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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宿爱成 尤佳）“老师,
我的电脑黑屏了,上不了课怎么
办？”“老师,电脑系统崩溃了，我能
请假出去修电脑吗？”学生封闭管理
期间，为解决同学们遇到的电脑故
障问题，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信
息工程学院专门成立了啄木鸟IT
保障小组。截至日前,累计帮助学
院35名同学解决电脑故障。

“毕业季天天在准备论文和答
辩，突然间电脑黑屏了，多亏了保障
小组的同学们，保住了我的论文。”
软件20级的李同学如是说。

从8号公寓到9号公寓，从一
楼到五楼，小组的同学们像啄木
鸟一样辛勤劳动，用他们过硬的
技术诠释着技术劳动的价值。“啄
木鸟”IT保障小组的成员都是信

息工程学院各个专业的技术能
手，在应对电脑系统问题、office
问题等方面尤其擅长，他们利用
自己的专业知识，付出劳动，真正
做到了学有所劳，虽然不善言谈，
但是技术出色，在帮助到同学们
的同时，也收获了非常多的好评，
真实践行着劳有所乐。

“并不是很多问题我们都能
一次性解决，只能熬时间查资料、
翻论坛，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技术
也成长了不少。”保障小组成员陈
思汗说。

以劳促技，信息工程学院将
继续利用职业教育的特点，把劳
动教育与技术成长相结合，让同
学们在技术劳动中付出汗水，收
获成长。

以生为本，解生所需

常州机电学院成立IT保障小组

小记者活动的主题是“航天梦”。老师
首先介绍了航天员如何乘坐火箭升向太
空、如何出舱、如何在太空中生活……听了
老师的讲解，我觉得航天员太了不起了！
接着，老师给每位小记者发了超轻黏土，我
们开始制作航天员。我先给航天员捏了一
个圆圆的脑袋，再捏了胖嘟嘟的身体和细
长的四肢，这样看，航天员还挺可爱的！

实小教育集团双桂坊校区二（5）班
陈卓远

指导老师 李玉

活动开始后，老师先给我们讲了航
天员在太空的生活，好神奇啊！跟我们在
陆地完全不同。接着，我们在老师的指导
下，用彩泥捏了航天员，各种各样，每个
同学都捏得很有意思。然后，我们跟自己
的作品进行了合影。太空生活真的好有
趣，我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以后争取也
去太空，感受一下与众不同的生活！

实小教育集团双桂坊校区二（1）班
孔奕如

指导老师：瞿佳蓓

活动真是让我大开眼界。首先，老师
给我们看了火箭发射。嗖！火箭就飞上
了天空，像一颗红红的太阳。接着我们看
到三位宇航员在空间站里的生活和工作，
既有趣又很辛苦。我们心中有很多困惑，
通过与老师的一问一答，这些困惑就轻松
地化解了。最后，老师带领我们用黏土制
作了宇航员，一个个可爱的宇航员在同学
们手中诞生，大家开心极了。

实小教育集团双桂坊校区二（1）班
李芊锐

指导老师：瞿佳蓓

今天的活动是小小宇航员彩泥制
作。在开始制作前，老师给我们播放了
关于航天员的相关信息以及神舟十三
号的发射视频。整个过程真是壮观！接
下来，我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开始用黏土
制作卡通宇航员。首先，我做好了宇航
员大大的头，然后，我做了宇航员的身
体和脚。这个身体和脚拼在一起怎么看
起来好像一颗大牙齿呢！最后，装上带
高光的玻璃面罩的大头，我的宇航员就
做好了！

实小教育集团双桂坊校区二（1）班
华子乔

指导老师：瞿佳蓓

“欢迎回家！”电视上播放着神舟十
三号宇宙飞船返回地球的镜头，看着他
们帅气的样子，我的心里种下了一颗航
天的种子。

星期四，我们聆听了一场航天知识
讲座，深入了解了宇航员的工作和生活，
真是太有意思了！不过，最有趣的是，我
们还用超轻黏土制作了一个迷你航天
员。看着小小航天员，我忍不住想：长大
后，我也要当一名宇航员，飞上太空，去
探索宇宙的奥秘。

实小教育集团双桂坊校区二（2）班
潘奕丞

指导老师：彭露

老师先让我们了解了航天活动是
一种特殊的职业活动，作为一名宇航员
需要具有崇高的献身精神、高深的学识
水平、非凡的工作能力、优秀的环境耐
力、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健康的身体条
件。我们中国有很多优秀的宇航员，
如：杨利伟、聂海胜、翟志刚、景海鹏、王
亚平等。

