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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贺芸 尤佳 王超）充分
发挥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作用，切实做
好校园封闭管理期间校内学生外出就
医的接送陪护，近日，常州工学院新冠
肺炎疫情志愿服务保障工作组牵头组
织成立了护医志愿服务队。

在护医志愿服务队志愿者招募期
间，各二级基层党组织充分发挥党组织
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带领广大党员带头
打冲锋。机关党委也积极实践“抗疫我
先行，志愿践担当”组建了近30人的护
医队，进一步充实了各二级学院护医队
力量。目前全校护医志愿服务队总人
数近150人，分成14支队伍，每支队伍

都建立临时党支部，把堡垒建在一线。
为确保护医任务安全有序开展，4

月10日下午，学校对全体护医志愿者进
行线上培训。会上，卫生所所长韩晶详
细介绍了学校封闭管理期间学生外诊流
程、志愿服务人员工作注意事项等，并与
志愿者在线交流了在服务工作中可能遇
到的问题及其解决方式。学校相关负责
人表示，封闭管理期间，护医志愿服务队
将带头扛责任，以仁爱之心设身处地为
学生着想，耐心细致给予关爱和帮助，用
真心热心爱心陪伴生病学生度过特殊时
光，让学生暖心，家长放心，共同保护师
生健康、守护美好校园。

共护校园

常州工学院组建护医志愿服务队

本报讯（周贵平 尤佳 蒋珂佳）
近日，教育部发布了《教育部高校学生
司关于公布第一期供需对接就业育人
项目立项名单的通知》，公布了第一期
供需对接就业育人项目立项名单。常
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酒店管理与
数字化运营专业和华住酒店管理有限
公司、市场营销专业与北京中睿在职言
职科技有限公司对接的2个就业实习
基地项目顺利通过审批，获准立项。

据悉，供需对接就业育人项目是
教育部落实“稳就业”“保就业”决策部
署开展的举措之一，项目旨在深化产
教融合、校企合作，推动人才培养与就

业有机联动、人才供需有效对接。经高
校申请、用人单位申报、专家审核、立项
单位信息核查，日前确定了第一期供需
对接就业育人项目名单。

本次供需对接育人项目的成功立
项，为常州纺院的专业建设进一步拓宽
人才培养思路，为加深校企多向合作、推
进共同育人探索提供了新的路径。下一
步，学校将与合作企业深入对接，推动供
需对接就业育人、产教融合协同育人，促
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
衔接，加强项目过程管理，落实落细合作
内容，确保项目顺利实施，促进学生更充
分更高质量就业。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两项目获教育部立项

本报讯（尤佳）近日，常州机电职
业技术学院机械工程学院组织人气

“主播”评选大赛，结合网络投票和教
师线上说课打分的结果，最终评选出

“十佳人气主播”。学生还用手写感谢
信的方式为获奖教师举行了一次特殊
的“颁奖仪式”。

“为了提升线上学习的效率，老师
们花了不少功夫，每次都通过同学们
喜闻乐见的方式让我们寓教于乐，学
习效率提高很多。”此次人气“主播”评

选大赛组织者数控专业学生王海杭表
示，希望通过评选“人气主播”，表达对
老师的感恩之情。

特殊时期，学校的老师们坚守云
端课堂，积极组织线上教研活动，利用

线上优质资源，创新优化教学内容和
形式，用学生喜爱的方式，线上互动授
课、直播答疑，力求解决学生生活和学
习上的困难。学生在老师的精心指导
下，不仅按时完成了课业内容，更加深

了师生之间的感情。
人气“主播”第一名杨晨是数控车削

技术专业教师，同时兼职学生辅导员。
有一些心理学基础的她，将心理健康教
育寓于专业课程之中，打造全新云端课
程。“我在线上教学过程中发现学生更易
受挫，从而产生焦躁情绪，所以就结合心
理放松的方式，引导学生克服困难。”杨
晨表示，线上教学，考验的不只是教学能
力，更要通过小小的屏幕去感知学生的
内心，做到真正的教书育人。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人气“主播”线上教学花样多

