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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步道上，我的左边是京杭大
运河，右边是一片菜畦。我嗅到运河
岸边一丝沁人心脾的香味。芬芳的
源头来自于那一片灿烂的野花，坚强
地挺立在一片狭隘、并不肥沃的土地
上。野花与蜜蜂共舞，在徐徐的微风
中摇曳。在我眼前呈现的，是一片烂
漫，一份乡村的礼物。几滴雨点落在

那波光粼粼的河面，不一会儿，一片
朦胧的烟雾渲染了河面，一切都变得
缥缈、不真实了。几只白鹭在天际中
翱翔了一会儿，逐渐化成小白点儿，
不见了。

实小教育集团平冈校区
六（3）班 石珈蓥
指导老师 包丽娟

遥 望 运 河 ，这 水 ，如 碧 、如 玉 、
如 翠 ，那 是 一 种 流 动 的 绿 ，深 沉 的
绿 ，美 妙 的 绿 。 看 久 了 ，禁 不 住 两
眼 发 痴 。 人 间 最 珍 贵 的 玉 石 也 不
及她吧，鱼纹涟漪，柳叶细波，不觉
得突兀，却有别致的感觉。小桥流

水 ，石 座 船 桨 ，完 美 地 融 合 在 一 片
绿 意 之 中 ，看 得 我 如 醉 如 痴 ，飘 飘
若仙。

实小教育集团平冈校区
六（2）班 陈政言
指导老师 赵艳红

本报讯 2020 年常州市职业
学校“技能竞赛月”于近日落下帷
幕。据了解，今年的市赛有全市 11
所职业学校的200余名师生参加。

大赛今年共设 7 个大类 9 个赛
项，包括工程算量（BIM 技术）、数
控机床装调及智能化、汽车服务与
维修、计算机辅助设计（CAD）、数
字影音后期制作技术、会计技能、酒
店服务、烹饪和艺术设计等。

在常州旅游商贸高职校赛场，
烹饪赛项正在紧张地进行着。本次
赛项较往年更细，分为中餐热菜、中
餐冷拼、中餐面点等，选手必须选择
其中两项参赛，全面考察了学生的

基本功。
“技能竞赛月”活动历经 12 个年

头，对学生的选拔也更趋于全面。该
项赛事由常州市教育局、财政局、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主办，常州市
教育科学研究院协办。多年来，通过
赛项设置，考察学生的综合职业技术
能力。参加市赛的选手由各校校赛选
拔而出，在市赛中位列前茅的选手，可
以代表常州市参加之后举行的江苏省
技能大赛。以赛促学、以赛促教，大赛
促进了学校在人才培养模式、课程标
准建设等方面的改革，加快了高素质
技能型人才的培养。

（尤佳/文 王栋/摄）

常州市“技能竞赛月”落幕

本报讯 11 月 18 日至 21 日，第
二届全国技工院校教师职业能力大赛
决赛在杭州萧山技师学院举行。本届
比赛以“德才双馨展风采，工学一体育
英才”为主题，共设 9 个大类比赛项
目。来自全国30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的282名优秀技工院校教师汇
聚杭城，同场竞技。

本次大赛主要为教学设计和说课
答辩等内容的比拼，全面检验技工院
校教师职业素质、理论知识水平、实践
操作以及运用先进教学方法的能力。

江苏省常州技师学院5名教师从江苏省
选拔赛中脱颖而出，代表江苏参加全国
决赛。他们凭借扎实的专业功底和过硬
的业务素质，经过激烈角逐，最终获得 4
个一等奖，1 个三等奖的优异成绩，创造
了学校参加该项赛事的最好成绩。其

中，张静、蒋琪、张世金、谢煜4名教师分
别获得机械类、电工电子类、交通类和公
共类一等奖，刘晨老师获得文化艺术与
综合类三等奖。

多年来，省常技始终坚持以赛促
教，以赛促学，以赛促建，以赛促改，

有效推进了一体化课程教学改革，在
2 年前举办的首届全国技工院校教师
职业能力大赛中，该校另 5 名参赛教
师曾取得 3 个一等奖和 2 个二等奖的
好成绩。

（尤佳 省常技）

省常技

全国技工院校教师职业能力大赛再创佳绩

2020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改革试点赛机器人技术应用项目比赛
日前落下帷幕。由常州刘国钧高等职
业技术学校学生张任天、吴昊组成的
工业机器人技能团队获大赛一等奖第
一名。

据悉，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机
器人技术应用赛项于2017年开设，共
举行四届国赛。刘国钧高职校的工业
机器人团队连续四年入围，并代表江
苏省获得国赛奖牌共计 3 金 1 银。如
此 亮 眼 的 成 绩 背 后 ，有 何 制 胜“ 法
宝”？团队指导教师张俊和刘天宋归
功于全体队员的奉献。

