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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又到学期末，红梅
实验小学的学生除了拿到素质
报告单外，还人手一份“成长地
图”。地图呈现了孩子们小学生
涯的艺术之旅，也是其品格提升
的见证。

“成长地图”是“红梅艺术之
旅”成长册的升级版，其设计童
趣十足，内页既包括学生的自我
评价——记录 6 年中所参加的
最难忘的艺术活动和成长心得，
也有老师、同学对其成长足迹的
评价。扫一扫封底的二维码，每
个学生参加活动时的照片、视频
等都将一一显示。

红梅实小艺术底蕴深厚，在
全区最早成立打击乐社团，社团
的孩子多次站上领奖台。2017
年 9 月，校方启动《“艺术浸润涵
养品格”项目的创新与实践》品
格提升工程项目，在“红梅红艺
术团”基础上壮大规模，组建校

级、年级、班级 3 级艺术团。全
校 1100 余名学生，人人参与艺
术团。

去年 4 月，该项目成功入选
常州市品格提升工程。学生踏
上“红梅”艺术之旅后，不仅定期
外出研学，还开展了丰富的校内
活动，从班队课表演、“红梅小剧
场”的才艺秀，到书画展、戏剧
节、音乐达人秀，每个孩子都有
一方展示的舞台。“通过感知、体
验、践行来提升学生的艺术修
养。”

三（2）班吴诚皓在成长地图
上记录下三年来难忘的艺术经
历：一年级的手偶表演给全班同
学带来欢乐；二年级时和小伙伴
切磋武术；三年级时加入校级管
乐团，又掌握了一项技能。“从班
级艺术小分队走进校级艺术团，
我越来越自信，也学会了如何更
好地和他人合作。”小吴说，通过

成长地图回望艺术之旅，发现自
己取得了十足进步。五（3）班的
女生曾怡宁自幼喜欢画画，美术
社团为她提供了一方天地，学校
围墙涂鸦作品就是出自她和其
他社员之手。四年级时，小曾又
加入校管乐团吹奏单簧管，很快
担任副声部长。各级艺术团的
锻炼，让小姑娘学会了坚持，“这
也在学习、生活上激励我：凡事
要坚持，不轻言放弃。”

这正是校方想看到的——在
艺术中发现快乐，在艺术中不断
成长。“艺术不仅可以表达自我，
还能锤炼品质，引导学生成为独
特的人。”校长苏渊表示，通过艺
术团的熏陶，学校着力培养具有

“有志、坚韧、高洁、乐群、自信”的
“红梅品格”的学生，希望孩子们
在艺术活动中汲取力量，促进品
格提升，对未来充满信心。

（毛翠娥 文 顾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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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继“陶艺+名人”、
“马小都寻宝”等特色活动后，
近日，五星实验小学举行了以

“爱我中华，乐陶陶”为主题的
拍卖会。100 余件拍卖品均源
自学生创意，由个人或团队集
体创作而成。经过评选，其中8
件富含传统文化寓意的陶艺精
品进行了现场拍卖。

拍卖会上，学校成功发行
和流通了第一套教学辅助工具

“陶币”。学生每人持有的陶币
数量是由自己平日获得的小思
徽章兑换而来，最多的持有上万
元陶币。学生持陶币参加拍卖
和购买陶艺作品，将日常争章和
学校特色活动有机融合，激发了
他们评优评先的主动性。

拍卖会现场竞争异常激
烈，每个拍品都要经过 10 多个
回合加价。6号拍品——《梅花
笔筒》以其独特的文化内涵、丰
富的造型、典雅的釉色而受到

众多“买家”青睐，最终以 29 轮
加价，16000 元的全场最高价
成交。

拍卖会后，陶艺展厅迎来
新一轮抢购高潮，不到 20 分
钟，所有作品被一“抢”而空。

据介绍，拍卖会筹备历时
一个月，从前期宣传、确定拍
品、展位布置、登记报名、拍卖
品 VCR，再到现场竞拍安排，
全部由学生参与策划完成。

五星实小早在 2003 年就
开始陶艺特色项目建设。十余
年的开发历程，学生在“玩”中
学，老师在“玩”中教。近年来，
校园陶艺以融合理念培育学生
的艺术修养、创新能力和民族
精神，师生通过抽象的造型艺
术，陶艺独特的艺术语言和丰
富的表现力为实施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教育提供新载体、新方
法和新途径。

