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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月1日，常州市虹景中
学首届6个班共227名学生开启了新
的校园生活。

虹景中学是今年新投用的局属公
办初中。今年3月，常州市第二十四中
学与该校签约，实施集团化办学。本学
期，第二十四中学选派了英语、数学、体
育三门学科的优秀骨干教师前往虹景
中学交流，他们将在课程建设、教师队
伍发展上发挥引领辐射作用，提升学校
教育教学水平。据了解，虹景中学共有
教职工34人，除了3名第二十四中学的
骨干教师外，还有一批来自其他局属学
校的优秀教师前来交流，与虹景老师一
起构成了强大的师资队伍。

在当天举行的开学典礼上，六个班
级的同学用小视频的方式进行风采展
示，各学科的教师代表也纷纷上台亮
相。此外，227名学生每人都领到了一
份学校精心准备的开学大礼包——文具
盲盒。“盲盒在现在的青年学生中很受欢
迎，文具盲盒中有本子、笔、尺子等学习
用品，希望学生们能在学习时想到老师
们的殷殷嘱托。”校长李承送希望同学们
在新学期能乘风破浪，勇往直前，去发展
并享受幸福的校园生活。

“收到来自学校的开学礼物，很开
心，在新学校中开启我的初中生活，我
一定会加倍努力！”七（5）班学生窦梓
冰说。 （尤佳 秦健敏）

虹景中学迎来首届227名学生

本报讯 由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
术学院主办、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
重点研究基地“江苏服饰文化研究院”
承办的“雅颂华夏·智造江南”服饰文
化研讨会日前在线上召开。会议以国
家、江苏发展战略为前提，集聚服饰文
化领域专家学者，聚力传统服饰与现
代设计研究。

会上，全国各个相关领域的6位专
家作主题报告：上海纺织博物馆副馆长
贾一亮介绍了博物馆相关资源的整理
与民族服饰文化的传播；西安美术学院
博士、副教授张西昌对苏绣面临的现实
问题与苏绣未来创作之路进行探讨；江
苏理工学院教授单文霞对拼布艺术进

行文化探源；西安工程大学博士、教授刘
驰分析了“从华夏内衣演变与发展看现代
内衣设计”；江苏理工学院客座教授黄强
的《六朝服饰文化》对六朝妇女典型服饰
及特点、服饰流行变化的影响因素进行阐
释；常州纺院服装学院副教授王淑华剖析
了“传统织绣艺术里的现代设计精神”，提
出了系统的探索方式和研究方法。

来自创意学院、服装学院、纺织学院
的8名教师与4名学生围绕研讨会的主
题、专家报告进行了线下研讨。“开辟了
新世界的大门，对专业研讨会有了全新
的认识。”服装工程专业的学生纷纷表
示，希望能参与教师的研究课题。

（杨丽波 蒋珂佳 尤佳）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在线召开全国服饰文化研讨会

发掘红色资源、弘扬红色文化、传
承红色基因，是高校立德树人的内在
需要。近日，常州工学院与新北区西
夏墅镇合作开展的“红色基因发掘”系
列项目正式结题，形成了一批有思想、
有温度、有情怀的红色文化成果，丰富
了地方红色精神谱系，拓展了铸魂育
人和党史学习教育载体平台，让地方
红色文化焕发新生机。

扎根地方担责任，发
掘地方红色资源

常州西北部有块充满红色传奇的
热土，在常州市和新北区党史上具有
重要地位，这便是常州市新北区西夏
墅镇。

1926年，这里成立了新北区第一
个党支部（常武地区最早的3个党支
部之一）、随之出现了常武地区第一个
农民武装，为常武地区解放事业作出
了重要贡献。另外据西夏墅镇志记
载，从这里走出了131位烈士，其中正
连级以上干部烈士31位，在全国都实
属罕见。

2020年11月，常州工学院艺术
与设计学院美术系副主任苏卉君前
往西夏墅镇挂职，成为校地间合作发
掘地方红色资源的桥梁。经过多轮
交流互动，常州工学院与西夏墅镇达
成合作共识，启动“红色基因发掘”系
列项目。双方携手深挖西夏墅红色
文化资源，通过发挥高校人文社科、
艺术设计人才优势，打造党史学习教
育“实境”课堂，致力于把党的红色故
事整理好、研究好，把党的宝贵经验
宣传好、传承好。

