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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河南等地持续遭
遇强降雨，在常多所高校迅速行动，纷
纷开通临时困难补助通道，学生们如
遇紧急灾害可申请临时困难补助。

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常州
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常州纺织服装
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等
和江苏理工学院、常州工程职业技
术学院学工处等在学校微信公众号
发布通知，“如同学们家中因洪涝灾
害造成人员伤害或经济损失，导致
家庭经济出现临时困难，请第一时
间联系班主任或辅导员，并说明情
况，可以向学校申请临时困难补
助。同时，学校也将为同学们及时
提供帮助和支持，做好同学们的坚

强后盾，解决现实困难。”
7月21日，常州纺织服装职业学

院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通过各二级
学院，对 2019 级和 2020 级共 95名
在校的河南籍学生进行了排查。机
电学院一名河南开封籍学生家中受
灾严重，十几亩果树和农作物被淹，
家中一楼浸水；另有创意和经贸学院
两名同学家中受淹，学校第一时间为
受灾家庭同学发放临时困难补助
500—1000元。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目前排查
到2019级和2020级受灾学生共13
人，分别来自河南和山西两省。学生
家中有的农田被淹，有的房屋受损，学
校分别为每位学生发放1000元补助。

截至7月25日，常州工业职业技
术学院125名河南籍在读学生，全部
接到了老师、辅导员的电话家访及慰
问，28名河南籍受灾学生和1名回家
途中被困在河南的学生，获得学校紧
急发放的临时困难补助经费，共计
2.75万元。“学校还安排心理辅导员对
受灾学生进行心理疏导与心理安抚。
对受灾特别严重的家庭，在开学后，我
们还将进一步对其进行减免学费、爱
心资助或其他针对性帮扶工作。”该校
相关负责人表示。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截至目前
有45名学生申请受灾补助，补助根据
学生的受灾情况分为500元、1000元
和2000元三档，核实信息后将统一发

放。同时学校以“一个都不能少”“每一
个都要好”为目标，构建了立体的学生资
助体系，涵盖御寒补贴、路费补贴、心理
疏导、就业援助等，保证不让一名大学生
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江苏理工学院开通紧急灾害临时困
难补助申请通道，经过细致摸排，共有
45名河南籍学生家庭受灾严重：农田和
果园被淹，房屋积水严重甚至个别学生
家中房屋被洪水冲垮。学校已于7月
27日将第一批紧急灾害临时困难补助
4.5万元全部发放到位。后期，该校还将
根据受灾程度的不同继续给予其他资
助，全力保障受灾学生渡过学习和生活
的难关。

（尤佳）

守望相助，在常多所高校开通临时困难补助通道

南京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牵
动着全省人民的心。面对抗疫的严峻
形势，我市高职院校学生志愿者奔赴
前线，主动投身到抗击疫情和抗洪救
灾志愿服务当中，以实际行动勇担责
任与担当。

何亦然是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智能控制学院学生会主席，他第一时
间在家乡南京市高淳区淳溪街道南湖
社区报名参与疫情防控。核酸检测信
息核实与录入、核酸检测一线，几天
来，何亦然为2000余人次服务。

志愿服务工作虽然辛苦，但是一
幕幕全民抗疫的感人瞬间也温暖着他
的心——争先恐后帮忙搬运检疫物资
的人群、核酸采样后为工作人员送水
的少年……他说：“这是我们青年一代
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希望能用自己微
小的力量为社会做点力所能及的事
情。”

在青年大学生组成的疫情防控志
愿服务队中，还有一位常州机电职业
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机电专业的
预备党员尤华伟同学。今年6月，他
毕业后来南京工作。7月23日，在看
到江苏共青团发布的疫情防控志愿者
招募信息后，他立刻向所在的江北区
顶山街道报名。该街道检测点工作量
非常大，每天3班，每班8小时，仅一
个上午接待检测量超过2000人。为

减轻其他志愿者工作压力，他主动报
了上午班和夜班，受到社区工作人员
一致表扬。“这两天适逢台风来袭，很
多志愿者出行不便，尤同学不畏苦难
的热心之举，为我们缓解了燃眉之
急”，社区工作人员称赞道。

工作之余，尤华伟还在线上积极
组织发动在宁工作的同学以及学弟学

妹参与志愿服务。目前，已有8名学
生奔赴六合、江北、江宁各地街道防疫
一线，组建起一支由常州机电青年学
生构成的在宁志愿者团队。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视觉专业
的学生陈宣羽自7月22日起便在江
北新区沿江街道龙山社区参加抗疫工
作。引导市民有序排队、保持间隔；提

