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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尤佳 陈珊）寒假不只有
学习，更要劳逸结合，进行体育锻炼，
强健体魄。这个寒假，在常州市北郊
高级中学，掀起了一股居家锻炼热潮，
体育组教师录制视频，为学生科学锻
炼提供各项专业指导。

“寒假是高中生们难得的悠闲时
光，希望同学们可以利用这段时间锻炼
好身体，以更充沛的精力投入新学期的
学习。”体育组邱鹏老师告诉记者，为
此，在上学期期末，北郊高中体育组教
师们就为学生量身打造适合居家锻炼
的方案和直观的教学视频，包括体能训
练、力量训练、灵敏速度训练和亲子体
能训练。据了解，为了给学生提供多样
化的选择和锻炼方式，让学生寒假居家
体育锻炼不乏味、不简单、有挑战，体育
组三位教师邱鹏、何桉、付新星设计了
多种方案。同时为了更好地指导学生
进行训练，我们还拍摄了段视频，制作
成微信公众号，为学生进行动作示范与
讲解，让大家更好的理解训练动作的精
髓和注意事项。

记者了解到，徒手体能训练操，分
为初级、中级和进阶三个层级，适合不
同水平的学生群体在家里练习，每套
体能训练操共有8个动作，每个动作
持续20秒，间歇休息10秒钟；力量训
练按身体部位来划分可分为腰背核心
力量训练、上肢肌力训练和下肢肌力
训练，共有三套适合居家训练的力量
训练方案。

如何让学生足不出户就能有效锻
炼身体？何桉老师线上直播体育课的
内容就是指导各位同学利用废旧报纸
制作简易栏架，宅家锻炼身体。利用

家里的旧报纸制作体能训练栏架、敏捷
梯；使用纸箱、泡沫块和书本来进行体育
锻炼，身边的“废旧”物品摇身一变成为
了绝好的锻炼器材。

此外，付新星老师和儿子合作开发出
一套集“力”“美”“趣”于一体的亲子操，献
给无法出门的“宅爸”和“宅娃”。这套操，
场地不受限制，“宅娃”年龄跨度大，适合
大多数家庭学习操作。“希望各位宅爸宅
妈宅娃们，躺累了，动起来。在这其中也
更融洽亲子关系。”

“三位老师直观有趣的教学视频让
我在这个寒假爱上了运动，也带动了爸
爸妈妈一起参与其中，享受运动的乐
趣。”高一（17）班学生潘皓皓告诉记
者，开学后，他还和几个好朋友约定，进
行一场友谊赛，展示各自在寒假中锻炼
的成果。

常州市北郊高级中学

居家锻炼“热”起来

本报讯（教宣 尤佳）“双减”后的
第一个寒假，校外培训机构如何监管？
日前，常州市多部门联动，督查全市校
外培训机构治理工作。

为进一步巩固全市校外培训机构
治理成效和减轻学生校外培训负担，
使广大中小学生度过一个安全、愉快、
有意义的寒假，1月28日，市教育局
联合市委宣传部（新闻出版局）、公安
局、民政局、人社局、城管局、文广旅
局、市场监管局、市消防支队等部门，
对部分辖市、区校外培训机构开展“五
查五看”专项检查。

督查组采用“四不两直”方式对学
科类、艺术类、科技类、体育类校外培
训机构开展检查巡查，重点检查机构
疫情防控、办学行为、用工、培训材料、
收费等方面的情况，对督查中发现的
问题，督查组当场进行反馈，要求培训
机构立即整改，并将相关情况反馈当
地相关职能部门跟进整改情况。督查
中，督查组还对“双减”政策进行了宣
传，并提出了相关的要求。

据悉，寒假期间，培训机构是否组
织实施学科类培训是检查的重点内
容，市教育局对违反“双减”政策的行
为将会同相关执法部门，加强督查和
处罚力度，保障学生和家长的合法权

益，切实办好人民群众满意的教育。
另悉，全国“双减”工作优秀案例评选

结果日前揭晓，《常州市校外培训资金监
管平台实现全生命周期管理》被教育部评
为全国优秀案例。江苏省共有3个校外培
训机构治理的典型案例入选，其他2个为
镇江市京口区和南通市崇川区的案例。常
州案例也是唯一一个设区市优秀案例。

据了解，为保障学生和家长的合法
权益，促进校外教育培训规范健康发展，
常州市在全省率先建成校外培训机构资
金监管平台，率先实现全市校外培训资
金专户专存、分期拨付、多方监管的资金
监管全覆盖，并实现对监管对象的课程
管理、师资建设、教学质量、服务水平、诚
信监督等全生命周期管理。该平台还接
入了江苏省法人信用报告查询系统。目
前，常州市合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预
收的培训费用已全部纳入资金监管平
台。常州市教育局提醒，学员或学员家长
须通过登录“常州终身学习在线”网站
（或“常州终身学习在线”微信公众号）选
择学科类培训机构和培训课程，并在该
平台交纳培训费用，所交纳的培训费将
直接进入银行的资金监管账户，切勿以
交现金、微信转账或银行转账至机构指
定的其他账户等方式缴费，以保障自己
的合法权益。