随后，我们在老师的指导下，用超轻
黏土通过各种技法，制作出了一个个我
们心中的宇航员。这次活动，展现出了
我们实小追梦少年崇尚科学、探索未知、
敢于创新的热情。

实小教育集团双桂坊校区二（2）班
周悦桐

指导老师：彭露

科普完航天知识，接下来就到了捏
黏土环节了：老师让我们观看视频，并
作示范。我们迫不及待地把准备好的手
工黏土拿出来，按照自己心目中的形象
来制作航天员模型。在做的过程中，老
师耐心地指导着我们，就这样，五彩黏
土在我手中揉着、搓着、捏着……不一会
儿，一个活灵活现的航天员模型就呈现
出来了，看着作品，我心中的喜悦满满：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实小教育集团双桂坊校区二（3）班
周诗祺

指导老师：芮慧琴

我竖起小耳朵听老师讲述宇航员
的知识。通过一张张图片、一段段讲
述，我惊讶地发现，原来为了提高对特
殊环境因素的适应能力，宇航员必须
经过长时间大量训练，承受着心理和
身体的双重压力。每一位宇航员都是
英雄！

6 月 5 日，我和妈妈一起看了神州
十四号载人飞船的发射直播。10 时 44
分，伴随着“3，2，1，点火”，瞬间火光腾
空，烟雾四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
成功。我心潮澎湃。我们的航天员太
伟大了！

实小教育集团双桂坊校区二（4）班
唐梓铃

指导老师：周云

我们先做宇航员的身体。把白色黏
土捏成A字形状，A字形状下面的两个
小竖条就是字航员的腿，再用白色黏土
搓两个一样大小的圆柱体，作为胳膊，把
它和身体及头粘在一起。

接下来我们开始装饰，用粉红色黏
土捏一个大一点的圆形并压扁贴在宇航
员的肚子上，用红、绿、黄各搓一个小小
圆球贴在粉色黏土上，作为宇航服的科
技按钮。再用粉色黏土搓十个小圆球，
先在头上贴两个作为宇航服连接器，剩
下八个分别作为手和脚。这样，一个小
小宇航员就做好了。

实小教育集团双桂坊校区二（4）班
梁瑶菡

指导老师：周云

活动中，老师告诉我们三位宇航员
遨游太空的故事，他们分别是叶光富、
翟志刚、王亚平，他们三个人是中国开
拓太空之路的先锋，是勇于献身航空事
业的英雄。接着，老师就带着我们用黏
土制作航天员模型。我认真地听老师
讲解制作方法，专注地捏着、揉着、搓
着，最后做出了一个小巧可爱、栩栩如
生的航天员。看着手里的作品，我仿佛
也成为了一名光荣的航天员，置身茫茫
太空之中……

实小教育集团双桂坊校区二（4）班
丁紫芯

指导老师 周云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梦，而我的梦
是成为一名航天员。我心目中的航天
员要和王亚平阿姨一样，美丽、勇敢、热
情……

本次小记者活动是用手中的黏土塑
造心目中的航天员。在了解了航天员的
一些知识后，我照着视频步骤，先捏脑
袋，再捏身体、手、脚……努力把航天员
的穿戴特征、优秀品质展现出来，让我心
目中的航天英雄，通过手中的黏土“站”
在我面前。

主题活动结束了，但我对航天知识
的探索没有结束，回去后我拉着爸爸给
我讲解航天知识，立志长大也要成为像
王亚平一样优秀的航天员。

实小教育集团双桂坊校区二（5）班
张可欣

指导老师 李玉

老师告诉我们，航天员必须拥有健
康的身体，并经过各种严格训练，才能
成功到达太空！在太空中，航天员可以
像小鸟一样自由地“飞”！他们喝水的
时候，必须使用一种特殊的饮水袋，直
接把水挤到嘴里；他们洗澡的时候，水
桶都是飘浮在半空中的；他们睡觉的时
候，要把自己绑在固定的“床”上才安全
……听着老师的介绍，我对那神秘的宇
宙充满了无限的向往,心中十分敬佩那
些航天员。

实小教育集团双桂坊校区二（5）班
唐果

指导老师 李玉

桌子上有五颜六色的黏土。老师给
我们讲解航天知识，航天员叔叔阿姨可
真厉害呀！接着，老师说：“我们今天要
用黏土做个宇航员。”我先用白色黏土
搓了一个球，再用一点黑色黏土压扁
盖，在刚刚做的白球上，接着用一些白
色黏土做一个像牙齿形状的身子，之后
用尺子压扁白色黏土做高光，很快我的
作品就完成了，我上台拍照，还领了份
小奖品呢！

实小教育集团双桂坊校区二（1）班
许梓菡

指导老师：瞿佳蓓

6月3日，实小教育集团双桂坊
校区的小记者们开展了创意手工活
动。小记者们在老师的指导下，通过
“揉、捏、搓、压、切”等手法，用超轻黏
土制作出了栩栩如生的航天员。