多肉植物中，番杏科的“小兔子”
最可爱，一个圆圆的脑袋和两个长长
的耳朵，真是像极了一只绿色的脱兔，
与众不同！景天科的名月，外形像巨
型水滴，温润如玉，青翠而融有金黄，
喜欢日照，对水分需求不大，几乎全年
都在生长。

老师为我们展示了几种多肉品
种：星美人、三角琉璃莲、五十铃玉等，

还选了一些小记者体验亲手种植。他
们按老师的步骤，迫不及待地将营养
土放入盆中。接着，将中间留空，将长
开的几株肉丛丛的星美人轻轻放入坑
中，撒几层薄薄的土，填满四周夯实，
撒一层白球状的石头做装饰，这么一
打扮，整盆星美人立刻生机盎然。

戚墅堰东方小学三（2）班 蒋璟仪
指导老师 陈明霞

老师着重给我们讲解了多肉植
物。多肉的叶片有很多种形状，有的
像莲花瓣；有的像钱串串；有的像小熊
的手掌，厚厚的肉嘟嘟的……有大有
小，非常可爱。老师还教我们读了二
十四节气歌，介绍了适合养殖多肉的
季节，通过老师的讲解，我们了解到种

植多肉植物，需要肥沃的土壤，满满的
阳光，充足的水源，缺一不可。最后，
老师邀请小记者们一起种植多肉，在
老师的帮助下，小记者们种出了一盆
盆属于自己的多肉植物。

戚墅堰东方小学三（5）班 徐奕歆
指导老师 魏雨莲

屏幕上出现四张图片，老师让我
们猜猜图片中的植物叫什么名字？
前三张图片中的植物名字很快就有
了答案，到了第四张图片，有同学说
是油菜花，有同学说是青菜，还有同
学说是芹菜。老师直摇头，我突然想
起来，奶奶家阳台上种有这种植物。
这是薄荷，揉搓后有清凉的香气，我
举手答对了。

接着老师给我们详细介绍了一种
植物，那就是多肉。她说：“多肉植物
大多数模样小巧可爱，如它的名字‘多
肉’一样，肉嘟嘟的很是讨人喜欢。”然
后她一一介绍了摆放在讲台前的十几
盆多肉的名字，并把它们送给我们这
些举手回答问题的同学。

戚墅堰东方小学三（1）班 孙婧琪
指导老师 程明娟

常报小记者植物科普活动广受欢
迎，植物科普老师带领小记者们走进植
物的世界，了解植物生长的要素，重点
探索“多肉”植物的特点，小记者们还能
亲手种植多肉植物，感受植物之美。

戚墅堰东方小学常报小记者植物科普活动戚墅堰东方小学常报小记者植物科普活动

走进植物世界走进植物世界 探索探索““多肉多肉””秘密秘密

老师给介绍了许多植物，有生机
勃勃的太阳花，有坚强不屈的仙人掌，
有鲜花怒放的桃花，有五花八门的多
肉……老师重点介绍了多肉这种植物，
它们的特点就是胖嘟嘟的，比较可爱，
只需要一点点水，就可以生存下来，是

种非常顽强的小生命。今天这堂课非
常生动有趣，同学们都听得很认真，学
到了许多知识。由于我上课表现很好，
老师奖励了我一盆多肉，我开心极了！

戚墅堰东方小学三（5）班 唐小绘
指导老师 魏雨莲

多 肉 有 很 多 种 类 ，甚 是 可
爱。在多肉栽种环节，小记者将
多肉像小婴儿一般揽在手心，一
只手轻轻的将多肉根部的泥土
剥干净并放置一边。然后把泥

土和小石子分层填入花盆里，最后
将多肉轻轻地移入花盆，这样就种
好了。

戚墅堰东方小学三（6）班 张柏心
指导教师 朱华锋

多肉真的太美了。形状也各不
相同，让人忍不住想摸摸它们。通
过老师的讲解，我知道了培植多肉
要有合适的土壤、光照、水分、温度
和肥料。

老师给我们出了一道难题：“当冬
天的时候，人们可以用羽绒服保暖，那
多肉需要怎么保暖呢？”同学们各抒己

见。有的说可以在盆底下铺地暖；有
的人说可以用塑料布给它们盖一个小
篷子，再扎几个小孔，让它们自由呼
吸；还有同学说把它放进温室里和大
白菜、萝卜一起种植。老师听了大家
的回答，直夸我们。