醒市民做好个人防护，帮助年长行动不
便的市民正确申报个人信息；前往居民
家中巡访，查询没有参加采样的人等。
她既是“引导员”，又是“巡访员”，还是

“调查员”。最长的时候，她从早上一直
工作到凌晨2点。问及参与志愿工作的
初衷，她说：“作为南京人，为南京出力，
是一份责任，更是一份义务。” 尤佳

护“宁”平安，常州大学生在行动！

本报讯 记者7月28日从市教育
局获悉，我市7家单位申报的13个体验
中心为常州市中小学生职业体验中心。

13个体验中心分别是，江苏省
溧阳中等专业学校的花艺职业体验
中心和旅游服务类职业体验中心、常
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的智能营销职
业体验中心、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的计量检测职业体验中心、江苏城乡
建设职业学院的建筑安全职业体验
中心、智慧建筑职业体验中心、传统
建筑营造职业体验中心、智能建造职
业体验中心、环境监测职业体验中心
和BIM职业体验中心、太湖湾教育

大营地的太湖湾创新实践职业体验中
心、常州市佳农探趣科普体验有限公司
的常州佳农探趣职业体验中心和常州
市金坛中小学生综合实践基地的现代
服务业职业体验中心。

中小学生职业体验中心是全面推进
职普融通的重要载体和关键平台。认定
的市级中小学生职业体验中心将围绕我
市支柱产业和特色产业，并根据自身专
业特色和优势，不断拓展符合中小学生
兴趣的职业体验项目课程，加强职业体
验师资队伍建设，增强职业体验教育的
吸引力，为全面促进、整体提升职业体验
中心建设奠定扎实的基础。 （尤佳）

我市认定13个中小学职业体验中心

在“科学治水，人水和谐”活动
中，老师给我们介绍了生活在长江
流域的水生野生动物，它们受到非
法捕捞，导致长江流域的水生野生
动物日益减少。听了老师的讲解，
我想呼吁大家禁止非法捕捞，禁止
滥食水生野生动物。

在参观的过程中，老师还告诉我
们，现在起国家实行长江大保护行动，

十年禁止捕鱼，要让鱼儿在长江中健康
地长大。回家后，妈妈告诉我长江是我
们的母亲河，我们都喝长江的水，所以大
家都要爱护环境，保护我们的母亲河。

从我做起，一起守护长江母亲河，
关爱水生野生动物！

实小教育集团双桂坊校区
二（4）班 王菡晞 丁紫芯

指导老师 周云

给鱼儿一个美好家园
在科普教室，老师和颜悦色地

给我们讲着水资源与海洋生物方面
的知识，还提问了七大洲、四大洋分
别是哪些，大海是什么颜色等问题，
同学们纷纷举手抢答。

我们来到了绿海龟、海豹等生
物展示区进行小小讲解员的体验。
老师把话筒递给我讲的时候，我有
些惊慌失措，不过，在讲解的过程
中，我渐入佳境，越来越自信，顺利
完成了讲解任务。

返回科普教室，我们做了两个
实验，一个是淡水变海水，一个是检

测水的 PH 值。实验后，我们来到了
设备间，看到了一整套设备如何进行
水质过滤、杀菌……

活动结束后，我和姐姐意犹未尽，
又拉着妈妈细细参观了“海洋世界”，
这次我们观察了七星刀鱼、血鹦鹉、梅
花鹦鹉、虎头鲨等，我们都惊叹鱼类的
品种繁多、千奇百怪。这些鱼类赖以
生存的就是优质的水资源，我们要保
护水资源，保护这些鱼类。

龙虎塘第二实验小学
三（4）班 周昕晨

指导老师 田静

水资源科普之行

最近，我们常州晚报的小记者
们来到金鹰海洋世界，一起探索水
资源的秘密。

首先我们进入科普馆，了解到
江河湖海中有许多神奇的生物，它
们有的是珍稀动物，有的是漂亮小
鱼，还有的是水中霸主。我还了解
到有的海龟肚子里缠绕了很多白色
垃圾，它们因此生活得很痛苦。

