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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地

暑假前，花园第二小学小记者们在校内开展
了“我是小小陪审员”——互动式模拟法庭进校园
活动，小记者们当上了“陪审员”，在模拟庭审中行
使着自己的权利，感受着法律的公平公正。小记
者们还前往钟楼区人民检察院，通过参观检察院，
采访检察官，了解人民检察院的职责和作用，在自
己心中种下知法、懂法、守法的种子。

花园第二小学小记者法治活动花园第二小学小记者法治活动

知法懂法我先行知法懂法我先行 争当守法小公民争当守法小公民

“当——”，法官敲响了手中的法
槌，模拟庭审开始了。“原告”和“被告”
都已经到了现场，法官给我们简要介
绍了一下案件的大概过程，原告和被
告各自陈述了自己的证据后，我们要
开始行使陪审员的权利了，同意“被
告”还是“原告”呢？我既紧张又觉得

责任重大，在心中暗自思索了一下，做
出了自己的选择。

这真是特殊的一节课啊，我不仅
感受到了法庭的庄严肃穆，更感受到
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花园第二小学五（4）班 陈安然
指导老师 邹培红

特殊的一节课

本次小记者活动的主题是模拟法
庭，让小记者们现场扮演法庭的各方角
色，亲身了解庭审过程，加强我们学生的
法治教育，引导我们要知法，懂法，守法。

来到演播厅，首先看到的是三张桌
子，中间的桌子上写着“审判长”，两侧分
别是“原告”和“被告”。本次案件是：某
天晚上，郭大爷骑自行车与正在玩耍的
罗小胖相撞，郭大爷像什么都没有发生
过一样离开时，被目击者孙女士拦了下
来，孙女士和郭大爷就此事发生了争执，
过程中，郭大爷情绪激动，忽然倒地不
起，孙女士见状打了急救电话，最后郭大
爷不幸身亡，郭大爷的家属便状告孙女

士，要求赔偿。此次模拟法庭审判，原告
和被告各自发表意见，阐述各自的理
由。原告阐述是由于孙女士与郭大爷发
生争吵导致其倒地以至于不治身亡。被
告阐述郭大爷如果撞人后积极处理问题
而不是逃避，就不会被孙女士拦下发生
争吵，最终是由于自身疾病而突然离
世。两方发生激烈辩论，最后审判长结
合各方因素判定被告无须承担责任。

此次的活动让我懂得了人人都应
该遵纪守法，做事不能冲动，不能触犯
法律，我们都要做守法的好公民。

花园第二小学四（3）班 叶宸希
指导老师 杨琛红

知法，懂法，守法

模拟法庭活动正式开始了，现场
有一名审判长、一名原告律师和一名
被告律师，以及我们这些小小陪审员。

主持人介绍完案情，接着两位律
师分别发言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其中
被告律师提出郭大爷可能本身就有心
脏病，在情绪激动的情况下，心脏病就
犯了，所以不能怪孙女士。律师发言

结束后，小陪审员们又开始第二次举
牌，这次，有两个人举了原告，十八个
人举了被告。接着审判长宣布了最终
的结果，被告孙女士不需要赔偿郭大
爷家属。答案居然跟我想的一样，我
太开心了！

花园第二小学三（3）班 汤云惟
指导老师 凡朝菊

我是小小陪审员

最近，我校开展了“我是小小陪
审员”——互动式模拟法庭进校园
活动。

一位阿姨先给我们介绍了审判长
和陪审员，之后给我们讲了一个案例，
让我们进行模拟庭审。

模拟庭审开始，审判员分别向被
告和原告进行提问，并且还出示了证

人。我们作为陪审员进行了多次举
牌，大多数人都支持被告，少数人支持
原告。最后，审判长进行了宣判。

通过这次体验活动，我了解了“法
律面前是人人平等”，我们需要用法律
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花园第二小学五（2）班 杨楚欣
指导老师 吴婉芬

模拟庭审

最近，我校小记者怀着激动的
心情，来到了一个庄重而严肃的地
方——检察院。“检察院是干什么的？”
我们一脸疑问地走进大厅。检察官叔
叔带我们了解了检察院的工作流程，
参观了检察院的工作区域、询问室、心
里疏导室等等，其中还专门设置了调
整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的房间，看来对
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很重视呢！接着
我们来到了七楼，展现在我们面前的