戚墅堰东方小学三（3）班 李毅涵
指导老师 王书颖

老师首先给我们介绍了植物，
有仙人掌、有多肉、有向日葵、还有
睡莲……课程中，小记者们踊跃举手
发言，部分积极的同学还被奖励到了
多肉植物。小记者捧着自己心仪的多
肉，别提有多开心了。最后老师们一
边给我们放多肉生长过程的视频，一

边让得到多肉的小记者给我们展示自
己的植物应该如何种植养护。这堂植
物课，让我见识了形态各异的植物，学
到了很多有关植物的知识，既有趣又
有意义。

戚墅堰东方小学三（4）班 朱璟熙
指导老师 王莉

老师告诉我们多肉植物共有
一万多种，她带来的只是其中的几
个品种。第一盆是“熊掌”多肉，
哇，真的像胖嘟嘟的小熊掌呢。“快
看旁边那盆长得像海豹！”一位男
同学大声说到。老师说：“对的，它
就是海豹多肉。”看它光滑的叶面
上长满了褐色斑点，活似一只只小
海豹在嬉戏打闹，可爱极了。它们
喜欢有阳光的环境、松软舒适的土

壤。终于到了我最喜欢的多肉了，它
的叶子非常短，老师说它叫“碧光
环”，比较耐干旱，不需要频繁的浇
水。最后一盆开花的多肉叫“鼠尾
掌”，它有着酷似老鼠一样的长尾巴，
最有趣的是那一朵朵粉红的花朵只
在白天开放，一到晚上就关闭了，是
不是很神奇啊。

戚墅堰东方小学三（3）班 张雨璇
指导老师 王书颖

今天老师给我们讲的是多肉植
物。我知道多肉都是肉质根，它对水的
需求不是很旺盛，浇水不慎容易烂根；大
多数多肉都是喜光的，一般情况下要放
到光照最充足的地方；大多数多肉不耐
高温，也不耐低温，夏天不得超过35度，
冬天不得低于10度。老师还告诉我们

多肉也分很多品种，较为常见的是熊掌
多肉、碧光环多肉、霜之朝多肉、雪兔多
肉。其中我最喜欢的还是碧光环多肉。
它有两个兔耳朵，摸起来毛茸茸的，远看
可真像一只小兔子，真是可爱极了。

戚墅堰东方小学三（3）班 夏辰辰
指导老师 王书颖

小记者的植物科普课上讲到了多
肉植物，这让我想到家里也有着好多盆
多肉呢！其中有一盆肉肉是由一根根笔
直的枝条组成的，还有胖嘟嘟的叶子，它
的颜色绿油油的，非常好看。别以为它
长成这样就会很脆弱，其实它的生命力
十分顽强。有一次我很长时间没浇水，
叶子都掉光了，后来我发现还有一片存
活。单独把它种了起来，隔了一段时间，
它神奇地活了下来，并且长出了新的。

这次小记者活动，也使我更加了
解多肉植物的生活习惯，以及照顾它
们需要注意的事项。多肉不仅可以观
赏，可以食用，可以调节我们的心情。
更加可贵的是它那顽强的生命力值得
我们学习。生活学习如果遇到困难，
也要像多肉一样积极顽强地去面对，
总会等到花开的那一天。

戚墅堰东方小学三（4）班 蒋梦涵
指导老师 王莉

多肉植物是一种叶片肥厚多汁并
且具有储藏大量水分功能的植物，也
称“多浆植物”。它的品种可多啦，比
如“月光女神”“白牡丹”“黑王子”……
这些名字稀奇古怪，有趣极了。多肉
植物的颜色五彩缤纷，红、橙、黄、绿、
青、蓝、紫……有的还带渐变，美丽极
了。它们的外形有大有小，大的多肉
植物长得像一棵大树，壮观极了；小的
像个小米粒，可爱极了。