实小教育集团双桂坊校区常报小记者主题活动实小教育集团双桂坊校区常报小记者主题活动

追梦少年致敬航天英雄追梦少年致敬航天英雄

先拿一些白色黏土搓成圆，再拿少
部分黑色黏土搓成圆，用直尺压扁粘在
白色圆球上，这样一个航天员面罩就做
好了。然后把面罩上的高光做好，再取
大量白色黏土搓成圆，把航天员的腿脚
做好。最后把航天员身上的通信器和连
接器做好。这样一个航天员就做好了。
我做的航天员有点“胖”，就又加工了一
下，把航天员给变“瘦”了。我高兴地把
我做的航天员给其他小朋友看，发现我
的航天员最大最可爱！

实小教育集团双桂坊校区二（5）班
陈知舒

指导老师 李玉

刚走进教室，我就看见桌子上放着
大大小小、五颜六色的黏土，原来是要
做手工，我瞬间期待了起来，因为我从小
就喜欢做手工。

活动开始了，老师跟我们讲了航天员
的知识，又讲了这次去空间站的三位宇航
员，我特别崇拜他们。然后老师带着我们
边看视频，边学习如何用黏土捏航天员，
我们从头捏到身体、捏到脚，最后捏手，一
个可爱的“航天员”就这样捏好了，我成就
感满满。通过这次活动，我还知道了不是
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航天员，但我们可以刻
苦学习，努力追求自己的梦想。

实小教育集团双桂坊校区二（1）班
徐艺珈

指导老师：瞿佳蓓 首先，老师给我们讲解了航天员的小
知识，我知道了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
由航天员王亚平、叶光富、翟志刚组成，也
学习了飞天的其他知识。当然老师也给
我们播放了火箭发射的场景，当倒计时响
起，最后一秒点火的那一刻，我们瞬间沸
腾了起来，之后还感受了神舟十三返回舱
回家着陆时的紧张气氛，让我想起了“不
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的诗句。

实小教育集团双桂坊校区二（2）班
徐菁泽

指导老师：彭露

老师先给我们讲了宇航员的故事，又
给我们每人发了五彩超轻黏土，教我们做
心中的宇航员。我先用黑色、白色黏土做
了头，再用蓝色、白色、绿色、红色、黄色黏
土做了身体，最后用蓝色、白色黏土做了
四肢。我想，宇航员在太空需要氧气，于
是又用白色黏土做了个氧气瓶和输氧管，
一个我心中的宇航员就做好了。

实小教育集团双桂坊校区二（2）班
陆凡钧

指导老师：彭露

本报讯（尤佳 陈涛） 6月 17
日，常州市青竹幼儿园作为“校园零
距离特别节目”的参与学校，通过云
直播带领家长“走进”家门口的好学
校，“一镜到底”沉浸式探访校园。

良好的文化氛围和环境、学
中玩的游戏化课程、灵性趣味的
生活化课程，家长们直观感受学
校育人文化氛围，深入体验课堂
教学情境。

天宁区青龙中心幼儿园青竹分

园坐落于横塘河畔，于2021年9月
1日正式投入使用，现有9个班级、
255名幼儿和38名教职员工。园
所以“信息化启智教育”为办园特
色，致力于把信息资源和多媒体手
段有机运用到幼儿园各领域并渗透
到幼儿游戏之中，注重开启幼儿智
慧、智力品质，培养“智动、乐动、灵
动”的儿童。园所先后获得“全国足
球特色园”“常州市STEM项目园”
等荣誉称号。

常州市青竹幼儿园

云直播带领家长
沉浸式探访校园

□尤佳 蒋珂佳

6月16日，全国职业院校美育联盟
在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成立。

常州纺院是国内较早开设美育课程
的职业院校，学校设立美育教研室、配备
专任美育教师，多年来在美育教学和实
践，以及理论研究方面积极行动，有所作
为，是“一所创造美的学校”。近年来，学
校美育通过融专业、文化、社团、双创赋
能万名学子，形成了常纺特有的美育塑
人范式。“希望职业教育不仅是就业教
育，更是职业品质教育和职业幸福教育。
通过美育，提升学生审美素养、陶冶情
操、温润心灵、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校党
委书记吴访升表示。

百余家院校、企业成
立职校美育联盟

据了解，全国职业院校美育联盟是
为了加强全国职业院校美育教育教学工
作交流与合作，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而组建的美育交流协作平台，由全国各
地区职业院校、企事业单位以及相关机
构自愿参与。目前有百余家成员单位，来
自全国各地，包括双高校、本科院校、企
事业单位等。

联盟将坚持以促进美育教育教学为
宗旨，全面开展美育教育教学协作，深入
研讨美育教育理论，开展美育教学探索
与实践，共同开发共享美育教育教学资
源，促进相互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提升师
生的美育素养。

