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 王芳 版式 洪斌 校对 方嘉蕾 张莹 2019年8月9日 星期五 第一升学 校园·本版电话：88066267 15
全国77所高中校的“小委员”带来82份接地气的提案

探讨养老护理队伍建设
建议中小学开垃圾分类课程

高温酷暑时节，为表达
对一线工作者的感谢，博爱教
育集团三校区门口设立了“博
爱爱心驿站”，里面有矿泉水、
酸梅汤、风油精等清凉解暑的
物品，环卫工、过往行人经过，
都可免费领取。爱心驿站将
持续设到暑假末。

不仅如此，博爱娃们还
走出学校，来到博爱路地铁
工地、博爱路交警岗亭，为地
铁工人和交警叔叔们送上了
一份清凉。孩子们还和交警
叔叔一起指挥交通，体验了
在烈日下工作的辛劳。

张蔚 毛翠娥 图文报道

“博爱爱心驿站”送清凉

本报讯 7 月 30 日，省教
育厅官网发文《省教育厅关于
进一步推进高品质示范高中建
设的意见》，文中指出，经各市
审核推荐、省级材料评审和创
建方案汇报论证，全省20所普
通高中被确定为高品质示范高
中首批建设立项学校，我市江
苏省常州高级中学和江苏省前
黄高级中学两所高中荣列其
中。同时，常州市第一中学、江
苏省溧阳中学和江苏省华罗庚
中学被确定为高品质示范高中
首批建设培育学校，全省共12
所。省高品质示范高中首批建
设学校常州市累计有 5 所，数
量全省第一。

高品质示范高中建设是

我省普通高中教育在星级评
估基础上创设的引领性发展
项目，是顺应高中教育改革趋
势、助推高中教育品质提升的
重要工程。按照意见，教育主
管部门要引导立项学校继续
增强高品质示范高中建设的
主体意识、责任和能力，按照
学校发展规划确定的目标任
务，加快落实好各项建设、改
革与发展任务，在立项建设三
年（2019-2021）期内，把握规
划建设的重点和难点，抓住关
键环节和重大项目，注重自主
发展与专家团队引领，突出内
涵建设与品质提升，确保高品
质示范高中规划建设成效。

（教宣）

江苏省高品质示范高中首批建设学校

我市五校榜上有名
数量全省第一

本报讯 8 月 2 日，常州市
华英文教基金会创设 25 周年庆
祝大会暨 2019 年颁奖大会在省
常中举行。

今年，常武地区有 50 位高
中、职中、初中、小学、幼儿园优
秀教师荣获第十三届教师“华英
奖”，25 位在今年高考中取得优
异成绩的常武地区学子获得“华

英奖学金”，10 位在全国、省各科
奥赛中赢得奖牌的学生获得“华
英奥赛奖”，33 位常武地区各类
高中、职校的二年级杰出学生获
得“华英鼓励奖”。

1994 年，我市旅台同胞、台
湾《中国时报》创办人余纪忠先
生为发展家乡教育事业，出资设
立常州市华英文教基金。25 年

来，华英文教基金已累计奖助学
生 3151 人次、奖励和慰问教师
2286 人 次 ，总 奖 助 慰 金 额 达
900.78万元。

颁奖结束后，上海交通大学
学生创新中心主任、博导陈江平
教授作了“大学教育的新变化 怎
么样才能上好大学”的专题讲
座。 （毛翠娥）

“华英文教基金”创设25年

累计奖助优秀师生逾900万元

本报讯 8 月 1 日-4 日，
鸣珂巷幼儿教育集团荷源幼
儿园、天宁区天元翠竹幼儿
园，经开区横山桥山水实验
幼儿园联合举办暑期幼儿教
师培训，来自全市各区上百
名幼儿教师在山水实验幼儿
园参加了培训。