注重细节，分工合作

与很多集训团队不同，刘天宋和
张俊所带领的集训队有着自己的队
名——RobLab。“队名能更好地鼓舞
士气，也能让队员们更有归属感。”张
俊说。

精进技能的前提是规范管理。集
训队队员较多，统一思想很重要。“进
入集训室，就像进入了工厂车间，我们
要求所有的常规细节都必须对标工
厂。”刘天宋介绍，从训练服、鞋子到进
入集训室后的每个步骤和操作流程，
都有详细的规定。“我们还给各个队员
安排了不同的岗位，各自分工明确，相
互配合。”队员罗志主要负责工具箱的
整理和摆放。在别人看来，这是一个
很没有“分量”的活，但把简单的工作
做到极致，也是一种成功。实训室共
有 20 多个工具箱，每个工具箱约有
10 余种不同工具。两百多个工具，如
今小罗了如指掌，哪个工具箱缺什么，

他总能第一时间发现。而在赛场上，他
也能适时给队友递上所需要的工具。“训
练不仅仅在机器上操作，也渗透在各个
环节。比如劳动的过程，也是锻炼队员
们吃苦耐劳的过程，简单的劳动都干不
了，那参加集训的苦肯定也吃不了。”

以老带新，互帮互助

集训队平日的训练仅靠两位指导教
师肯定不够，因此，团队的梯队建设尤为
重要。“队内的一些‘元老’级选手给了我
们很大的帮助。”张俊表示，他们在平日
也刻意培养一些老队员的管理能力。“不
仅仅把学生培养为技能型人才，更高的
要求是让他们成为管理型人才。”

“老生”管理“新生”，“新生”为何服

服帖帖？“师兄们”拿技术说话。集训时
“新生们”会遇到各种难题，这时，“师兄
们”就成为了师长。不会的帮忙解决，
不懂的进行点拨，需要注意的不断提
醒，“师兄们”用自己的真本事，树立了
威信。

心贴心的沟通也换取了新队员们
的信任。为了方便集训，学校把同一
赛项的队员们分在了一个宿舍。2016
级的“大师兄”李明泽架起了队员和指
导教师之间的桥梁。“我和学弟们几乎
24 小时都在一起，所以能及时发现他
们的情绪波动及困惑，也做到尽早安
抚，同时向老师反映问题。”今年五年
级的李明泽原本可以在家专心备考专
转本考试，但是因为放心不下学弟们，
他毅然选择了留校，边做“小助教”边

准备考试。李明泽表示，集训队就是
他的家，在家里最后的时光，自己过得
快乐且充实。

多才多艺 全面发展

“由技至道，技以载道”这八个大字，
在集训基地中格外显眼。“我认为，我们
集训队最大的特点，就是不以得奖牌为
最终目标，更重要的是个人的成长。”张
俊表示，在与队员们相处的过程中，他始
终向学生传递一个理念，获奖并不是目
的，在训练的过程中有所收获，慢慢成
长，获奖是水到渠成的事。

因此，两位教师在平日的训练过程
中，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工科男比较
木讷，我们就鼓励他们多自信表达；年轻
的学生比较浮躁，我们就锻炼他们沉稳
的性格。”在校内举行的主持人大赛、创
新创业大赛等，都能看到工业机器人团
队队员们的身影。从内向到自信，从轻
浮到踏实，刘天宋和张俊看到了队员们
实实在在的变化。他们的“争气”让教练
们倍感欣慰——几年来，团队中有 3 名
学生获国家励志奖学金，3 名学生进入
全日制本科继续深造，就业的学生也进
入我市知名企业工作。

张俊表示，多年的带队训练，让他最
感动的是学生们的“初心”，“奉献精神在
一届届队员中传承”。团队中的每个人
都把自己看作是这个大家庭的一员，而
自己所付出的一切都是应该的。“哪怕一
些队员准备很久却成为陪练，看到队友
们获奖，他们仍能发自内心地为队友喝
彩，继续默默努力默默奉献。这也是支
持我作为家庭一员继续前进的动力。”

尤佳 皇甫大欢

慢慢成长，获奖是件水到渠成的事

不知从何时起，我，便作为灯塔
矗立在这里。我用微弱的光，照亮了
远航的船只，照亮了夜归的行人，照
亮了前行的路程，也照亮了万千的人
生⋯⋯浩浩荡荡的人群，前呼后拥的
朝拜，那是乾隆皇帝下江南；月光、灯
光、波光相辉映，水声、步声、橹声相交
织，那是篦梁人家日夜的劳作；桥桥遥
望，双流汇集，那是龙城大地新运河的

