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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开心能成为新加入少先队
的学生，我会谨记我的誓言，遵守纪
律，不断进步，在红领巾的陪伴下越来
越棒，永远捍卫“少先队员”这个光荣
的称号！

紫云小学一（5）班 余镒涵
指导老师 张心怡

今年的儿童节是个令人难忘的日
子。在这一天，我加入了中国少年先
锋队，鲜艳的红领巾在我的胸前飘
扬。我将在老师的辛勤教导下，好好
学习，让自己成为一名诚实、勇敢、活
泼、团结的优秀少先队员！

紫云小学一（10）班 张晗
指导老师 金玉洁

六月一日是特别的一天，因为我
加入了少先队，佩戴上了鲜艳的红领
巾。老师说，红领巾是少先队员的标
志，是红旗的一角，是烈士的鲜血染红
的，寄托着革命先烈的期望，我们应该
珍惜爱护它。我一定会以优秀队员为
榜样，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为班级和
学校争光，为红领巾添彩。

紫云小学一（9）班 张弈可
指导老师 陈思雨

我很荣幸成为一名少先队员，很
高兴终于戴上了鲜艳的红领巾。红领
巾不仅仅是一种荣耀，更是我努力学
习的动力。我一定会好好学习，天天
向上，做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

紫云小学一（6）班 姚哲希
指导老师 房晨

小的时候，我对很多哥哥姐姐脖
子上都系着的“红围巾”很好奇。妈妈
告诉我，那是红领巾。上了一年级，老
师告诉我，红领巾是中国少先队员佩
戴的，他们是一群诚实、勇敢、活泼、团
结的好少年。今天，我终于戴上了鲜
艳的红领巾啦！我特别开心！

紫云小学一（8）班 夏开颜
指导老师 朱盈嘉

今天是庄严而令人难忘的日子，
在今天，我终于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少
先队员了！戴上红领巾的我激动极
了！请老师放心，我一定会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做党的好孩子，爱祖国、爱
人民，做一名合格的共产主义接班
人！我要把以前的坏习惯通通抹去，
以后要更加严格要求自己，诚实、守
信、向上、坚强，勇敢地克服一切困难，
一步一个脚印走向美好的未来！

紫云小学一（6）班 周君柯
指导老师 房晨

我很荣幸能够成为新加入少先队
的学生。今后我要更加严格地要求自
己，在学习中刻苦努力，在生活中勤劳
活泼，让胸前的红领巾更加鲜艳，成为
同学们的好榜样！

紫云小学一（5）班 刘皓轩
指导老师 张心怡

今天，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少年先
锋队，戴上了鲜艳的红领巾。我非常高
兴，因为我成为一名光荣的少先队员
啦！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无数革命
先烈的鲜血染成的。我一定会沿着革命
先烈的足迹继续前进，听党的话，做党的
好孩子！

紫云小学一（1）班 汪海博
指导老师 李昕艳

能成为一名光荣的少先队员，我
太高兴了！我以后一定更加好好学
习，做同学们的好榜样。

紫云小学一（4）班 周雨桐
指导老师 于素兰

2022年6月1日对我来说是一个特
殊的日子，我正式成为了一名少先队
员。我站在国旗下，庄严地举起手臂向
国旗敬队礼。今后我将结合自身成长，
学好党史，以英雄模范人物为榜样，从
小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决心，刻苦学
习、树立理想、塑造性格、增长本领，努
力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目标。

紫云小学一（2）班 刘梦萱
指导老师 王迎银

最近特别值得激动的事是我顺利
通过组织的考核，加入了中国少年先
锋队，我是一名少先队员啦！终于可
以戴上我一直都渴望戴上的红领巾，
我感到无比的光荣和自豪！

紫云小学一（10）班 陆家禾
指导老师 金玉洁

我真开心自己能成为一名光荣的
少先队员，以后我一定更加努力，争做
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

