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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王云 尤佳） 记者 12
日从常州开放大学获悉，该校劳
动西路校区原址改扩建工程正式
开工。

常州开放大学劳动西路校区位
于劳动西路256号，整体设计现代
简约风格。改建后的新校区将成为
学校服务常州全民终身学习的“根
据地”和“大本营”，主要用于全日制
教学、开放教育、老年教育、各类培
训开展等，为全民终身学习提供支
持和服务。

据悉，常州开放大学是江苏首
批市级开放大学，学校于2013年2
月依托常州市广播电视大学和常州
社区大学成立。学校面向全体社会
成员举办高等学历继续教育、非学
历继续教育、高职教育，服务于常州
终身教育体系构建和学习型城市建
设。该校全体师生现在吊桥路校区
（吊桥路2号，原常州市田家炳高级
中学）开展教育教学活动，目前有开
放学员4000余人，全日制高职学生
1500余人。

常州开放大学
劳动西路校区进行原址改扩建

本报讯（张锐 尤佳） 8月 10
日，苏州科技大学商学院“初心讲
堂”党史宣讲团成员走入中国邮
政集团常州市分公司，开展党史
宣讲。

苏州科技大学商学院响应“学
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
力行”的号召，组建“初心讲堂”宣讲
团，通过连续多年的社会实践，在基
层播撒“红色种子”，并结合实践地
区实际情况进行宣讲，力求做到思
想深刻透彻、形式活泼新颖。

据了解，在展开充分研讨筹备

的基础上，“初心讲堂”党史宣讲团
已于南京、常州、苏州、泰州、张家港
五地开展覆盖社区和国企的实践，
引起热烈反响。团员依据每次的宣
讲对象不同设置不同的形式，在苏
州吴中新江社区中，宣讲员采用
PPT课堂模式，给社区居民带去了
满满的“干货”；在泰州许庄社区的
宣讲中，宣讲员特地选择了老年人
文艺集会之时，大家一起合唱了一
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大
家纷纷表示，会在今后进一步加深
党史的学习和理解。

苏州科技大学

商学院“初心讲堂”宣讲党史

□尤佳 陈翼

近日，江苏省委教育工委、江苏省
教育厅公布了第十二届“江苏省大学生
年度人物和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暨
2022年“最美大学生”“最美高校辅导
员”推选结果，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工程学院辅导员王奇（图左三）获

“江苏省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称号。

援疆筑梦，关爱传递温暖
2020年，女儿刚满10岁，身为家里

顶梁柱的王奇在接到组织的任务后毅然
决然地踏上了援疆之路。

为了更好地了解学情，刚到对口支
教学校“新疆伊犁丝路职业学院”，他在
全院学生中开展调研。6265份有效问
卷，他一一分析，构建了标准化管理模式
下班主任与教官协同育人机制。王奇经
常与学生谈心，及时鼓励学生做有意义
的事。学生有了问题和想法都愿意和他
交流，许多问题在聊天中得到解决。在
平常而又暖心的交流中，民族团结的纽
带更加坚韧和坚固。

除了点对点的关心关爱，王奇还连
点成线、以点带面地为整个学院的学生
做了许多开拓性工作。他为全院5000
余名新生作了《职业生涯规划》专题讲
座，学生们对自己未来的职业学习有了
具体目标。

助力青年教师的培养，王奇与学院
骨干教师结对子，为当地留下了一支带
不走的队伍。提升班主任班级管理能
力，他为全院300余位班主任作主题讲
座。老师们纷纷表示，经过研讨和学习，
教学思路更加清晰了，与学生交流也有
了更多的方式方法。

创新工作模式，提高育人实效
14年来，王奇在辅导员的岗位上，

用真情与行动践行初心使命，成立“筑
梦”班主任工作室，坚持五育并举，促进
学生全面发展。

为了增加班级凝聚力，他要求同学们
每两周开展一次活动，活动由宿舍同学自
主承办。年底，班委会把他们全年开展的
活动汇编成画册分发到宿舍。这样，时间

久了，学生的兴趣广了、班级的凝聚力强
了，学生也在活动中得到了较好锻炼。

狠抓学风建设是王奇工作中的重点内
容。他以教风促学风，以服务育学风，以榜
样带学风，以活动润学风，要求学生填写成
长周志，注重与专业老师协同育人，对于学
习困难的同学，成立一对一帮扶小组，通过
系列活动强化学生养成教育。

为缓解学院学生就业和顶岗实习压
力，王奇走进抖音直播间，化身“主播”，

为即将实习和就业的学生推荐优质岗
位、解答就业困惑，“寻优企、带优岗”，助
力大家找到心仪工作。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王奇所带班级
每年都被评为校“六无”文明班级，其中
3个班级被评为江苏省先进班集体，1个
团支部被评为江苏省活力团支部。所带
学生先后被评为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
江苏技能状元等，一个个优秀学生成了
王奇最大的骄傲。