历年来检察院工作人员的工作成果，让我
们体会到了他们不为人知的辛苦。

我们该如何保护自己呢？检察官叔
叔又为我们安排了一堂专题法治教育课，
我感悟颇深：我们不可轻信陌生人，熟人
也要警惕；遇到困难要机智地寻求帮助，
别人遇险也不能袖手旁观；学会拒绝别人
的无理要求或不良诱惑，保护好自己。

花园第二小学六（1）班 沈梦涵
指导老师 王雅怡

做自己的守护天使

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跟着老
师的步伐来到了钟楼区人民检察院，
走进大门，我们就看见长着一只角的
石像雕塑。老师告诉我们它叫獬豸，
它高智慧，懂人言，知人性，能辨是非
曲直，能识善恶忠奸，是司法“正大光
明”“清平公正”“光明天下”的象征。

之后，老师还为我们上了一堂
生动的法律课，让我了解《未成年人

保护法》，还给我们讲了一些青少年犯
罪案例，告诉我们要学法、懂法、守法，
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学生。

参观检察院的经历让我学到了很
多法律知识，让我明白只有从小学法
懂法，将来当我们走出校园，才能融入
这个法治社会。

花园第二小学五（2）班 刘硕
指导老师 吴婉芬

法律知识我知道

我们跟着接待人员来到了二楼，
这里是检察院的历史陈列室。我们
一边听讲，一边看里面的陈列品，这
让我们对检察院有了更全面的了
解。真没想到，陈列室里竟然还有一
棵心愿树，树上挂满了每一位检察官
的心愿，我细心地读着，他们每个人

的愿望都那么美好。这时，我们被一个
铁铸的塑像吸引了，他是公平之神。他
右手一个天平，左手一把宝剑。天平代
表公正，宝剑代表着打败黑暗。这个塑
像让我们更加对法律充满了敬畏。

花园第二小学六（2）班 徐伟成
指导老师 黄瑾

敬畏法律

来到钟楼区人民检察院一楼大
厅，迎面见到正中雕像是上古神兽
獬豸，它公正勇敢，善辨忠奸，传说
它古时候可是人们办案的好帮手！
检察官带我们来到了审问室，在这
里，我顿时感受到了法律的威严。
这里有三个座位，一个是给犯罪嫌
疑人坐的，另外两个则是检察官的
位置。检察官让我们模拟审讯。只
见“犯罪嫌疑人”低着头，畏畏缩

缩。一名“检察官”对着电脑打字记
录，另一名“检察官”大声说道：“你认
识到自己的错误了吗？”“犯罪嫌疑人”
的头更低了，似乎恨不得找个洞钻进
去，他带着哭腔说道：“认识到错误了，
我发誓以后我再也不干坏事了！”大家
笑了，检察官告诉我们，真正的审问可
是很严肃很有条理的！

花园第二小学六（1）班 巢露
指导老师 王雅怡

模拟审讯来到检察院，检察官叔叔依次带领
我们参观了审讯室、律师咨询室、心理
咨询室等。检察官叔叔介绍，我国有一
部《未成年人保护法》，这部法律是专门
保护未成年人实施的，最新修订的《未
成年人保护法》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法》，对近年来侵犯隐私、校园欺凌、青
少年沉迷网络等相关问题修订、制定和
完善了一系列相关法律条款。检察官
叔叔还告诉我们，自己不做坏事也要时
刻谨记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

我们观看了三个视频小故事，我

感触最深的是第一个，它讲的是小明
放了学走在路上，忽然来了一个陌生
男子，他向小明求助让小明给他带路，
小明答应了。走在路上，陌生男子忽
然抱起小明要把他抱到路边一辆小车
上，小明赶紧向一个路过的男人喊：

“爸爸！”陌生人吓得扔下小明，逃跑
了。检察官叔叔告诉我们，遇到坏人
要向小明一样沉着冷静，想办法向身
边的人求救，帮助自己脱离危险。

花园第二小学六（3）班 李泽尧
指导老师 胡文贤

法育未来

本报讯 记者8月3日从常州
市教育局获悉，在刚刚落幕的
2021年江苏省职业院校创新创业
大赛中，全市中等职业学校共获一
等奖4个、二等奖9个、三等奖17
个。同时，常州市教育局荣获大赛

“优秀组织奖”。3个项目入围国
赛训练营。

本届省赛设创意组、创业组、实
践启蒙组、创新启蒙组、双创知识竞
赛、党史知识竞赛6个竞赛组别，其
中创新启蒙组、党史知识竞赛为新
增项目，创意组、创业组对接国赛。
我市有8所学校的13个项目入围
现场决赛。