精诚合作勇担当，弘
扬地方红色文化

同福茶馆、烈士墓碑，在常州工学
院和西夏墅镇合作的近一年中，该校
为当地打造了一批乡村红色旅游打卡
点，机关单位、高校师生、中小学生等
前往学习打卡，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充分发挥学科专业、研究力量
等优势，常州工学院汇集全校人文
社科领域相关专家教授组建团队，
全力投入研究，多线并进推动各项
具体工作。

经过双方的通力合作，在今年
“七一”前夕形成了《西夏墅红色基因
谱系研究报告》、革命人物书籍《龙华
烈士恽雨棠》、原创革命歌曲《每次想
起你——致家乡的烈士们》、纪实电影

《西夏墅烽火源》、新北第一个党支部成
立旧址展厅、一个乡村红色旅游打卡点、
一个党史学习教育基地等“七个一”重要
阶段性成果。这既是新北区发掘红色资
源、传承红色文化、赓续红色精神的重要
成果，也是校地双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一百周年最好的方式。

据了解，下一步，学院将联合西夏墅
镇政府，促进乡村旅游和乡村振兴的协
调发展，除了将红色元素融入当地各景
点，还将开发互动参与式的旅游项目，进
行沉浸式学习。

立德树人强使命，传
承地方红色基因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
遍访各地革命热土时，反复叮嘱要用好
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把红色江山

世世代代传下去。常州工学院认真践行
总书记叮嘱，通过“红色基因发掘”系列
项目为青年学子传承红色基因提供了丰
富的内容和载体，为学校铸魂育人工程
提供了鲜活的案例与生动的平台。

学校还积极推进红色精神谱系融入
人才培养全过程，“百名师范生讲百篇党
史故事”团队通过学生网络微党课的方
式讲述革命烈士恽雨棠的英勇故事；“常
小燕”大学生理论宣讲团赴西夏墅追寻
红色记忆；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团队陆
续奔赴同福茶馆、烈士墓碑等场所，在

“行走中的思政课堂”中追忆先烈的革命
精神，赓续红色血脉。近年来，学校充分
利用地方红色文化资源，持续深化“常州
三杰”红色文化品牌打造，精心打造建设
了“常州三杰”群雕文化广场、成立了“三
杰”干部学院、打磨了弘扬“三杰”精神的
微党课、开展“三杰班”评选创建工作，引
导全校师生传承“三杰”精神。

常工院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学生
丁文梁是“常小燕”大学生理论宣讲团成
员之一，今年暑假，他走进西夏墅镇，开
启红色研学之旅。“通过研学，我又一次
走近常州地方党史人物，了解地方文化
和基层新时代文明实践，为进一步讲好
中国故事、讲亮中国之声、讲清中国之理
提供了新鲜素材和生动案例。”

红色资源记录了共产党人筚路蓝缕
的来时之路，是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性
修养的生动教材。常州工学院与西夏墅
镇的红色基因项目正朝着形式更加多
样、内涵更加深刻、影响更加广泛的方向
持续深入推进，真正使红色历史留下的
宝贵财富转变为推动新时代高校立德树
人的磅礴力量。

周绍萍 王超 尤佳

发掘红色资源 弘扬红色文化 传承红色基因

常州工学院与西夏墅镇校地合作谱写红色篇章

本报讯 记者2日从常州信息职
业技术学院获悉，该院的“基于工业互
联网的云制造虚拟仿真实训基地”入
选教育部职业教育示范性虚拟仿真实
训基地培育项目名单。

职业教育示范性虚拟仿真实训基
地建设是各职业院校“提质培优”的重
要目标和建设任务之一，通过实训基
地建设能够有效整合学校资源，聚焦
学生培养需要，系统打造国内一流的
高职实训基地，满足院校学生实训要
求和社会服务需求。