“江苏省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王奇

用真情与行动践行初心使命

前几天，妈妈给我买了一盒乐
高，很漂亮的星黛露。可是打开包
装，看到那一大堆积木，我犯难了，心
想这得到猴年马月才能拼完呀！在
妈妈的鼓励下，我开始尝试去拼，先
从简单的身体开始，说也奇怪，拼了
一段时间后，手上的积木就变得像小
精灵一样乖巧，我也慢慢地开始游刃

有余，看图纸也不再那么头疼眼花
了。有的时候，我也会因为拼不上而
心急如焚，这时候妈妈就会和我说，

“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
作于细！”于是我告诉自己，只要坚
持，就一定可以。终于，堆积如山的
积木渐渐变少了，而我的星黛露也在
一次次拆了拼，拼了拆中完美成形。
看着这“伟大的作品”，我开心极了。

漕桥小学三（3）班 张叶萱
指导老师 王小燕

暑假的味道
夏 天 的 味 道 是 什 么 ？ 对 我 来

说，夏天的味道是那熟悉的花露水
味道。

我们家住在二楼，就算关了纱窗，
难免还是有几只大蚊子。那蚊子很狡
猾，飞得快，还悄无声息。我被一叮就
是一个大红包，又疼又痒。

这时妈妈会把手洗净，从梳妆台
上拿出一瓶花露水，滴几滴在手指，
然后在我红肿的地方，迅速抹开，又
轻柔地在上面打着圈，一圈又一圈。
花露水的香气渐渐散开，直至满屋飘

香。我只是先感觉一阵短暂的刺痛，
接着就是深入骨髓的清凉，很快那红
肿发热的包就凉了下来，慢慢就不痒
了，红肿渐渐也消了。为了防止蚊子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来“偷袭”，妈妈还
会在我身上抹点，在床上、枕上洒点，
我便枕着这清香和清凉的味道，安然
入眠。

漕桥小学三(4)班 陈焯亿
指导老师 金云霞

夏天的味道

炎炎夏日炎炎夏日，，挡不住孩子们对假日的欢喜挡不住孩子们对假日的欢喜；；悠长暑期悠长暑期，，
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流连忘返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流连忘返。。让我们跟随漕桥小让我们跟随漕桥小
学的小记者们的笔触学的小记者们的笔触，，了解他们缤纷的假日生活吧了解他们缤纷的假日生活吧。。 七彩暑期七彩暑期，，缤纷假日缤纷假日

我和弟弟天天念叨着想去水上乐
园玩，爸爸妈妈考虑再三，决定给我们
买一个泳池，打造“家庭水世界”。

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兄弟俩激动得
不行，在姑父、爸爸和妈妈的齐心协力
下，泳池终于搭好了！可是这个泳池的

“肚子”真是太大了，把院子里井水都抽
干了，才让它“吃了”个半饱，最后爸爸

只能再往里面放点自来水才接满。
吃过晚饭，水温终于差不多了，我和

弟弟及表哥迫不及待地下了水。我们三
个开始打起了水仗，不一会儿，我们已经满
头满脸都是水，但大家都顾不得擦，玩得不
亦乐乎。天色渐晚，妈妈提醒我们不能在
水里太久，我们才依依不舍地出来了。

这个暑假因为“家庭水世界”变得
更快乐了。

漕桥小学四（3）班 许艺
指导老师 黄晓芬

快乐的“家庭水世界”
炎炎夏日，骄阳似火，暑假如期而

至，7月底的一天，妈妈说带我出去走走。
我们首先来到了杨桥古街。街道

上铺着青色的砖块，既整齐又干净。
两边的房子已经很旧了，那一排排的木
板门和阁楼上的雕花窗棂都在散发着
古村的纯朴与宁静。过了“玉石”砌成

的南杨桥，我们来到狭窄又简陋的铁匠
铺。烈日照射在栩栩如生的铜铸铁匠身
上，看着他们脸上生动的表情，手上熟练
的打铁姿势，我仿佛看到了他们当年劳作
时汗如雨下的场景。他们虽然做着很辛
苦的活儿，但是他们的脸上却满怀成功的
喜悦。顿时，我充满了对先辈的崇敬，不
由自主地向他们深深地鞠了一躬。

漕桥小学三（4）班 严权
指导老师 金云霞

特别的暑假生活

暑期最让我记忆犹新的，是去无
锡游玩。

开车一个多小时，我们就来到了无
锡锡惠公园门口。走进公园，许多游乐
设施呈现在我的眼前，我恨不得把它们
都玩一遍，但最后还是决定先乘缆车上
山。缆车慢悠悠地往上“爬”，终于到了
最高处，真有“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山
顶的游客真多，有的在自由拍照，有的
坐在石凳上吃着零食，还有些爬山上来