在表演区，人鲨共舞令我们大
开眼界。饲养员叔叔拿着小鱼、小
虾和鲨鱼、魔鬼鱼一起游泳。当饲
养员叔叔从袋子里拿出一条鱼，魔
鬼鱼立刻张嘴吃掉了，那滑稽的样

子真好笑啊！
我边听讲解员的讲解，边观察水族

馆里的海洋动物，它们长得千奇百怪。
我认识了七星刀鱼、地图鱼、非洲十间
鱼、狐狸鱼、红尾鱼、鲟鱼……我还了解
了好多好多海洋动物的知识，我知道了
海洋里最大的生物是鲸鲨，它的牙齿会
换无数次；我知道了鲨鱼是海洋里的医
生，因为它会吃掉生病的鱼、腐烂的鱼，
清理海洋世界；我还知道了海龟出生的
时候会遇到螃蟹，螃蟹太可恶了，它会
吃掉海龟小宝宝……

通过这次活动，我希望从自己做
起，不随意丢弃垃圾，保护江河湖海，
让海洋动物们和我们一样有一个干净
美丽的家。

实小教育集团双桂坊校区
二（1）班 李芊锐 吴以菡

指导老师 瞿佳蓓

干净美丽的家

在科普课堂上，老师给我们介
绍了绿海龟，让我记忆最深刻的是
绿海龟喜欢吃藻类，脂肪变成了绿
色而得名绿海龟，是不是很神奇
啊！科普课结束后，我们去当了一
回“小小讲解员”，这是我第一次公
开讲解，我感到非常紧张，看到第一
个同学的表现，我一边学习，一边准
备着。轮到我的时候，我大胆地说：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种海洋生
物，它就是绿海龟……”

接着，我们来到实验室，做了几

个关于水的实验，调配海水、检测水的
PH值等小实验让我们感受到保护水
资源的重要。我们还走进了设备间，
了解了海洋馆维生系统的运作方式和
由一系列设备组成的循环系统，水处
理真是一门复杂的学问呢。

这次活动让我感受到环保的重要
性。保护环境，珍惜水资源，人与自然
将会更和谐。

龙虎塘第二实验小学
三（4）班 周忻然

指导老师 田静

保护环境，珍惜水资源

暑假伊始，由钟楼区农业农村局、
钟楼区河长办主办的“科学治水，人水
和谐”长江大保护禁捕退捕宣传系列
实践活动在金鹰海洋世界开展，实小
教育集团双桂坊校区、龙虎塘第二实
验小学等学校的50余名小记者参加
了本次活动。

通过钟楼区河长办邀请的科普老

师的专题讲解，小记者们认识了江河
湖海的水资源和水生生物，了解了钟
楼区河长制工作以及水治理方面的成
果。科普讲座后，小记者化身小小“水
化师”，污水处理、海水调配等小实验，
让小记者们感受到水资源和水生生物
资源的珍贵，以及保护水资源、水生生
物资源的必要性。

活动中，小记者们还走进海洋馆后
场，了解维生系统的运作方式。工作人
员详细给小记者们介绍了由沙缸、过滤
水槽、生化塔、紫外线杀菌灯、冷暖机和
蛋白分离器这六大设备组成的循环系统
的作用。“原来外面看似光鲜亮丽的展
缸，居然要由这些设备来支撑，看来不管
是大江大河，还是海洋馆，治好水、管好

水都不容易！”现场有小记者感叹道。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讲解员，我来给

大家介绍水资源和水生生物……”在“小小
讲解员”体验环节，小记者们绘声绘色地给
在场的游客做着解说，他们的表达在家长
和老师的帮助下，越来越流利、自信。他们
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
念，践行着小小河长的志愿精神。章宏恒

“科学治水，人水和谐”长江大保护禁捕退捕宣传系列实践活动

小记者的环保倡议——关爱母亲河，保护水生野生动物！ 海洋世界的场景仿佛将我带入
到了一个梦幻般的世界里：蓝色清澈
的海水中有大小不同、形态各异的鱼
类；长廊上玻璃中的鲨鱼不时地从我
们身边掠过；海龟背着厚厚的盔甲、
摆动着四肢在水中漫游……

我们在这里一边参观一边听带
队老师讲解。我们知道了中华鲟和
娃娃鱼都是国家保护动物，它们和
我们人类一样都是大自然家庭中的
成员，我们要保护珍贵的水源以及
水生野生动物。

在情景体验环节，我们欣赏到
了美人鱼表演和人鲨共舞，演出过
程中，我看到了许许多多、各种各样
的鱼儿游来游去，有小丑鱼、七彩神
仙鱼、琵琶鱼等等。此时，我觉得我
也变成一条美人鱼和这些可爱的鱼
儿们一起尽情自在地玩耍嬉戏……
我多么希望人们都能爱护这些海洋
动物们，好好保护海洋环境，这样人
与自然才能真正和谐共处。