会上，还成立了全国职业教育美育
联盟专家智库，30名专家有来自中国美
院、苏州大学的教授，有敦煌市文联、常
州书画院的专家，有国家级陶艺大师、金
坛刻纸国家级传承人等，“这些专家学者
将围绕职业教育美育的重点、热点和难
点问题，开展深入研究与交流，充分利用
专业优势，建言献策，为职业教育高质量
发展贡献力量。”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
学院文创中心主任顾明智说。

首届“培美文化节”正
式开幕

全国职业院校美育联盟成立的同
时，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首届“培
美文化节”正式开幕。

文化节内容设置丰富多彩——成
立美育研究与创新实践中心、美学设计
园、多个非遗项目进驻校园、与黔东南
民族职业技术学院签约成立文创基地
等，2022届优秀毕业设计作品展也顺

利开展。
顾明智告诉记者，文化节将持续一

周时间，学校通过开展一系列高层次的
艺术研讨活动、搭建各类艺术实践、展示
平台，同时推出一些学生喜闻乐见的活
动，让师生积极参与其中，更好地推动职
业院校美育建设，促进职业人才综合素
养的全面提升。

据了解，下阶段，学校将把艺术节作
为传统项目，每年持续开展。同时利用各
种平台，推动职业教育美育资源建设，加
强职业教育美育理论研究与实践，不断

探索职业美育新路径，产生更多职业美
育新成果。

以美育人、以美化人、
以美培元

多年来，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
院把公共艺术教育作为对学生提升综合
素养的重要途径，融入到人才培养的全
过程。依托学校“技艺融合”的办学特色，
牵头研究艺术素养教育模式，开发公共
艺术教育资源，建设艺术展示中心等美
育场馆,推动人才培养向文化内涵与技
能相结合转型。

学校依托艺术教学资源，以艺术社
团为补充，形成了“美育融专业相依共
促、美育融文化相融共鸣、美育融社团实
践相辅共育、美育融双创相向共进”的课
程体系。该校“一项任务、二个目标、三全
育人、四方融合、五化协同”的高职美育
教育模式得到广泛推广应用。

近年来，学校创新构建五环美育
课程体系，浸润“健康美、劳作美、技艺
美、自信美、人格美”，协同“德智体劳”
全面发展。学校实践美育通识课—选
修课—实践课—专业课为载体的递进
式教学，将职业岗位的“过程美、工作
美、产品美”融入了专业教学项目，服
务了学生“感知美、鉴赏美、表现美、创
造美”的个性化发展。

经过多年的实践，学生的审美素养
得到提升，一批学生受团中央表彰，多名
学生被江苏省教育厅评为最美职校生，
还有毕业生当选为全国劳模，以美赋能
提升了人才培养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

学校先后接待100余所院校来校交
流，美育场馆成为了全国职业院校传统
技艺传承示范基地、江苏省“常州民间展
示体验馆”等，学校新编《大学美育》教材
被列入江苏省重点建设教材将由高等教
育出版社出版发行。将美育教育辐射社
会，该校的“美育大篷车”走进工厂、街
道、社区、乡村，影响深远，有效提升了职
教的吸引力和美誉度。

以美育人、以美化人、以美培元

常州纺院探索美育塑人新范式

本报讯（尤佳） 6月17日，第三届
红色故事宣讲大赛在常州旅游商贸高等
职业技术学校举行。此次活动由常州旅
游商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致公党常州
市新北区基层委、常州三杰纪念馆共同
举办。

本次活动以“讲好常州故事，传承红
色基因”为主题，发挥旅游类学校的专业
优势，讲好感染人、教育人、鼓舞人的红
色故事。钱立华、曾宣大、李公朴、冯仲
云……9为学子声情并茂地讲述了常州
历史文化名人的故事，宣传和激励广大
师生了解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

作为专注文旅服务产业的高职院
校，常州旅游商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助力常州文旅中轴建设，充分挖掘常
州红色文化资源，持续打响“三杰故
里，红色名城”城市名片。学校一方
面以赛促教、以赛促学，锻炼提升学

生专业技能，为常州市旅游业发展储
备人才；另一方面，通过大赛选拔组
建一支红色故事宣讲队，到社区、进
学校，广泛开展红色故事宣讲活动，
让更多的青年学生和市民群众了解

“常州三杰”的红色故事，学习先辈革

命精神，将红色基因传播到更广大的
常州市民群众中去。

活动中，常州旅游商贸高等职业技
术学校与常州三杰纪念馆、江苏晋陵文
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签署合作育人协
议，旅游人才培育基地正式揭牌。

讲好常州故事，传承红色基因

第三届红色故事宣讲大赛开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