的青年，一个个都快累趴下了，倒是有几
位老人似乎一点也不累，到了山顶稍作休
息就又稳步下山了，我不由赞叹道：身体
比年轻人还要好！

吃过饭，我们开始划船。穿上救生
衣上了船，风轻轻地吹着，让人感到一丝
凉爽。我在前面驾驶着船，小船在宽阔
的湖面上自由穿梭，感觉真是太好了。

大自然总是让人陶醉，只要我们对
生活充满热情，我们的每一天就都会很
有趣。

漕桥小学五（4）班 张子涵
指导老师 吴红亚

有趣的暑假生活

“我吃完了！”随着爸爸一声喊，我
们都放下碗筷，不约而同地从椅子上
蹦了起来，直往书房跑。

爸爸跑得快，一屁股坐在电脑椅
子上。姐姐和我也不甘落后，一个握
住鼠标，一个抱住键盘。妈妈跑得最
慢，可她不甘心，眼珠一转，计上心
来，便对我和姐姐说道：“你们作业写
完没？”我和姐姐很有底气地说：“早
就写完了，就等你检查了！”妈妈见这
招不管用，又对爸爸说：“今天你值

日，碗洗了吗？”爸爸无奈，站起身来，
朝厨房走去。

书房就只剩下我们三人。我朝
姐姐递了一个眼神，姐姐立马心领神
会，缓缓走向另一个房间。妈妈正准
备“进攻”，突然，电话铃声响了。她
不耐烦地说：“谁偏偏要在这个时候
打电话？”走过去一看，是爸爸打来
的，才知道是我们姐妹俩弄的“调虎
离山计”。

这就是我的家，一个快乐而又温
馨的家。

漕桥小学四（2）班 唐欣玲
指导老师 周俊吾

智抢电脑

星期天，妈妈带着我和妹妹去游
泳。因为我学过游泳，所以游得得心
应手，而妹妹不会游。妈妈就给我个
任务：“今天你要教会妹妹游泳。”我爽
快地答应了。

我先教妹妹怎么憋气，她动作是学
会了，但是心理上还是有点恐惧。我一
直鼓励她，让她克服。终于，她不再那么
害怕了。后来，我教她用手合并，向前后

再分开来一划，然后学腿部的动作，把双
脚合并，再用力一蹬，就可以了。在我教
完所有动作后，妹妹经过反复练习，没过
多久，她就能自己游一小段了。

教妹妹游泳是我印象最深的一件
事，我想：要想做好每件事，前提是要
认真，还要坚持不懈。

漕桥小学五（1）班 陈煜轩
指导老师 池丽英

我成了妹妹的游泳教练

今天下午我和表侄小伍约定一起
去游泳。走出更衣室，映入眼帘的就是
一个约有两个篮球场大的游泳池。泳
池里的水十分清澈，一眼望去，水底的
条纹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我们缓慢下水，等适应了水温，
就欢快地游来游去，打起了水仗。我
率先把水泼向了他，但他用手抵挡住
了我的“攻击”，并开始反击。我也毫
不示弱，持续向他发起猛烈进攻。但

我打着打着发现，他力气比我大，泼的
水比我多，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我突
然心生一计，趁他泼水看不清我时，悄
悄游到他身后，趁他不备用水攻击他一
下。他恼羞成怒，一直追着我打，直到
我求饶为止。

直到大人催我们，我们才恋恋不舍地
回去了。回家的路上我不断反思：我到底
输在哪儿了？俗话说“知己知彼才能百战
百胜”，或许我真的是小看对手了，看来以
后遇事定不能掉以轻心。

漕桥小学五（1）班 杨一凡
指导老师 池丽英

激情后的反思
暑假生活如期而至，我欢快地奔

向五彩的假期。
我去找我的诗词朋友，叶绍翁笔

下的“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
墙来”，满天绚丽的春光出现在眼前；
李商隐笔下的“深居俯夹城，春去夏
犹清”，清幽感扑面而来；杜牧笔下的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
萤”，甚是凄凉；李白笔下的“燕山雪
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让人身
临其境……

我去找我的散文朋友，看看天下

最美第一曲水——莫日格勒河，老舍
写道：犹如巨龙盘卧草原，从空中俯
瞰，河水蜿蜿蜒蜒，就像是一条蔚蓝色
绸带，其弯曲程度，可以用九曲十八弯
来形容；看看江南的“水”在朱自清笔
下：有凌空飘逸的，汪汪一碧的，有晶
莹清澈的，它们是瀑布、深潭、琼浆；看
看荷花，季羡林这样描写它：这些红艳
耀目的荷花，高高地凌驾于莲叶之上，
迎风弄姿，似乎在睥睨一切。

就是这些“朋友”们，才构成了我丰
富多彩的暑假生活。我爱这些“朋友”
们，我更爱这快乐、五彩的暑假生活!