多名学前教育专家从不同
维度带来专业引领。其中，南
师大教育科学学院的王丽教授
阐述了幼儿美术欣赏的特点以
及在幼儿园教学中作品选择方

向以及切入点；无锡市滨湖区
教育研究发展中心的祝晓燕主
任就“环境对于幼儿的成长的
意义进行分享；南师大学前教
育政策研究中心的王海英教
授，就如何“追随幼儿一日生活
的课程设计”和大家进行了探
讨和头脑风暴；南师大博导教
授卓娅带着老师们一起玩音
乐；北师大分享阅读团队的刘
教授建议大家以游戏的方式，
激发孩子对社会、自然、自我的
热爱与想象。 （毛翠娥）

百余名幼教“充电”
促专业成长

对于学霸来说，暑假里
不应该只是刷题，关心社会
生活同样是必选项。6 日—
9 日，来自全国 77 所学校的
500 多名学生，拿着 82 份提
案在省常中各抒己见。他们
是来参加 2019 年第六届全
国青少年模拟政协活动的，
这也是全国青少年模拟政协
活动首次在江苏举行。

据了解，全国青少年模
拟政协活动通过模拟人民政
协提案形成的全过程，着重
培养和提高高中生的公民素
养、制度自信和社会实践能
力。

77所高中的“小委员”带来82份提案

“垃圾分类”成聚焦话题

据了解，本届全国模拟政协
活动，省常中、北郊高中、市二中
等7所常州本地高中参与。

2015 年起，常州作为全国
唯一地级市整体开展青少年模
拟政协活动，全市各高中利用校

本课程、社团活动和研究性学习
等形式全面介入，迄今已有上千
名中学生参与，先后有 18 支代
表队参加了全国模拟政协展示
活动。

省常中、市三中、华罗庚中

学的 3 个提案，先后在 2017 年、
2018 年被提交到了全国两会。
还有多个中学生提案被提交省、
市级政协和相关部门，许多合理
化建议被积极采纳。

毛翠娥 文 邱鹏程 摄

常州先后有18支代表队参加全国展评

“垃圾分类”在上海落地后，
成为全民话题。此次活动中，

“小委员”们也抓住这个热点，共
有6所学校的模拟政协社团提出
了关于“垃圾分类”的提案，成为
所有提案中最热门的关注点。

来自复旦大学附属中学的
“小委员”们表示，应该针对不同
年龄段人群开展垃圾分类的宣

传。他们表示，鉴于不同年龄段
居民的观念意识、生活状态和行
为方式都有差异，建议对学生、
在职人员、居家老人三个群体进
行针对性的宣传。

常 州 市 北 郊 高 中 的“ 小 委
员”通过调查发现，垃圾分类应
该从“娃娃”抓起，他们建议在
中小学开设垃圾分类课程，通

过学生群体带动家庭、社区以
及整个社会，将这项工作彻底
做好。“需要教育部门设计完整
的课程方案，根据学生的年龄
段编写教材；需要学校积极开
展垃圾分类课程、开展各种实
践活动；需要学生、家长的积极
参与以及其它相关部门的配合
支持。”

据介绍，本届活动是历年来
规模最大、提案最丰富、调研最
深入的一届，全国共有77所高中
的“小委员”带来了82份提案。

记者翻看这 80 余份提案后
发现，如今高中生不仅关注自己
和同龄人的生活，也关注社会热
点、痛点和民众的生存状态，从
教育、医疗到环保问题，从未成
年人心理关怀，网络安全防治到

养老体系的建设等，每一份提案
都很接地气。

虽然活动是“模拟”的，但
各个团队都付出了心血。省常
中的“小委员”关注的是“养老
护 理 人 员 的 队 伍 建 设 ”问 题 。
为了解当前养老护理行业真实
情况，一系列数据见证了他们
的努力——走访 13 个养老服务
中 心、12 个 社 区 ，有 效 采 访 百

人，发放近 600 份问卷，查找分
析 32 份 文 件 资 料 。 同 学 们 表
示，虽然工程浩大，但收获也很
大，通过实践更加了解我国的
政党制度，提高了参政议政的
能力。

从 2014 年举办首届全国青
少年模拟政协活动以来，6 年来
近 300 所中学 2000 多名学生走
进人民政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