紫云小学一（4）班 胡亚馨
指导老师 于素兰

6月1日上午，在这属于儿童的节日
里，紫云小学举办了主题为“你好，红领
巾”的2021级新少先队员入队仪式。一
年级132名同学正式加入了中国少年先
锋队，成为了光荣的少先队员。

梅幸蕾

紫云小学常报小记者专题报道

“你好，红领巾”

当听到我要入队的消息，我很激
动，我马上就能成为一名光荣的少先
队员了！原来的我是多么羡慕大哥
哥大姐姐们能佩戴鲜艳的红领巾
啊。我要感谢老师们对我的肯定，我
也会努力做得更好，给同学们做个好
榜样！

紫云小学一（3）班 汪子睿
指导老师 梅幸蕾

我正式加入少先队了，此时的我
特别兴奋。我能戴上鲜艳的红领巾
了！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用无数
革命先烈的鲜血染成的。我能有今天
的成长，首先感谢老师们对我的辛苦
教育，其次感谢同学们对我的帮助，这
些关爱将激励我好好学习，快乐成长，
做最好的自己。

紫云小学一（2）班 张依欣
指导老师 王迎银

我很开心能成为一名光荣的少先
队员。戴上鲜艳的红领巾，“她”将时
刻提醒我要努力学习，坚持锻炼，遇到
困难不放弃。我会努力成为一名优秀
的少先队员。

紫云小学一（3）班 邹心怡
指导老师 梅幸蕾

今天，我终于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少
先队员！依稀记得老师把入队事情告诉
我们的场景，当时我就告诉自己要争取
第一批入队，争先的意识让我内心充满
动力。现在我加入了少先队，成为了一
名共产主义接班人，以后我会更加刻苦
学习，努力奋斗！

紫云小学一（9）班 房小贝
指导老师 陈思雨

最激动人心的一刻来了，我终于
成为了一名少先队队员，我感到无比
光荣和自豪！我下定决心，要以哥哥
姐姐为榜样，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亲
爱的老师们，请相信，我一定会更加努
力，为少先队增光添彩！

紫云小学一（11）班 卢越
指导老师 钱梦婕

戴上鲜艳的红领巾，我决心要向
优秀的大哥哥大姐姐学习，在校做个
好学生，在家做个好孩子，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努力使自己成为一名优秀
的少先队员。

紫云小学一（8）班 陈俊豪
指导老师 朱盈嘉

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少先队员，我感
到无比的幸福和自豪。我们将在红领巾
的陪伴下认真学习、快乐成长。红领巾
是我们前进的动力，我会无比珍惜它、爱
护它。从今天起，我会在星星火炬队旗
的指引下，高唱嘹亮的队歌，用自己的实
际行动，证明我们无愧于“少先队员”这
个神圣的称号。我要好好学习，天天向
上！在学校里做个好学生，在家里做个
好孩子，将来在社会上做个好公民！

紫云小学一（7）班 郭言蹊
指导老师 孟晓菲

很高兴我可以加入少先队，成为
一名光荣的少先队员。能够戴上鲜艳
的红领巾、站在队旗下宣誓，我感到无
比的光荣和自豪。我将更加努力学
习，健康成长，为少先队增光添彩！

紫云小学一（8）班 郑楚凡
指导老师 朱盈嘉

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少先队员，我
感到非常高兴与自豪。我要感谢老师
对我的辛苦培养，爸爸妈妈对我的爱
护，同学们对我的帮助。这一份份关
爱和希望凝聚在这鲜艳的红领巾上，
它将激励我好好学习、快乐成长，做最
好的自己。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
我一定会遵守队章，讲文明、懂礼貌，
尊敬老师、团结同学，做一名优秀的少
先队员，用自己的行动为红领巾添
光！我愿意与所有少先队员一起为我
们的队旗争彩。