我最喜欢的一种多肉植物是“生
石花”。它的外形各种各样，有的像小
婴儿的屁股，有的像红糖小馒头，还有
的像巧克力豆。颜色各异，有绿色的、
蓝色的、棕色的、粉色的等等。当各种
的生石花汇聚在一起时，就像一盘五
彩缤纷的彩虹糖，也像各种不同口味
的QQ糖，还像铺在地上的鹅卵石。

戚墅堰东方小学三（3）班 童思祺
指导老师 王书颖

在了解了植物特征和习性后，
就到了老师提问环节。我和同学们
争先恐后地举手参加。最让我自豪
的是，我回答对了一个关于植物光
合作用的问题，作为奖励，老师送给
我一盆圆圆的多肉植物。老师邀请
我上去亲自把多肉移植进花盆中。

我来到讲台，小心翼翼地把多肉笔直
地放在铺了泥土的花盆中，然后加入
泥土固定好，最后在周围放入小石
子。我心想：我回家一定要好好养护
它，让它在家中释放氧气，净化空气。

戚墅堰东方小学三（4）班 周章毅
指导教师 王莉

我们认识了千姿百态的多肉，
有玉露、奶酪、熊掌……各种各样。
有的果冻玲珑，有的粉厚似霜，有
的则红于二月花，精致可爱。它最
喜欢阳光和松软的泥土、小石子。
老师还提醒我们，多肉一个月只能
浇一次水哦！

最后我们还体验了种植多肉。
先 修 剪 下 多 肉 的 根 ，再 给 它 松 松
土，然后把多肉放进花盆里，再填
土、放小石子。不一会儿多肉盆景
就完成了。

戚墅堰东方小学三（1）班 江佳倪
指导老师 程明娟

□尤佳 雷宁

4月12日，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
院（以下简称“常州工程”）“解忧杂货
铺”正式“开张”。通过“解忧杂货
铺”，学子们可以倾诉、分享疑惑与烦
恼，寻求帮助。“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
拉近同学们心灵之间的距离，为同学
提供一个相互开解、相互帮助的平
台。”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相关负
责人表示。

疫情封闭了校园，却封闭不了
一颗守护师生、倾情服务的心。记
者从常州工程获悉，学校多措并举，
统筹疫情防控和教育教学，闭环做
好校园管理和精准服务，扎牢校园
疫情防控网。

校领导带头，广大教师
成为“冲锋陷阵”“排头兵”

“各部门各单位深刻认识做好学
校疫情防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落实
外防输入重点任务，严格执行疫情防
控各项规定，时刻保持警惕状态，决不
能有丝毫懈怠。”封闭管理期间，学校
党委书记王光文带领全体校领导、全
体中层干部、广大教师与学生同吃、同
住，第一时间处理校园疫情防控的大
事小情。

校疫情防控学生工作组把办公地
点前移到学生公寓楼，每天下午组织
各二级学院副书记集中研讨疫情防控
情况，部署具体工作。全体辅导员则
在宿舍区办公，日夜开展学生教育管
理，确保学生学习生活正常有序。

校内核酸检测，学校70余名教师
主动报名，成立教师志愿者服务先锋
队。他们化身“大白”，在现场维持秩
序、登记信息，以实际行动，为工程学
子们树立了榜样。

守护校园平安是当下全校师生的
首要任务，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
领导带头，广大教师变身为“冲锋陷
阵”的“排头兵，用爱心守护学生身心
健康，以实际行动诠释使命担当。

不一样的课堂，一样
的精彩

为提高学生线上学习质量，常州
工程通过加强线上集体备课、教学督
导等环节，确保教学工作有力有序有
效推进。

学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先后组织思
政课教师参加省“形势与政策”线上集
体备课会、省高校思政课“手拉手”线
上集体备课会、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师网络集体备课平台“周末理
论大讲堂”学习，并围绕近期国际热点
等方面开展线上集体备课，及时更新
教学资源，丰富教学内容。

