正确的篮球习惯。

篮球课程的开展，让许多孩子爱上了
篮球运动。从普惠到个性发展，去年 11
月，冠英小学又在中年级开设了每周两
次的篮球社团活动。该校体育教研组长
汤玲娟告诉记者，后期，学校将选出一批
热爱篮球的孩子组成校队，通过专业、规
范、合理的训练，让孩子在享受篮球运动
的同时，能在篮球项目上有更好地发展。

四年来，在融创推进的过程中，冠英
小学师生也得到了高位的发展——近两
年，冠英教师共获得了市区基本功、优质
课一等奖 5 人，在区级以上执教公开课
近20多节，覆盖多学科、多领域，在区域
范围里得到高度评价；冠英学生在市区
整班歌唱比赛、英语整班朗读、数学思维
整班比赛中屡获佳绩，冠英学子正在成
长为勇敢、真诚、善思、勤谨的新时代“秋
白好少年”。 尤佳

常州市觅渡教育集团冠英小学

融创传承，实现学生的无限可能

常州市虹景小学秉持“以美育人，多彩发展”的办学理念，用坚持与创新走出了一条“求美创美”的特色办学之
路，实现每一位师生的自我成长——“做最美的自己”。

自2009年建校起，学校就致力于“花文化”的研究，力求探索“教育与自然”的内在关联，打造了四季花开的美丽校
园，创生了“水仙艺术节”等品牌节日活动，催生了《花文化的研究》校本课程。如今，“花文化”更是融为了学校的精神
文化，以“花”为媒，建设花园场域，建构花香课程，开发花事活动，构建学生“花样”童年，努力让“每一颗种子都能开出
美丽的花朵”。对此，你怎么看？话题来稿截止时间为9月30日，字数600字左右。话题领袖学校：常州市虹景小学

本报讯 9 月 23 日，常州市教
科院附属中学“三中心一共同体”
家校协同项目正式成立。这是该校
在“家校共育”方面进行的创新探
索，在全市尚属首家。

“三中心”包括“家长成长中心”
“家长互助中心”“家长资源中心”，三
大中心联动互通，充分调动起家长在
家校共育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参与
性。依托“三中心”，家长、老师、学生
等全体项目参与者，最终均成为家校
协同育人的成长“共同体”。

记者了解到，家长“互助中心”
将组织部分在家庭教育中做得比较
优秀的家长，让他们来帮助其他家
长们。通过分享陪伴子女成长的过

程和家庭教育中碰到的共性问题等，
探讨如何化解矛盾解决问题的技巧，
给予家长们更好的借鉴和操作。值得
一提的是，“家长互助中心”的成员，需
在学校“智慧父母班”至少参加完一年
的学习培训，凭借结业证和较为优秀
的实践表现“持证上岗”，方能帮助其
他家长就家庭教育问题排忧解难。

近年来，常州市教科院附属中学
在家庭教育方面屡有创新，学校已成
功推行了“亲子读书会”“行走课程”

“家长课堂”“智慧父母成长班”等家校
协同育人举措，结合此次“三中心一共
同体”的成立，学校将整合原有活动，
更注重家校共育的年段性、针对性和
系统性。 （尤佳 胡丹）

创“家校共育”新形态

常州市教科院附中成立
“三中心一共同体”

冠英小学一（7）班学生正在创作中秋绘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