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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包新萍 尤佳） 2021
年12月27日，常州市阳光幼儿园
足球场上，一群身着彩色马甲的小
队员正在尽兴地玩着足球。绿茵场
上跑动的风景，为冬日增添了一抹
色彩。

常州市阳光幼儿园是江苏省足
球特色幼儿园，注重足球与幼儿园
游戏、课程的融合。幼儿园聘请了
专业的足球教练，设置遵循幼儿身
心发展特点和教育规律的足球技能
活动，把传、停、运、拉、颠、射球等一

些基本动作融入到各个游戏环节之
中，让孩子们从体验中学习，寓教于
乐，真正体现了足球在游戏中的娱
乐性、运动性和教育性。此外，园所
灵活运用集体、小组和个人等多种
形式组织活动，充分锻炼孩子走、
跑、踢、跳等身体运动能力，提高幼
儿的协调性、灵活性、反应力。

孩子们在游戏中亲身体验、直
接感知、实践操作，享受足球乐趣，
享受阳光快乐，拼搏进取、团结协作
的精神在这里萌芽。

常州市阳光幼儿园

玩“足”精彩，追“球”特色

一个晴朗的午后，阳光明媚，碧空如
洗。我和爸爸、妈妈一起去横塘河湿地
公园散步，欣赏美景。

公园里的树木五彩斑斓。虽然已是
初冬，但树木依然葱郁，丝毫不显萧瑟。
银杏树树干笔直，金黄色的叶子密密层
层，好像一把把金色的小扇子。高大挺
拔的是松树，它披着墨绿色的外衣，好似
一位战士身着军装，肃然挺立，守护着整
个公园。“战士”身旁倚着枫树，叶子火红
火红的，像一簇簇燃烧的火焰，温暖了整
片树林；又如同一只只手掌，随风舞动，
像在和我们挥手似的。

公园里的大河美不胜收。没有风
时，碧绿的河面平静得像一面镜子，隐隐
约约可以倒映出树木和我的影子；偶尔
来一阵微风，湖面荡起层层涟漪，在阳光
的照射下，波光粼粼，晃得人睁不开眼。
沿河而走，一开始河面狭长，但是走着走
着，不知不觉中豁然开朗，河面异常宽
阔，一眼望去看不到边，真真正正地像一
块大银盘横在我面前。

公园里的浮桥别具一格。整座桥由
木头做成，仅浮出水面10厘米左右，蜿
蜒曲折，两侧被茂密的水草包围。闭上
眼睛，走在桥上，能清晰地感受到浮桥在
轻微晃动。这是一种神奇的感觉，浮桥
像是一位历经沧桑的老者，牵着我向前
走，让我有些害怕，又有些期待，到底他
会带我去向何方呢？

横塘河湿地公园的景色勾住了我的
脚步，让我依依不舍。相信下一次再来，
我一定可以欣赏到更美妙的景致。

常州市第二实验小学三（3）班 马翊宸

习 作 园 地

这儿真美

本报讯（谢林玲 尤佳） 2021
年12月24日，常州市老年教育发
展中心召开全市老年教育工作交流
会，市教育局终民处、各辖市（区）老
年大学和开放大学等20多位负责
人出席会议。

记者从会上获悉，2022年，全
市将把扩大老年教育资源的供给作
为当前老年教育工作的重要任务，
通过优化体制结构，推动全市老年
教育健康发展。推进完成“2022年
常州市民生实事任务”之一——街
道（镇）老年学校建成率达70%以
上，社区（村）老年人学习点建有率
达50%，全年为30万老年人次提供
线上和线下课程服务。市教育局将
积极探索老年教育的投入机制，激

发社会活力，争取社会支持，鼓励社
会力量兴办老年教育。

另悉，市老年教育发展中心将
在2022年推出三项服务：为老年教
育机构推出标准化建设要求，促进
我市老年教育机构基础性、规范化
建设，提升办学质量，着重解决无人
员、无场地、无资金的“三无”问题；
为帮助跨越数字鸿沟推出信息智能
化服务，解决社区老人困难，发展中
心将统筹协调推出百名智慧助老教
师培养工程、千名智慧助老志愿者
培训工程、万名老年人培训工程；为
帮助区级老年大学办学，提供信息
化服务和课程合作服务，将市老年
大学信息化管理系统和课程设置系
统实行共享。