下一步，常信院将依据教育部科

技发展中心在“职业教育虚拟仿真实
训基地建设研讨会”的相关要求，围
绕学校“十四五”规划和“双高”建设
目标，依托虚拟现实和人工智能等新
一代信息技术不断提升应用水平，将
信息技术和实训设施深度融合，以实

带虚、以虚助实、虚实结合，研究开发实
训教学资源，打造高水平教学团队，促
进人才培养方案不断优化，进一步立足
实训教学需求，深入落实建设基础、教
学场所、师资队伍、资源建设、管理保
障、建设效益等方面内容，积极投入职

业教育示范性虚拟仿真实训基地的建
设工作。

据了解，此次教育部拟确定职业教
育示范性虚拟仿真实训基地培育项目
215个，其中江苏省有10所学校入选。

（任文珺 尤佳）

打造国内一流高职实训基地

常信院“云制造”入选全国示范性实训基地

暑期，我迎来了古筝八级考级。
受疫情影响，今年是视频考级。我弹
的是一首较长的乐曲——《伊犁河
畔》，“预备——开始！”伴随着妈妈的
口令，我弹出了第一个音符，由于紧
张，许多按音没按准，越慌乱越出错，
原本滚瓜烂熟的曲子突然变得陌生起
来，直至我停了下来。

我心里很清楚弹成这样肯定不
行，果然老师让我重弹一遍。我心
里十分难过，但还是给自己加油打

气，振作起来再来一次。我更加认
真背谱，努力练习，忍着手指磨破的
痛，埋头苦练，希望能把最好的一面
展现在考官们面前。终于，第二次
弹奏过关了。

成长道路上，会有无数的困难，
但我会像对待这次考级一样，不轻
言放弃，不怕辛苦，勇敢接受每一
次挑战！

西新桥实验小学四（4）班 蒋昕妤
指导老师 郭莉佳

古筝考级

这个暑假，我读了《红岩》这本
书。这本书主要描写的是1948年，中
国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遭
受迫害，但却以坚定的信仰、坚强的意
志和不屈的斗志，粉碎敌人阴谋的故
事。

今年新冠疫情反反复复时，许许
多多共产党员冲上了防疫第一线，冒
着生命危险，筑起了一道道的防护墙，

防止了疫情的蔓延，展现了中国共产党
员的平凡与伟大。

一百多年的峥嵘岁月，每一代中国
共产党员都像《红岩》这本书的名字一
样，有着一颗赤诚的心和像岩石一样顽
强不屈的品质，我将努力学习中国共产
党员崇高的精神，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怀德苑小学五（8）班 宋凌一
指导老师 封齐明

读《红岩》有感

一个板寸头，一张方正的脸，一
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满身肌肉，这
就是亚洲飞人——苏炳添。他在今
年举办的夏季奥运会中表现优异，成
为了第一个闯进奥运会男子百米决
赛的亚洲人。

苏炳添曾做过一次技术调整，
有一次教练无意中推了他一把，等
他站稳以后，教练严肃地说：“你先
迈了左脚，说明你左脚反应更快，所
以你以后起跑的时候要先迈左脚。”

苏炳添听从了教练的建议，打破原
有习惯，从零开始，刻苦训练，终于
在东京奥运会上跑进 10 秒大关，一
跑成名！

短跑出众的苏炳添取得了很多好
成绩，这与他平时坚持不懈地刻苦训
练以及比赛时勇于拼搏的精神分不
开，我们要向他学习，刻苦努力，做一
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西新桥实验小学二（1）班 徐梓恒
指导老师 李玉慧

亚洲飞人——苏炳添

暑假，我读了《天蓝色的彼岸》
的书，感触颇深。这本书主要讲的
是：车祸身亡的哈里机缘巧合下变
成“幽灵”重返人间，用意念控制桌
上的笔，和他最亲爱的姐姐道了歉，
最后回到了他乡，跳入了“天蓝色的
彼岸”。