（方卫华 毛翠娥 图文报道）

五星实小

陶艺精品拍卖会开进校园

本报讯 勤业小学五年级
的虞梓晨同学爱读书、爱写作，
当一名作家是她从小的梦想。
近日，小姑娘梦想成真，在学校
的 鼎 力 支 持 下 ，《我 的 作 家
梦》——虞梓晨“新书”见面会在
学校的演播厅举行。

见面会以访谈形式进行，虞
梓晨分享了她的写作之旅和写
作技巧。这是个“小书虫”，每
年，她在市图书馆的借阅量多达
200 多本，偏爱文学、小说类书
籍，曹文轩、沈石溪是她的偶
像。她也想和他们一样，成为深
受学生喜欢的作家。

得知虞梓晨的作家梦后，勤
小决定帮她圆梦。本次圆梦活
动从寒假就开始策划，老师们群
策群力，确定圆梦形式，编排圆
梦成果。《我的梦——虞梓晨优
秀习作选》是学校送给虞梓晨的
特殊礼物，书中收录了其创作的
近 20 篇文章，既有感人肺腑的
记叙文，也有独具匠心的诗歌。

而一台精心编排的新书见面会，
更是让她们一家惊喜连连，“圆
梦活动无论创意编排、还是现场
演绎都挺让我们震撼的；虞梓晨
取得的阶段成绩，既有她自己努
力的因素，更是学校悉心培养的
结果。”虞爸无限感慨，小虞则表
示，这次的圆梦活动，让她在写
作之路上又多一份动力。

据了解，“圆梦”行动是勤业
小学第五轮三年主动发展规划

中的重要内容。校长章玲表示，
“圆梦”行动本着“让出彩的你更
优秀，让平凡的你更亮眼，让自
卑的你更自信”的原则，为学生
搭建各种平台实现梦想，努力让
不同个性和特长的孩子找到属
于自己的一片天地，找到自信和
努力的方向。接下来，“圆梦计
划”将面向更多的学生，提高受
益面，帮助更多的学生“圆梦”。

（毛翠娥 赵渭 图文报道）

勤业小学

“圆梦”行动助力学生成长

本报讯 第 37 届全国青少
年 信 息 学 奥 林 匹 克 竞 赛

（NOI2020）江苏代表队组队选
拔赛近日在南京金陵中学河西
分校落下帷幕。经过多轮角
逐，凭借扎实过硬的编程功底、
沉着冷静的赛场发挥，省常中
高二（10）班孙诺舟、高二（11）
班魏祎隽、高一（11）班孙若凡、
高一（10）班濮成风、陈树伦等
5位选手满额入选省队，占据总
人数三分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孙诺舟同
学以总分全省第一的总成绩顺
利入选省队 A 类选手，这是继
去年徐翊轩同学之后，省常中
选手再度蝉联个人第一。此
外，该校还有 2 位同学也达到

省队分数线，但由于受到同一
所学校入队人数不能超过省队
名额的三分之一的政策限制，
憾失入选省队资格。

近十余年来，省常中信息
学子在钻石教练曹文老师领衔
的教练团队的精心指导下，先
后斩获 IOI 金银铜牌各一枚，
30 余名同学获得清华、北大保
送 资 格 ，缔 造 了 17 次 蝉 联
NOIP 江苏省团体冠军的不败
神话，使得省常中成为享誉全
国的信息学奥赛传统名校。

今年 8 月，第 37 届全国青
少 年 信 息 学 奥 林 匹 克 竞 赛

（NOI2020）将在湖南省长沙市
第一中学举行。

（毛翠娥）

信息学奥赛省队选拔

省常中5人满额入选

虞梓晨（中间黑衣服）给同学赠送“新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