在双创知识竞赛和党史知识竞
赛中，我市10所学校参与人数达

1.6万余人。历经30天在线学习和
竞答，最终全市入围省级决赛2992
人，入围人数居全省第一。

“双创”大赛是职业教育领域的
重要赛事，对职业教育深化教育教
学改革和人才培养模式变革具有重
要意义。下一步，市教育局将进一
步加大工作推进力度，坚持问题导
向，加大资金投入，适时启动“双创”
人才培养工程，开展“双创”教育教
学研讨活动，搭建“双创”教育和参
赛项目的培育平台，同时依托“中高
职结对”向大赛经验丰富的高职院
校取经学习，切实提高学校“双创”
教育的能力水平，实现大赛成绩的
稳步提升。

（尤佳 教宣）

2021年省职业院校创新创业大赛

全市中等职业学校
获一等奖4个

本报讯 记者8月1日从常州
开放大学获悉，该校面向全市开
展了“老年人智能技术教育进社
区”项目申报工作，最终立项了12
个项目。同时，深入开展老年人
智能技术学习资源建设，推进该
校“老年人智能手机使用”社区教
育活动。

当智能手机已成为人们日常
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工具，老年人面
临的“数字鸿沟”问题也日益凸
显。常州开放大学从六年前就关
注到这一问题，学校通过“智能生
活”社区教育特色项目工作室以及

“安全知识社区行”社区教育品牌
教学团队，针对社区老年人的学习
需求，组建教师队伍，开发系列课
程，通过送教进社区的形式，指导
社区老年人学习智能手机的基本
使用方法，让他们充分享受到智能
化服务带来的便利。

每次送教进社区时，老师们都
会提前编制好教学讲义，免费发给
每一位来上课的老年人。教学讲义

的内容简单易懂，方便学习者课后
的复习与练习。80岁的市民王老
太表示，自己年纪大了，有些跟不上
课程，有时上完课也很容易就忘记
了。“这份教程拿回家我就可以按照
步骤反复练习，非常感谢老师为我
们这些老年人量身定制的课程，很
实用，很接地气！”

截至目前，“智能生活”社区教
育特色项目工作室开发了20多讲
老年人智能手机学习课程，包括网
上挂号、出行购票、我的常州等子内
容，涉及老年人日常生活的各个方
面。“安全知识社区行”社区教育品
牌教学团队针对老年人经常受到诈
骗的情况，设计了智能手机安全使
用的学习主题，开发了“智在指尖”
银龄智能手机安全使用培训系列课
程。今年，该校已组织教师团队在
青枫社区、文亨社区、龙星路社区、
茶花路社区、水杉路社区、平岗社区
等众多社区讲授智能手机使用课
程，深受社区老年人的喜爱。

（仲红俐 尤佳）

常州开放大学服务
“银龄”智能生活

“今年，我们滨海县滨淮镇梁岗村的
小麦年产量应该能达到每亩1000斤。”
近日，来自常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的一支
学生团队带着摄像机、录音笔等仪器设
备，拜访正在当地开展扶贫工作、挂职担
任滨海县滨淮镇党委副书记、梁港村第
一书记的常州大学青年教师林栋。这支
学生团队坚持三年，以青年学子的视角，
记录农户在乡村振兴工作者的带领下脱
贫致富的故事，用新媒体助力乡村振兴。

“通过发表文章和视频，带动当地农
业和旅游业的发展。同时，记录乡村一
线工作者，也可以吸引更多像林栋老师
那样的人才，加入到乡村振兴的队伍中
来。”团队成员赵景说。

赵景曾患先天性小儿脑瘫，是一名
勇于挑战命运的女孩，也是心怀感恩的
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她利用每年暑假
的时间去西部支教，乡村振兴给她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2018年初，在常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的帮助下，她牵头成立了常
州大学“青媒筑梦”团队，10多名同学和
3名指导老师加入其中，旨在记录各地
乡村振兴的好点子、新路子，见证新时
代、新农民、新风貌。