读完这本书，我深感生活中，如
果学会包容和爱，那么我们的身边将
到处充满温暖。在学校，看到同学有
难题解决不了，主动上前帮助，这是

对友情的珍惜；在家里，看到奶奶做
饭满头大汗，让她坐下休息，这是对
亲情的珍惜；在河边，看到小鱼搁浅
了，将它轻轻放入水中，这是对生命
的珍惜……

合上书，我的脑海里依然回荡着
那句话：决不要在你怨恨的时候让太
阳下山。学会珍惜，不要等到失去时
追悔莫及。

怀德苑小学四（7）班 李俊潼
指导教师 钱怡

珍惜现在

暑期，我们来到消防大队，观看有
趣的消防动画片，学习火灾发生时的
一些注意事项和解决办法。

消防员叔叔在跟我们普及消防
知识的时候，警铃突然响起，他赶紧
侧耳倾听，判断是否发生了紧急情
况。那一刻，我发现消防员们是多么
不容易，他们得时刻提高警惕，随时
做好出警的准备。消防员叔叔还带

领我们尝试了喷射消防水枪，我们都感
觉很新奇，轮流体验了一番。我们还跟
消防员叔叔合影留念，用镜头记录下了
这一难忘的时刻。

这次参观活动，让我受益匪浅，不仅
了解了许多消防知识，还让我愈加珍惜
现在平安美好的生活。

怀德苑小学六（1）班 刘昱彤
指导老师 王庆庆

向消防员致敬

今年暑期的东京奥运会上，一位
14岁的女孩让我印象深刻，她就是在
女子单人十米台跳水获得三次满分，
为中国拿下第 33 块金牌的天才跳水
少女——全红婵！

留着短发，一脸稚嫩，在十米跳
台上，这个呆萌可爱的小女生与其他
那些高大健壮的运动员们相比，毫不
起眼，但她却以 466.2 分的成绩打破
该项目世界纪录，让对手们黯然失

色。这个看似瘦小、稚嫩的农村女孩展
现的，不仅仅是一代跳水天才的绝美一
跳，更是中国运动健儿领跑于世界的自
信和骄傲！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
来。全红婵的努力没有白费，她用自己
的精湛一跳让五星红旗再次在东京奥运
赛场上飘扬！

怀德苑小学六（3）班 徐佳豪
指导老师 朱萍

翩若惊鸿那一跳

暑期，我来到张太雷纪念馆，探访
红色足迹。到今天，张太雷同志已经
离开我们90余年了，但他崇高的精神
却像一座丰碑，永远立在我们的心中。

张太雷的精神深深触动了我。我申
请加入了“龙城小志愿者”，成为一名小志
愿者讲解员，我要把他的事迹讲给每一位

观众。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我们都要向他
们学习，从小事做起，从身边做起，从自己做
起，认真聆听每一节课，做好每一件事，继承
先辈们的遗志，努力学习，勇于担当，把我们
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

清潭实验小学五（10）班 孙小松
指导老师 高华琴

探寻张太雷的足迹

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是中国近
现代革命时期江苏常州英烈中的杰出
代表，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
人，人称“常州三杰”。他们的光辉业
绩、崇高风范，为我们留下了极其宝贵
的精神财富。

爱国是“常州三杰”道德价值的第
一要义。“常州三杰”以高度的爱国主义
精神奋起抗争，谋求解放，在救亡图存
的道路上，百折不挠，前赴后继，尽显对

国家和民族的拳拳之心。瞿秋白要为
中国“辟一条光明的路”，临刑时唱着国
际歌从容就义。张太雷用自己的生命
践行了年少时发出的“愿化作震碎旧世
界的惊雷，震醒顽痴，打击强横”的铮铮
誓言。恽代英在牺牲前夕写下的“已摈
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诗句，至
今读来仍令人荡气回肠。

清潭实验小学三（5）班 滑雨晨
指导老师 姜涛

常州三杰

暑假，我做了一项小实验——制
作简易潜望镜。

一个白色的连接器、两个不透明
的平面镜、两根深蓝色的镜筒和两个
白色的镜头……当一切准备就绪后，
实验就开始了。我先把两根深蓝色的
镜筒通过连接器连成一条直线，接着
把两个平面镜镜面朝里，分别装进两
个镜头，然后把两个镜头小头朝内，调
整角度，轻轻地插入深蓝色镜筒的两
端。最后，为了防止光线的外漏而影