同时将思政课堂与疫情防控深度
结合，用好用活疫情防控鲜活素材，将
疫情最新动态及时融入到线上课程教
学中，强化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理想
信念教育。各任课教师精心准备、及
时关注学生思想动态，充分运用“互联
网+”模式，严把课前、课中、课后三个
环节，对教学过程实行精细化闭环管
理，确保线上教学质量，充分发挥思政
课的主渠道主阵地作用。

为确保课堂教学实效性，学校组
成由校领导挂帅、相关部门及二级学
院相关负责人为成员的线上教学检查
小组，对线上教学工作方案、教学准
备、组织管理、效果反馈进行严格把
关。并通过实时收集云课堂数据，及
时反馈任课教师，指导教师改进教学，
确保“教师认真教、学生认真学”。

“不 一 样 的 课 堂 ，一 样 的 精
彩”。常州工程教师们结合实际，积

极探索、大胆创
新、巧设问题，
讲练结合，高质
量地完成每一
节线上授课任
务，以战“疫”有
我的责任担当，
实现了疫情防
控与教育教学
工 作 双 落 实 。

“在全国疫情形
势严峻的情况
下，老师们充分
利用课前五分
钟，为学生讲解
国家和学校疫
情防控相关政
策，引导学生不
信谣、不传谣，
坚定抗击疫情
的信心。”学校
党委副书记、校长李雄威说。

关爱“心”体检，携手
“心”调节

封闭管理期间，学生的心理健康
也是教师们关注的重点。学校秉承

“早、快、全、准”四字方针，为学生提供
心理健康体检服务，及时了解学生心
理动态，精准援助。

体检要早，早发现早干预。每学
期初，通过“苏心App”“心海导航”等
专业心理测评系统，线上线下开展心
理健康体检工作，力争做到心理问题
早发现、早预防、早干预，化“危”为

“机”，为学生生命安全筑牢防线。
实施要快，抢时间抓进度。从发

布通知到结果回收，两周内结束心理
体检工作，保证第一时间掌握最新的
学生心理动态，及早实施精准干预，减

少心理危机事件发生，为学生心理健康
保驾护航。

覆盖要全，全员全过程。每一次心
理健康体检，全校学生全员参与，一人一
档落实追踪，形成动态管理的重点关爱
人群数据，直至学生毕业，实现学生在校
全过程的心理健康体检动态档案管理。

援助要准，重识别落措施。完善心
理健康体检有效模式，依据学生心理健
康体检报告，综合分析学生心理状态，通
过校内外心理专家组进行研判，配合二
级学院开展工作，提供五级心理预警援
助服务，分层分级，有针对性地进行防范
和治疗。

学校同时加强心理教师队伍的专业
技能提升，特聘专家进行心理培训分享
会。“疫情之下，学校充分认清形势，高度
重视风险隐患，强化行动自觉，切实扛起
责任大旗，确保师生健康安全。”学校党
委副书记欧汉生表示。

多措并举，用心用情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扎牢校园疫情防控网 本报讯（教宣 尤佳）记者从常州
市教育局获悉，第18期“牵手成长计
划”爱心助学活动于4月13日完成。
本次活动惠及902名申助学生，传递
社会爱心助学款116.1万元，单次助
学人数再创新高。

2022年初，常州市启动推进第十
八期“牵手成长计划”项目，接受社会
各界爱心捐款，最终来自社会各界的
385个爱心家庭和84个爱心单位或
团队参与了本次捐助活动。

据了解，2007年至今，常州市学
生资助体系不断完善，目前已实现各
学段学生资助政策全覆盖。作为对国

家助学政策之外的积极补充，2012年
底，常州市教育发展基金会和市学生资
助管理中心联合设立“牵手成长计划”助
学项目，至今已走过九年历程，引导了一
批又一批申助学生牵手共成长、奋进向
未来，资助育人成效持续显现。

九年来，18期活动共助学全市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7258人次，累计募集
并传递爱心助学款883.9万元，覆盖到
常州市 200余所中小学，有近千个爱
心家庭或团队参与到该项目中，其中
已有曾经的获助学生在顺利工作、经
济稳定后也参与捐助，用实际行动传
递爱与善。

第18期“牵手成长计划”

116.1万元爱心款援助902名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