2018年7月，“青媒筑梦”团队来到
四川省平武县，经过一个多月的调研、采
访，团队制作了扶贫纪录片《川行平武》，

展现脱贫攻坚战给平武县带来的勃勃生
机。该片不仅屡获嘉奖，还被平武县用
做旅游形象宣传片，网络总点击量超过
30万次。赵景表示，这打响了“青媒筑

梦”品牌，也给了团队成员很大的信心。
3年来，1086名成员、12名指导老

师先后加入团队。他们先后来到四川、
陕西、甘肃、贵州等12个省份，采访记录

了50多个乡村、187户农民脱贫致富的
故事，制作发表了多部访谈纪录片和扶
贫回忆录。《蜡染的故事》记录贵州榕江
产业振兴；《叶叶笙歌》让贵州南猛村的
茶香飘出大山；《阡陌夏集》诠释人才是
乡村振兴不可或缺的一环；《隆林行动》
佐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青媒筑梦”团队的经历，成为了常
州大学思政课堂的生动教材。团队成员
多次走上学校思政课大讲堂，讲述他们
的拍摄经历。常州大学学生杨晨在听了
团队的讲述后，深有感触：“结合我以前
作为乡村教师的经历，我决心在大学里
好好学习专业知识，毕业后加入到乡村
教师的队伍里。”

常州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陈颖表
示：“讲好乡村振兴故事，传承新时代奋
斗精神，是全体师生的初心。利用团队
的经历，学院还打造了生动的思政大课
堂，让学生在实践中磨砺成长。”

去年暑期，“青媒筑梦”团队还向全
省高校学子发出倡议，成立“江苏省青年
记录者联盟”——打通企业、政府、高校、
媒体和联盟五方资源平台，基于智能化
匹配机制与H5两大核心技术，实现联
盟的可持续发展。“希望我们能和全省的
大学生一起，为乡村振兴助力！”团队成
员王凯欣说。 包海霞 尤佳

常州大学学子用新媒体助力乡村振兴

3年内1000余人参与，讲述12个省份的脱贫故事

小记者体验互动式模拟法庭

小记者参观钟楼区人民检察院

本报讯 江苏省教育厅4日发布通
知，要求全省职业院校全面暂停实习实
训，指导学生做好防护工作。

通知就加强职业院校实习实训管理
工作提出明确要求，督促各地各校全力
保障参与实习实训和志愿服务师生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

各职业院校一律不新安排在校生参
加暑期集中实习实训活动。正在进行的
校内外实训活动一律暂停，在中高风险
地区开展的实习实训活动一律暂停。对
于已暂停实习实训，滞留在中高风险地
区的学生，职业院校切实做好跟踪指导。

各校需加强校企沟通协调。对于已
列入教学计划且在低风险地区开展的顶

岗实习活动，职业院校与相应企业和单
位要加强沟通协调，共同采取有效措施，
切实保障师生安全。学校根据疫情防控
形势，适当调整教学计划，安排至其他时
间段开展顶岗实习。

学校要指导学生做好防护。全省职
业院校有一批学生在担任志愿者，参与抗
击疫情工作。有关职业院校指导学生严
格按照地方疾控部门要求做好个人防护，
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参与志愿服务。

记者从多所在常高职院校获悉，各校
近日均就学生实习实训的安全教育与管
理工作发布相关通知。据了解，目前在外
实习实训学生以2022届毕业生为主，在
中高风险地区实习的学生已暂停实习，低

风险地区实习学生启动日报制度。
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2019级在

外实习学生563人，都在低风险地区。
“目前我们已完成对所有实习学生的排
查，各二级学院也与企业加强沟通协调，
联防联控，密切关注疫情防控形势，共同
制订应对预案，实行封闭管理，并每日上
报实习情况。”该校相关负责人表示。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有29名中
高风险区实习学生，现学校已通知立即
停止实习，要求学生原地待命，配合做好
属地防疫工作要求。“针对处于中高风险
地区的学生，我们还重点关注他们的心
理状况，加强‘家校医’多方合作，主动做
好心理疏导和危机干预工作。”机电学院

相关负责人表示，学校安排专业心理咨
询师值守，缓解学生因疫情而出现的焦
虑、恐慌、悲观等情绪困扰和心理压力，
同时通过开展《积极心理学视角下的挫
折观》等线上心理讲座，帮助学生正确看
待疫情，提高心理免疫能力。

江苏城乡建设学院已暂停9名在中
高风险区学生的实习，对低风险区在岗
实习的学生,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可继
续实习，每天到岗后需定位签到。“据我
们了解，部分学生也作为志愿者在当地
防控一线抗击疫情，我们对这些学生也
进行了指导，嘱咐学生一定要在确保自
身安全的前提下参与志愿服务。”该校教
务处处长袁建刚说。 尤佳

在常多所高职院校暂停学生实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