紫云小学一（7）班 张蕴涵
指导老师 孟晓菲

本报讯（尤佳 吴靖 秦健敏）
走进虹景中学七（1）班的教室，课
桌上摆放的“三好学生”“四好学生”
的席卡特别醒目。学生王屹峰指着
自己桌上的“四好学生”席卡说：“这
个月我在德、智、体、美、劳评比中，
已连续三周获得‘周三好’，我会继
续努力，争取蝉联‘月四好’，成为

‘五好学生’”。
据了解，“周三好、月四好、学

期目标是五好”是虹景中学本学期
推出的学生评价改革举措。虹景
中学在班级管理中引入学生评价
竞争机制，实现全员评价、全程评
价、全面评价，充分发挥评价的激
励作用。德、智、体、美、劳五方面，
学生一周有三个方面表现好就可
评为周“三好学生”，一个月有四个
方面表现好可评为月“四好学生”，
一个学期五方面表现好可评为期
末“五好学生”。

把五育内容细化分解到日常学

习生活的每一天，学生每天进行自
我检查，符合要求加一颗星。每周
结束时，通过自荐和小组推荐的方
式，上报一周的三好名单。经过家
长和老师的监督和复核，公布“周三
好”名单，每月初公布“月四好”名
单，获奖同学会在大家的祝贺中领
取荣誉席卡，摆放在课桌醒目位
置。学期结束时，班级评选出“五好
学生”。

“每周都充满了期待，期待不断
进步的自己！”七（1）班学生郭金
材，看到其他同学桌子上的席卡，认
识到自己和别人的差距，这让我有
了越变越好的动力。

校长李承送表示，学校“周三
好、月四好、学期目标是五好”的评
价改革实施近一学期以来，同学们
形成了“你追我赶、争先恐后”的良
性竞争热潮，学子们“善学善思、善
言善行、善体善劳、善美善德”，成就
更好的自己。

从“三好”到“五好”，常州市虹景中学

创新评价机制
助力学生出彩

本报讯（尤佳 黄纯 花琳） 6
月10日下午，常州市局前街小学四
年级十岁成长仪式举行。

为了让孩子们的成长更有意
义，四年级的老师们精心为孩子们
准备了一份属于局小龙娃的专属成
长清单。

“十”光成长梳，全体学生行成
长梳头礼。“一梳梳健康，二梳梳平
安……”一把把小小的梳子寄托父
母长辈美好祝愿。“十”光纪念，学校
为600余名学生每人准备了一枚特

制的“十岁成长纪念章”，戴上纪念
章的龙娃们唱起校歌，信念更加坚
定，志向更加高远。“十”光成长信，
班主任郑重地将家长写的亲子信转
交给孩子，凝聚成最为温暖的行行
文字，让孩子们不觉红了眼眶。

“一场珍贵的仪式，会成为孩子
们铭记心间永不褪色的成长印记。”
该校大队辅导员杨宏磊表示，希望
通过别样的仪式感，让孩子们学会
感恩和担当，“做到勤勇朴诚，不负
凌云志，少年向未来。”

局小600余名四年级学生
共度十岁成长礼

□吴云飞 尤佳 任文珺

6月2日，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
党委书记王钧铭，党委委员、副校长费小
平带队赴金坛区开展“访企拓岗促就业”
专项活动，参加访企拓岗暨技能人才引
育专场洽谈会。

洽谈会现场，金坛区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介绍了该区企业技能人才的需
求，希望学校通过工学交替、产教融合等
方式给予金坛企业帮助；企业代表纷纷
表示希望加强与学校合作，探索多企业
联合开展合作订单培养模式、校园招聘
等途径引进优秀技术人才。

毕业季，切实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
服务工作，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启动
一系列促就业专项行动，扎根校企深度
合作沃土，利用信息化手段，为应届毕业
生就业招聘做好充分全面准备，助力学
子“好就业”。