“横空出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任凭岁月变迁，我始终默默矗立在这
里。我用自己的坚守，见证了这古老
运河的繁华，也见证了这江南宝地的
崛起。

老运河畔繁华依旧，带着旧时光的
记忆。新运河畔热闹繁忙，带着新发展
的希望。

实小教育集团平冈校区
六（1）班 符子轩
指导老师 汪洁

格桑花在风中摇曳，白的潇洒、粉的
柔美、紫的奔放；巨大的风车在一望无际
的草坪上缓缓地转动；大小不一、姿态
各异的安基兔随处可见，呆萌可爱。这
一切美好的场景，都源自于美丽的安基
村。漫步岸边，古老的京杭大运河奔流
不息，碧绿色的河水轻轻拍打着两岸，
仿佛在诉说着百年安基村的故事，一下
下撞击着我的心。展翅低飞的白鹭时
而掠过头顶，迎风飘动的柳枝时不时拂
过我的脸庞，让人沉醉于这大自然的美
妙。大桥横跨运河，一艘艘硕大的货轮
发出巨大的喘息声，川流不息地奔走在
大运河上，繁忙无比，呈现好一派江南
风貌。

实小教育集团平冈校区
六（1）班 殷昕珺
指导老师 汪洁

在运河边，讲解员告诉我们，以前这
里很脏很乱，但是通过水利部门的努力，
运河恢复了往日的生机。我看到了运河
上的桥梁与四通八达的道路无缝连接，
方便了居民出行。再看看桥下的运河，
仿佛能联想到古代江南水上运输的繁华
盛景！远处红白相间的灯塔更是令人流
连忘返。我们走在红黄蓝相间的彩虹路
上，不远的地方一望无际的格桑花海随
风摇曳，好像一群少年在翩翩起舞。这
时年迈的老人三五成群结伴而行，他们
在聊天、在散步、在享受生活！

实小教育集团平冈校区
五（6）班 张婉琳
指导老师 徐洁

这是一条英雄的河流，距今已
有 2500 多年的历史。她孕育了唐
荆川、瞿秋白、周有光等诸位名人，
她曾是重要的交通枢纽，生活、贸易
都离不开她。

这是一条无私奉献的河流，经
历着岁月的洗礼。她没有大海的惊
涛骇浪，没有长江的波澜壮阔，没有
西湖的娴静优美，但她淳朴、安详，

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龙城人。千百年
来，都默默守护着我们，不计回报。

宽宽的河道上雾茫茫的，不时还
有白鹭在空中盘旋飞舞，运输的货船
来来往往。这是大运河，我们的母亲
河！我愿成为你的守护者，永远关心
你，爱护你！

花园第二小学三（5）班 王芷雯
指导老师 祝小雨

安基村三面环河，河两岸绿树
繁花，白墙黛瓦的农宅镶嵌其中，美不
胜收。沿岸又星罗棋布了大大小小的
池塘，是一个标准的江南水乡呢。

“小朋友们，安基村美不美？”导
游小姐姐笑着问我们。“美！太美
了！”我们大声回答道。“我们一定要
保护好这儿的环境哦！不能乱丢垃
圾，当好小河长，这样才能让安基村
越来越美？你们说是不是？”“是！”
我们的回答响彻云霄。

花园第二小学三（1）班 章蓓嘉
指导老师 吉洁

大运河在常州穿城而过，千百年
来，古老的运河就是常州的母亲河。
大自然与我们是不可分割的共同体，
天蓝地绿、山川秀美是我们共同的理
想。在这次活动中，我还被特聘为

“钟楼小河长”，我将倡导大家保护母
亲河、爱护自然环境，并为宣传“河
长制”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花园第二小学二（1）班 潘语晨
指导教师 陈芳

我们跟着讲解员沿着运河边的
步道往前走，从讲解员的解说中我
知道了运河的重要性。她说清朝
乾隆皇帝下江南就是走的运河，还
有古时候很多物资也是从运河运
往别的地方，就是在地面交通发达
的今天，运河里还是有大大小小很
多船只在穿梭往来。运河除航运
外，还有灌溉、分洪、排涝、给水等

作用，所以我们要好好保护大运河。
讲解员告诉我们，这几年经过很多人
的努力，大运河河面干净、河水清澈，
两岸都修起了坚固的堤坝，种上了树
木。运河步道干净整洁，边上还有一
条长长的彩虹凳子，这一切景象是多
么的美好。