作为小记者，我们将宣传好保护
河流、海洋生态环境的理念，希望大家
也和我一起行动吧！

实小教育集团双桂坊校区
二（3）班 赵知轩 周诗祺

指导老师 芮惠琴

保护江河湖海

在科普课堂上，老师给我们讲
述了生活在水里面的保护动物，有
扬子鳄、娃娃鱼等。其中我最感兴
趣的是娃娃鱼，也叫“大鲵”，因为它
发出的声音和小娃娃哭泣的声音差
不多，所以被大家称为“娃娃鱼”。

老师还向我们介绍了国家保护
动物——海龟。每年雌海龟都要上
岸产卵，当产卵结束后会将卵埋到
沙滩里，海龟妈妈再排出体内的盐
分并回到大海。当小海龟还没孵出

来时，就会有动物刨开沙滩偷吃掉一
部分海龟蛋，蛋液的味道又会把蚂蚁
引来，蚂蚁也会搬走一些海龟蛋，剩下
的海龟蛋孵出小海龟后，沙蟹又赶来
把小海龟们抓进家里作为食物。能够
顺利爬进海里的小海龟们还可能会遭
到其他鱼类的袭击……小海龟从出生
到长大真是太不容易了。

实小教育集团双桂坊校区
二（5）班 陈知舒

指导老师 李玉

艰难的小海龟

在科普课堂上，通过了解各种
各样的水生生物，我们的环保意识
也都增强了。

我们跟随老师进馆观看美人鱼
表演，只见一位身穿紫色衣服的美
人鱼小姐姐，伴随着欢快的音乐在
水中翩翩起舞。我多想变成美人
鱼，亲眼看看海底世界的缤纷多彩，
摸摸海底世界的各种生物，听听海
底世界的美妙音乐。

美人鱼表演结束后，我们穿越
了海底隧道，我仿佛置身于海洋中，
拥有了整个海底世界，魔鬼鱼、大海
龟、大鲨鱼都从我们的头顶游过，真
是壮观极了。我们还通过参观各个
展馆，认识了各种鱼类、珊瑚类等，

我印象最深的是身上有着七颗星星的
七星刀鱼、身体长长细细的铅笔鱼、嘴
巴尖尖的狐狸鱼、喜欢随海水舞蹈的
公主葵……

我们还做了淡水变海水的实验。
在一个空杯子里面装入半杯自来水，
在水中放入少许盐，最后把黄色的测
试纸放入水中浸泡 5 秒钟后拿出，这
时你就可以看到测试纸的变化，由此
来判断盐分的浓度，从而调配出一杯

“海水”。真实的海水是咸咸的，而且
蔚蓝色的海水里有着很多养分，海水
养育了无数海洋生物。

实小教育集团双桂坊校区
二（2）班 陈羽涵 余思辰

指导老师 彭露

神奇的海洋世界

园
地

本报讯 近日，第七届江苏省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职
教赛道暨 2021 年江苏省职业院校
创新创业大赛决赛在南京举行，常
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获 3 金 2 银 3
铜的优异成绩，该校同时获得了大
赛优秀组织奖。

据悉，本届大赛全省共有189所
职业院校、38411支团队参赛。比赛
分党史知识竞赛、双创知识竞赛、创意
组、创业组、创新启蒙组和实践启蒙组
6个组别，其中创意组、创业组对接国
赛，参赛项目涵盖移动互联网、云计
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多个
领域。

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经贸管理
学院胡北斗团队的“黄杨青青——黄
杨种苗培育助力园林高质发展”、材
料工程学院马荣飞团队的“飞荣科

技——精密塑料制品制造领先者”和现
代装备制造学院汪琪洪团队的“突飞科
技——高精准便携式线束端子检测仪”
分获一等奖。

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全校师生的努
力。据了解，自该校去年11月启动备赛
工作以来，学校定期召开“互联网+”大
赛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备赛方案，积极协
调整合各方资源，全力保障参赛师生团
队的训练工作。创新创业学院通过双创
论坛、双创训练营以及校级双创比赛等
系列活动，提高广大师生参与创新创业
大赛的积极性。各二级学院切实做好大
赛组织工作，制订详尽的工作方案，分阶
段、分层次、分专题组织参赛选手进行项
目培训和建设。经过层层选拔，逐级竞
技，学校共有9支团队进入了江苏省复
赛，5支团队进入江苏省决赛。

（王娟 尤佳）

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获3金2银3铜

何亦然 尤华伟 陈宣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