漕桥小学五（4）班 徐鑫垚
指导老师 吴红亚

五彩暑假

□尤佳

暑假已经接近尾声，除了督促孩子
尽快完成作业，一些家长都会在开学前，
让孩子提前预习新学期即将学习的内
容，让孩子赢在新学期的起跑线上。那
么，这样的“抢学一步”到底有没有必要？

希望通过提前学习
“弯道超车”

近日，不少妈妈群出现了相同的求助
信息：“求小学x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
书。”市民周女士就是其中一员。“本来想
去书店买的，结果已经卖光了，只能看看
周围有没有人有，可以借来看看。”周女士
表示，自己儿子这几天已经把暑期作业做
完了，“反正他在家闲着也是闲着，拿回来
给孩子先预习预习，这样开学了，也能保
证孩子在课堂上能够跟上老师的节奏。”

和周女士有相同想法的家长不少，
在网购平台，“小学教材”及其配套练习
的销量都在两三百以上，有的甚至达

“5000+”。“孩子提前学了，总会有个印
象，这样在上新课时，也不至于完全听不
懂。”一些家长希望通过提前学习，甚至
能够“弯道超车”。

“抢学一步”效果可能
适得其反

记者了解到，为了让孩子能提前学
得“更好”，一些低年级的家长甚至自己
当起了“家庭教师”，为孩子教授新学期
的功课，对照课本提前学习。

“事实上，这样子的提前学习很容易
起到反作用。”常州市解放路小学教师杨
丽说，在她与学生这几年的接触过程中
发现，一些在暑期提前学习的学生，在课
堂上经常会开小差，“觉得自己都学过，

会了，很骄傲。”其实，不少提前学习的孩
子对于课本上的知识点很多都是一知半
解，甚至有的学得就是错误的，反而因为
先入为主的印象，影响了之后的学习。

杨丽表示，暑期的“抢学一步”没有
必要，“在课堂上，跟着老师的节奏，一步
步稳扎稳打，学校效果会比提前‘一口吃
成个胖子’好很多。”

根据孩子个人情况，
预习要学会提问

既然不要提前学习，那为什么老师
经常说“要利用假期预习”？

“提前学习不等于预习。”常州市怀
德苑小学教师黄袁媛告诉记者，不少家
长和学生都会混淆概念，把预习变成新
课学习，学习的内容就是下学期的新课。

首先，不提前学习而非不提前在生活
中接触。围绕新学期的知识点，家长可以

提前做一些引导和陪伴。比如数学学科
可以看一些数学绘本、做一些数学游戏；
语文学科可以共读古诗、美文；英语学科
可以一起看一些英文原版电影等。“这些
都可以激发孩子对各个学科的兴趣。”

其次，真正的预习，需要孩子能学会
提问。黄袁媛建议，科学的预习，学生可
以翻阅课本，对将要学习的知识,有整体
的、结构式的把握,不懂的地方标注下
来,等开学时有针对性地向老师提问。
她表示，预习一定是孩子自己的事情，孩
子根据自己已有的知识，对下一阶段的
内容进行自学、探索。

最后，打牢基础,查缺补漏很重要。新
旧知识是有其内在联系的，特别是对于基
础比较差的学生，旧知识不扎实，新知识接
受起来就会有一定的难度。所以利用假
期，将之前学过的知识重新回顾，好好复习
才是正解。旧知识学好了,有利于新知识
的学习和掌握,最终实现融会贯通。

暑假尾声暑假尾声，，要不要让孩子提前学新课要不要让孩子提前学新课？？

““抢学一步抢学一步””适得其反适得其反，，
正确预习要正确预习要学会学会““提问提问””

本报讯（曹艺筹 芮亦晨）“核
酸疫苗是保障，科学防控不能忘。”日
前，苏州科技大学化学与生命科学学
院“勠力抗疫，同心筑梦”团队在多地
开展了暑期“三下乡”实践活动。

团队成员在常州市红梅街道的
核酸检测点进行了问卷调查，协助
社区工作者引导分流自费核酸、通
知核酸的人群；在盐城市八巨镇开
展调查与专访，并在多处张贴了最

新的疫情形势、防疫要求和措施。
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同时整

合最新的官方信息，团队成员向两
地市民开展科学防疫和接种疫苗相
关知识宣讲来科普新冠病毒新毒株
的传播特点、疫苗的类型和作用等，
并就日常防疫易疏忽之处等方面做
了宣传科普。“希望用自己的专业技
术，为国家防疫工作贡献一份力
量。”团队成员说。

化学与生命科学学院
勠力抗疫，同心筑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