花园第二小学二（2）班 窦如馨
指导老师 陈燕燕

活动进入尾声，每位小朋友领到
了不一样的风筝，大家发挥想象在风
筝上画出了最美丽的色彩，当风筝缓
缓飞向天空时，一张张甜美的笑脸洋
溢在小朋友们的脸上。静谧的村庄，
朴实无华的农人⋯⋯环保行为，处处
体现，文明整洁，大家坚持，让我们共
筑和谐家园，让地球母亲笑脸盈盈。

花园二小一（4）班 王亦涵
指导老师 刘康宁

我们一路听着解说，不知不觉
来到了美丽的京杭大运河边，宽阔
的河道上，有着穿梭不停的商船，
一副繁忙的景象。不远处，我们看
到了一个高塔，导游阿姨介绍，这
是 过 往 船 只 的 指 路 明 灯 —— 灯

塔。高高的灯塔，身上刷着一道道红
白相间的油漆，在塔顶，还有一个圆
圆的大灯，在晚上，这座灯塔就会亮
起光芒，为过往的船只指明航向。

花园二小一（5）班 陈彦杉
指导老师 周桐

11月1日下午，由共青团钟楼区委、钟楼区农业农村局、常州市小记者协会等单位主办的“小小河长，守护绿水青山”活动在钟楼区安基村开展，来自实小平冈校区、花园二小的50组
小记者家庭沿着运河步道共同游览安基村，感受新农村的变化，领略大运河的美丽风光。活动中，小记者们还被聘为“钟楼小河长”，将为保护水资源、宣传“河长制”贡献自己的力量。

小小河长，守护绿水青山

此次活动让我们“小小河长”的
心中都树立起了爱水、护水的意识，
让所有的“小河长”们加深了对水环
境保护意义的理解和认识，也激发了
我们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自己力量

的信心，用实际行动去感染身边的每一
个人，让更多的人都参与到护水行动
中，共同守护我们家乡的绿水青山。

花园第二小学一（5）班 袁欣妤
指导老师 周桐

讲解员带我们沿着运河步道
参观了京杭大运河，她讲了许多相
关的水利知识。水是地球的生命
之源，没有了水，地球上的人类和
动植物都无法生存。人类目前利用
的淡水，主要是河流水、湖泊水和浅
层地下水，水储量很少。如果我们
没有保护好这些水资源，使水体受
到污染，将会对人体健康和环境产
生很大影响。让我们一起为爱护母
亲河、爱护自然环境出份力。

花园第二小学三（4）班 徐曦妍
指导老师 王艳

运河两岸绿树环绕，水面光影闪烁，
宛如一条精美的绸带，随风飘扬。由于
生态环境的改善，岸边引来了大量的白
鹭在此栖息，它们时而悠闲觅食，时而展
翅翱翔，俨然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我
们忍不住高声朗诵：“白鹭是一首精巧的
诗，一首韵在骨子里的散文诗！”这一切
一切的改变都是源于热情质朴的常州人
民，正是在他们持续努力的综合整治下，

才有现在焕然一新的大运河。
水是生命之源，保护运河就是保

护我们的母亲和家园。当我接过“钟
楼小河长”聘书时，我深知沉甸甸的不
仅仅是手里的聘书，更是这聘书背后
所包含的责任与意义。

实小教育集团平冈校区
五（1）班 冯知遥
指导老师 徐旖

本报讯 日前，江苏理工学院
商学院党委邀请江苏省先进军休干
部、2019年度常州市“十佳母亲”王
文琴与学院党员们分享了自己32年
的大西北荒无人烟戈壁滩上的生活。

邀请退伍老兵、支教教师、抗疫
个人、家庭和不同年龄段的优秀党
员以讲故事的形式给全院师生党员
上党课，是该院对于思政课堂的创
新。“故事党课”让党员们“身临其
境”听党课。红色故事吸引力强，打
动人心，在“故事党课”中，党员们深
刻接受了一次又一次爱国主义和革
命传统教育的洗礼。

当前，部分基层党组织党课存

在教育内容脱离实际，形式单一，导致
部分党课缺乏吸引力和感染力。江苏
理工学院商学院党委创新党课形式，
通过“情景党课”“游学党课”“故事党
课”“观影党课”“音乐党课”，把原本相
对单一的党课学习变得生动活泼接地
气，激发了商学院全体师生党员参加
党课的积极性，提高了党课教学质量，
加强了党员的教育管理。

五大类党课既丰富了表现形式，
又呈现出“新花样”。不少党员反映
现在的党课形式丰富了、党课内容生
动了，党课“活”了起来，这样的党课
非常受欢迎。

（黄小海 陈刚 尤佳）

江苏理工商学院：

“花样党课”为党员充电

教师张俊（左一）和刘天宋（左四）指导学生集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