市区两级老年大学年终谋划

统筹教育资源服务老年教育

本报讯（李思琦 王芳） 2021年
12月29日，“传承红色经典 讴歌时

代风华”红色经典视听音乐会在常州
大学西太湖校区立艺楼大礼堂举办。

音乐会由“星星之火”“艰苦岁
月”“旭日东方”“民族复兴”四个篇章
组成，分别对应了百年党史中风雨如
磐的革命岁月、披荆斩棘的建设时
期、春潮澎湃的改革时代和开启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四
个阶段，融合音乐、表演、舞蹈、朗诵
等形式，深情讴歌党的光辉历程，礼
赞党的丰功伟绩，为观众带来了一堂
鲜活生动的党史学习教育大课。

据了解，近年来，常州大学将红色
文化育人列为三大办学特色之一，积
极打造“十红”品牌；注重发挥艺术创
作优势，将红色基因融入艺术创作，让
广大师生在享受视听盛宴的同时，体
验沉浸式思政教育带来的心灵洗礼。

张茹 刘博 摄

常州大学举办红色经典视听音乐会

本报讯（范梦静 尤佳） 2021
年12月31日，常州市青龙中心幼
儿园青竹分园以“萌‘虎’来袭，‘旦’
愿有你”为主题，开展迎新年活动。

窗花、对联、灯笼、鞭炮……布
满了幼儿园的每一个角落，园内到
处洋溢着喜气祥和的景象。为了让
孩子们感受中国的传统文化，度过
一个欢乐、有意义的节日,家长和孩
子们纷纷秀出“绝活”，用巧手，喜迎

新春。各种材料和废旧物品经过巧
妙的构思和精心的制作，变出了一
个个红红火火的新年鞭炮。一个个

“福”字和对联更表达了孩子们的美
好愿望。

活动当天，幼儿园全体师生欢
聚一堂，共谱美妙乐章。伴随着熟
悉、欢快的歌曲，孩子们用歌声、舞
蹈等方式来表达喜悦之情，感受浓
浓的节日气氛。

常州市青龙中心幼儿园青竹分园

庆元旦 萌“虎”来袭

□尤佳 李颖 戎琳燕

语言生动、教态自然、精神饱满、充
满激情，2021年12月17日，常州工业职
业技术学院“立德树人建新功”教师党支
部书记课程思政说课比赛举行。近4个
小时的活动展示了常工业教师的深厚理
论功底和“大先生”风采，也充分发挥了
教师党支部书记在推进教育教学改革中
的示范引领作用，是常工业在“课程思
政”领域建设的一次有益探索和实践。

据了解，将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同
部署、同推进、同落实，带领学校跑出高
质量发展“新速度”，常工业近年来进行
了一系列校本化探索实践。

党建项目引领

“863”计划促进学校发
展高质量

近年来，常工业持续推出递进贯通
的“八大工程、六大重点项目、三十个核
心指标”计划，项目驱动，锤炼党员干部

“铁肩”担当的能力。
据了解，“863”计划历经了三次调整

改进，从最初的补短板、强特色，到现在的
新“863”计划——细化到30个核心指标，
涉及学校建设的方方面面、百余个项目。

围绕项目建设，学校党委成立工作
领导小组，党委书记、校长任组长，分管
领导任副组长和具体项目组组长。建立

“五定”工作机制，确保项目落实落细落
地——党委定期研究年度重点项目，明
确任务分工和具体要求；定期召开专项
领导小组会议，加强统筹协调，推动项目
实施；定期开展信息交流，每月报送项目
进展情况，通过党务行政工作例会平台
交流项目实施的经验和做法；定期开展

专题调研，精准掌握项目推进中的重点、
难点问题；定期开展项目督查，加大项目
推进的力度。

通过“大党建”，常工业将党的领导、
全面从严治党与业务工作和中心工作相
融合，充分释放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
凝聚力量，增强战斗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的突破。