丰富活动，定位学生
职业生涯

今年初，常信院入选第二批“江苏
省大学生职业生涯教育基地”，成为常
州市首个获批的高职院校。目前全省
共有15所高校（其中6所高职院校）获
此殊荣。

长期以来，学校重视大学生职业
生涯教育工作，建立服务学生成长发
展的职业生涯教育课程、咨询、研究、
实践体系。

学校面向不同年级的学生开展不同
形式的职业生涯教育并贯穿人才培养全
过程，面向全体学生开展体验式职业生
涯实践活动，每年打造职业生涯嘉年华、
就业嘉年华、就业准备季系列活动。开
展职业生涯咨询师资培训，完善职业生
涯导师团队，着力培养一支职业生涯规
划专家队伍。

下一步，该校将在加强和规范基地
建设、运行和管理的同时，进一步整合教
育资源，完善课程体系，推进生涯教育实
践，打造大学生职业生涯教育的教学、研
究和实践平台，努力实现毕业生更高质
量就业，助力学校高质量发展。

广泛调研，找准企业
关切热点

提前谋划，拓展就业创业岗位和机
会，4月起，常信院开展“书记校长访企
拓岗促就业”专项行动。作为学校今年
访企拓岗促就业专项行动第一站，学校
党委书记王钧铭，党委委员、副校长费小

平带队赴溧阳高新区进行专访调研。
王钧铭表示，学校重点面向信息产

业培养生产一线技术管理人才，服务江
苏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深入落实毕业生
就业工作“一把手”工程，制定出台了专
项行动实施方案。“希望通过走访调研企
业，全面了解用人单位人才需求以及对
毕业生的专业、知识、能力、素质要求，进
一步与企业深度紧密合作，为学校人才
培养、就业指导服务提供依据，为社会、
企业推荐对口优秀技术技能人才。”

近年来，常信院不断加强与各企业
的协同育人工作、深化技术交流、为企业
输送优秀人才。同时，积极搭建校企合
作和人才就业对接平台，发掘产业发展
特色鲜明的工业园区，加强对优质企业
的深度调研，推进校企深度合作，促进企
业人才需求与学校专业设置高度吻合，
为搭建更好的毕业生就业平台提供服
务，树立标杆。

该校相关负责人表示，学校将继续
走进园区、走进行业、走进企业，深入开

展访企拓岗促就业专项行动，实施“春生
夏长岗位精选计划”“社会需求和毕业生
就业状况跟踪调查”和“挂钩帮扶行动”，
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邀请用人单位开
展线上交流、网络招聘会、直播荐岗、云
宣讲等活动，努力为毕业生创造更多实
习和就业机会。

云端送岗，信息助力
帮扶就业

为实时了解全校毕业生就业落实情
况，扎实推进毕业生就业指导与服务，5
月份起，常信院立足信息化与大数据优
势，每周公布毕业生就业落实动态，及时
高效反映就业情况。学校同时积极开通
直播通道，开展“百校千企万岗”2022年
江苏大学生就业帮扶“送岗直通车”直播
荐岗等活动，通过线上政策解读、直播荐
岗、企业宣讲、BOSS直聘等形式，鼓励
广大毕业生留常就业创业。

电气自动化专业的学生沈中昊通过
学校举办的直播荐岗活动，如愿入职了
自己心仪的企业。“感谢学校能提供这样
高效、给力的平台，切实帮助自己找到了
工作，迈出走向社会的第一步。”他表示，
自己也会好好珍惜来之不易的工作机
会，学习知识，提升能力，在工作岗位做
出成绩。

据了解，近阶段，学校邀请多家江苏
省内、常州本地知名企业参与云端招聘，
覆盖电气自动化、电商管理、机电自动
化、平面设计等多个领域。各用人单位
通过腾讯会议在线直播方式，化身荐岗
主播，在直播主会场轮流宣讲。他们从
企业创建历程、工作环境、薪酬福利、发
展路径、培养体系等多方面着手，让求职
者全面了解用人单位基本情况、招聘岗
位信息和未来职业发展方向。部分用人
单位还建立了企业专场直播，与毕业生
通过“云对话”的方式实现就业的“双向
选择”，助力学校应届毕业生实现更高质
量就业。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专项行动助力学子“好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