多部门联动，专项检查全市校外培训机构

我市校外培训资金监管平台
被评为全国“双减”优秀案例

本报讯（教宣 尤佳） 1月27日，
2022 年常州市“青春同行 情暖童
心”——“爱邮梦想”助学行动在武进
区阳湖幼儿园举行。武进区家庭经济
困难幼儿所在学校的师生、家长代表，
在此次公益活动中收到了爱心人士捐
赠的爱心包裹和爱心童鞋。

“爱邮梦想”助学行动是由常州市
教育局、常州市美德基金会和中国邮
政集团有限公司常州市分公司共同发
起、常州市文明办指导的“爱邮梦想·
圆梦行动”公益项目升级而来，以自愿
捐赠包裹、物品等形式关爱贫困地区
的中小学生、常州流动儿童和常州家

庭经济困难的学生。自2019年“爱邮
梦想”项目启动以来，募集到来自社会
各界的爱心包裹累计7500余只，邮路
送达学校共计105所，其中有数百个
包裹跋涉4985公里送达新疆尼勒克、
乌恰，云南省怒江州泸水市等偏远地
区的学校，帮助当地学生。

作为2022年常州市“青春同行
情暖童心”——“爱邮梦想”助学行动

的首站，武进区内3所主要吸纳外来
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读的民办普惠幼
儿园——阳湖幼儿园、东方红幼儿园
和汇慧幼儿园，收到了来自湖塘桥第
二实验小学沈子湉和妹妹沈子妤共同
捐赠的110双爱心童鞋。此外，区内
600名家庭经济条件困难的学生也收
到了由社会各界爱心人士捐款所认购
的爱心包裹。

另悉，本次“爱邮梦想”助学行动还
向溧阳、金坛等地捐赠了1200个爱心包
裹，开学前会送到孩子们手中。

现场还进行了“迎新春 写春联 送
祝福”志愿服务活动。市教育局和教育
团工委的志愿者们现场书写春联、福字，
把新春祝福送给家长和孩子们，中国邮
政集团有限公司常州市分公司也给孩子
们送上了新年礼物。

“爱邮梦想”助学行动首站走进武进

本报讯（裴玮艳 尤佳） 1月 20
日，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与苏华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校企合作签约仪式在
溧阳举行。

校企双方举行了签约及“职工培
训基地”“实习实训基地”“教师工作
站”授牌仪式。根据协议，今后学校与
集团将合作建立校外实习实训基地，
用于学生实习实训培养；开展连续三
年的订单培养，共同制订人才培养方
案，共同开发课程资源，共同选派学校
教师和企业专业技术人员担任班级的
授课教师和实习指导教师，有针对性

的完成订单学生的培养；挂牌集团职
工培训基地，面向企业在职员工重点
开展新型学徒制项目培训。设立教师
工作站，联合开展“双师型”教师培养；
开展科技公关，依托教师工作站，围绕
土建绿色建筑、电力安装、环保等领域
的工法、标准、专利、课题等进行科研
合作；开展各级产教融合型企业申报

等工作。
仪式中，苏华建设集团设立“苏华

奖学金”，向江苏城建学院基金会先期
捐赠10万元，用于奖励工程造价、建
设工程管理、环境工程技术等专业的
优秀学生。

据了解，本次校企合作将发挥学
校长期以来为省内住建行业培养人才

的优势，结合苏华建设集团建设安装领
域龙头企业的优势，实现优势互补、工学
结合。双方将进一步推进企业产业转型
升级、提质增效，提升学院人才培养、科
学研究和社会服务能力，促进教育链、人
才链、产业链、创新链的有机衔接，构建
多元协同、共建共创、互利共赢的校企命
运共同体。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与苏华建设集团开展校企合作

□尤佳

“双减”后的首个寒假，常
州学子们都怎样度过自己的
假期？记者邀请了三位中小
学生，讲述他们的多彩假日。

志愿服务展青年担当

“双减”后的寒假，让学生们能有
更多的机会走上社会，在参与志愿服
务中展现青年担当。

常州市第一中学高二（11）班 朱
子凌：

大年初二，在新年的喜悦还未退
散时，我和同学们便已经开始了忙碌
的志愿者工作。常州市图书馆的大
厅接待、服务台引导，处处是同学温
和有礼、细心帮助的身影。书架整
理，借还书籍，同学们忙碌而不慌张，
井井有条、一丝不苟地完成自己的职
责所在。