品牌建设聚焦

“专业+特色”确保人才培
养高质量

2021年，常工业党建工作成果丰
硕：学校智能控制学院党总支被评为
2021年度江苏省高校先进基层党组织、
旅游与烹饪学院党总支牵头申报的《紧
扣“三抓三促”，推进党总支建设高质量
发展》党建项目入选常州市基层党建优
秀案例，这也是该校今年第二次获评常
州市基层党建“奋进新征程1155”行动

强化先进典型示范项目。
据了解，近年来，各二级学院党总支

大力打造“一支部一品牌”，将党建与专
业建设、校企合作融合，做强“品牌”文
章。旅游与烹饪学院党总支创新实施专
业融合、校企联合、课程结合、双师结合、
训练结合、人岗磨合的“六合”特色校企
合作模式，确保旅游管理专业人才培养
的高质量。智能控制学院党总支与昆山
人力资源市场集团建立健全“校企合作
双主体、工学结合双导师、知行合一双考
察”的党建共建创新机制。艺术创意学
院党总支与江苏感动未来文化科技有限
公司党支部签署共建协议，开展组织建
设互帮共建、校企党支部书记互授党课、
文化交流、素质拓展等活动。轨道交通
学院党总支将主题党课与学院发展需求
结合起来、与教师个人发展需求结合起
来、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明确主题
党日“科研”着力点，破解选题难、申报
难、坚持难等突出问题。

各党总支在建设过程中做强特色，
深化产教融合，提升学生创新创业能力。

社会服务融合

发挥优势推动党史学习
教育高质量

2021年，智能控制学院无人机应
用技术专业的4名学生有了一个新的
身份——常州民警的无人机“师父”。据
了解，4人在某航空设备有限公司顶岗
实习，担任飞手职务。利用专业优势，4
人与同事一起为民警们提供了无人机飞
行理论知识、实际飞行操作及无人机组
装与调试等内容的培训。在教学过程
中，同学们一丝不苟，潜心钻研，为后续
民警们运用无人机开展警务工作提供了
技术储备。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常工业
把“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作为党史
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和突出抓手，真心
实意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学校立足常州，以多种形式为群众送
温暖。学校组织党员献血，广大教师纷纷
用实际行动传播正能量。凝聚青年力量，
校团委组织志愿者赴兰陵敬老院、常州残
联儿童康复中心开展志愿服务。走进大
学新村三社区开展“家电公益维修进社
区”活动，解决社区群众的现实问题。

以师生为本、服务师生。学校新建
第三食堂青枫驿站，增加餐位900余个，
不断改善用餐环境。积极推进11号学
生公寓楼建设项目；建设学校文化长廊、
劳模工匠长廊，丰富校园文化景观。
2021年全年，学校共落细落实“我为师
生办实事”20个大项60个子项，校园软
硬件设施不断完善，民生事业发展呈现
良好发展态势。

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同落实 跑出高质量发展“新速度”

本报讯（王超 尤佳） 2021 年
12月28日，常州市总工会公布常州
市示范性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和
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名单，中国再
生资源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常务
副理事长，常州工学院党委副书记、
副校长周全法劳模创新工作室被确
定为常州市示范性劳模（工匠）创新
工作室。市总工会对周全法劳模创
新工作室和长三角资源环境研究院

近年来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希
望把创新工作室打造成为常州高校
的一面旗帜。

周全法教授团队由常州市总工会
批准，于2009年设立劳模创新工作
室，2017年设立常州市示范性劳模创
新工作室。2018年11月起，创新工
作室组建常州工学院资源环境研究院
暨中国再生资源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
盟长三角资源环境研究院，在电子废

弃物、有色金属废弃物等固废的资源
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置领域从事科学研
究、技术开发、专用装备设计制造、环
保工程设计、技术转移转化等创新工
作。2018年以来，创新工作室以国家
和行业产业重大需求为导向，积极组
织科技创新，在项目、成果、平台和人
才汇聚等方面取得了突出业绩，为推
动我国固废资源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发
挥了积极作用。

常工院周全法劳模创新工作室荣获
“市示范性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