响成像效果，我把整个初装的松散潜
望镜放在桌子上，用力加固，拧紧接
口，这样一个简易的潜望镜就做好了。

为了验证实验效果，我在阳台的
窗边蹲下，将潜望镜上端慢慢往上移
动，一直移到窗口处，将右眼凑近另一
端，神奇的一幕发生了，窗外的楼房、
树木瞬间出现在了眼前！“实验成功
啦！”我的心里乐开了花。

怀德苑小学四（7）班 蒋熙健
指导老师 钱怡

制作简易潜望镜

《奇迹男孩》是一本好书，这本书
带给我力量，也告诉了我什么是坚强。

《奇迹男孩》主要叙述了主人公奥
古斯特的一些经历。奥古斯特是一个
十岁的、有着严重面部畸形的小男
孩。尽管受尽冷眼和歧视，他却没有
放弃自己，仍然很乐观地生活，我特别
敬佩奥古斯特的坚强。

这是一本关于情感与成长的书，
在奥古斯特最终“破茧成蝶”的背后，
是他的家人与朋友对他的无限鼓励与
帮助。在他小时候，他的父母对他不
离不弃，悉心培养；在他成长的过程
中，他的朋友们与他同甘共苦，为他护

航，为他喝彩。友情与亲情的力量使
他变得自信，即使身患面部的缺陷，也
依然不畏挫折，最终收获成长。

《奇迹男孩》令我受益匪浅，每个
人都有着自己的缺陷，不必妄自菲薄，
也不要过于在意他人的眼光，相信自
己，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西新桥实验小学五（2）班 吴欣琳
指导老师 洪敏亚

相信自己

《追风筝的人》这本书以一段主仆
关系展开：阿米尔是一位富家少爷，哈
桑是他忠心的仆人，当阿米尔被阿塞
夫三人嘲笑，哈桑尽管个子比他们矮
小，却仍为了阿米尔挺身而出。放风
筝大赛时，在哈桑的尽力帮助下，阿米
尔大获全胜。

哈桑在为阿米尔捡风筝时说了一
句话：“为你，千千万万遍。”当阿米尔
陪哈桑的儿子放风筝时，阿米尔也说
了这句话：“为你，千千万万遍。”看到
这一段时，我不禁问自己：有没有这么
一个人，为你千千万万遍？

答案是肯定的。妈妈为我，又何

尝不是千千万万遍呢？白天，妈妈总
是风雨无阻地接送我；夜晚，妈妈总是
不厌其烦地陪我学、陪我玩。假期，我
喜欢出去旅游，妈妈总能安排好时间，
陪我游览祖国的大好河山，陪我感受
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

书中的哈桑，不求回报为阿米尔
做了那么多事，醒悟后的阿米尔，同样
不求回报为哈桑的儿子付出一切。他
们都是为了一个人，千千万万遍。我
们要向他们学习——为爱我们的人，
为我们爱的人，千千万万遍。

怀德苑小学六（8）班 张进
指导老师 谢益萍

为你，千千万万遍

常报小记者暑期生活征文

回顾七彩暑期，充满成长动力

本报讯 “英雄老去，英雄的精神
永存。”9月2日，苏州科技大学化学与
生命科学学院“追寻红色记忆，探访抗
战老兵”实践团队的成员们在寻访了
四川、甘肃、常州等地多名老兵后，共
同交流探讨，发出了如此感慨。

这个暑假，为了深入学习百年党史，
领悟老一辈共产党人的伟大革命精神，
实践团队成员们利用身处全国各地的优
势，通过线下+线上的形式，开展了主题
实践活动。团队成员们采访了参加过对

越自卫反击战的张运国和高清国爷爷，对
印反击战的俞有又爷爷。从爷爷们口中，
成员们了解到了老一辈人面对外敌侵犯
时，保家卫国的坚定信念和不怕苦、不怕
累、不怕流血、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

对几位老兵的采访让成员们深受震
撼：这些老兵用生命书写着中国近百年
的历史，他们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

“我们不仅要铭记历史，更要承前启后，
砥砺前行，把爱国与忆苦思甜的精神传
承下去。” （曹艺筹 张丹 尤佳）

苏州科技大学化学与生命科学学院

追寻红色记忆，探访抗战老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