无独有偶，在小区防疫站也有同

学的身影。疫情反复，在11月小区被
封之后，同学心系社区，主动担起社区
小主人的义务，参与新年期间社区人
员的检查放行工作，测温看码核酸检
查人员疏导。

春节是紧张生活中一年才有一度
的调和剂。在春节中，我们也抓紧了
难得的与家人团聚的机会，承担家务，
创造年味。扫尘时的积极承担，贴春
联写福字时的才华横溢，年夜饭筹备
时的大展拳脚，使我们展现出了学习
之外的多姿多彩。体验生活也好，陪
伴家人也好，在这个寒冷的冬天，这些
小小的温暖都会化作真情流入我们的
心中，让我们感怀。而不论是哪一种
真情，在日后回忆起都将是一股取之
不尽的精神财富，支撑着我们温暖而
快乐地成长。

留常过年，假期有趣有益

疫情防控特殊时期，不少新市
民子女和家长积极响应国家号召，
留常过年。在常州的虎年新年，让
这些在常读书的学子们留下了深刻
记忆。

常州市勤业中学七（6）班 成
欢：

面对着每日新闻联播上滚动的疫
情最新数据，每天都会在不同的地区
突增感染病例。我的心随之一降一
落，时刻为目前春节期间疫情严峻的
形势所担忧。为了家人的安康，大家
的平安，祖国的安定，我们家决定响应
学校号召，就地过年。常州是我的第
二个家，有太多美好的记忆与难忘的
回忆，与家人们在常州过年，特殊岁

月，也倍感温暖。
寒假期间，我每天合理安排自

己的作息时间，每天都过得无比充
实丰富，到晚上睡觉前，我会对一
天情况进行一个总结，并量身制作
第二天的作息计划和所要完成的
任务。

武术队是我校的一大特色，落实
“双减”政策，学校将社团活动放大光
芒。寒假伊始，我们从温暖的被窝里
醒来，伴着凛冽的寒风，前往学校进行
武术队训练。压腿、正踢腿、侧踢、外
摆腿、里合腿、弓步马步转换、弹腿冲
拳、蹬腿推掌……我们一训练就叫苦
不迭地畏缩，但王师父在一旁悉心教
导，指出队员们的不足，并帮助我们完
成一个个到位准确的动作。让我们以
内外兼修的武术精神，严格要求自己，
克服困难，努力朝着高质量、高标准的
要求去完成动作。

春节之际，我还走进常州市图书
馆，在清静的氛围和诱人的书香下，
成为了“志愿服务者”。看着一个个
求知若渴的小朋友从我整理的书里
任意抽走一本时，我很开心，内心充
满了动力。

新的一年，我想象着春天里的繁
花似锦，回望着寒假正在进行的有意
义的生活，心底便生出了明亮的颜色，
带着这份美好，继续向前奔赴。

环保小卫士守护龙城

今年1月，经市政府批准，我市
决定调整《常州市烟花爆竹燃放管
理办法》规定的市区禁止燃放烟花
爆竹区域。为向市民们宣传这一最
新规定，小学生们走进社区，做起

了环保小卫士，宣传禁放烟花爆竹的
知识。

常州市局前街小学六（4）班 王漠
涵：

往年的除夕夜晚，家家户户燃放烟
花爆竹，烟花升入天空，空中瞬间绽放出
绚丽的花朵。烟花虽然好看，但因此产
生的污染和为环卫工人增加的工作负担
让我一直希望能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自从我生活的城市开始禁燃以后，
我一直想为这项工作作出一些贡献，而
在这个寒假，我终于和同学们一起实现
了这个心愿。

寒假伊始，我和同学们就群策群力，
制作了禁燃禁放宣传手牌、拟草了禁止
燃放烟花爆竹倡议书、绘制了禁燃禁放
宣传小报。“为了让广大市民朋友过一个
绿色祥和的‘环保春节’，我们向全市广
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不购买和燃
放烟花爆竹；善意提醒，规劝他人；崇尚
科学，告别陋习，提倡用其他方式庆祝春
节。”

我和几名同学彼此分工，手拿宣传
标语和倡议书，走进龙城的大街小巷，给
路人发放关于禁放烟花爆竹的传单，让
大家了解相关知识。

“拒绝烟花爆竹，守护龙城安宁”是
我在学校附近小区墙上发现的标语，而
这不仅是一个标语，也不仅是一句口号，
而是全常州人民都要做的事。我将继续
致力于这项宣传普及工作，让更多的人
明白燃放烟花爆竹的危害。

今年的春节，虽然天空中没有绚丽
的烟花，家门口也没有噼里啪啦的爆竹，
但马路上多了一份洁净，空气中多了一
份清新。禁放烟花爆竹的举措为民造
福，也为自然造福。我和同学们将守护
龙城安宁，为禁放烟花爆竹尽一份绵薄
之力。

常州学子常州学子““双减双减””下的寒假下的寒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