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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尤佳 蒋珂佳）结合专业
资源优势，发挥职业院校社会服务作
用，日前，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与各中小学开展体验活动，引导学生
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

9 月 18 日，“巧手编织 非遗传
承 乐学龙城”公益科普活动有来自常
州星辰实验学校、局前街小学、觅渡桥
小学、机关幼儿园等多个学校的学生
参与。纺织学院杨静芳老师带来《中
国十大传统手工艺——中国结》的精
彩教学。她图文并茂地讲解了中国结
的起源、种类和寓意，并现场演示作品
的制作方法，指导大家进行编织实践。

9月22日，常州市新北区新桥初

中走进常州纺院，参加了“献给妈妈的礼
物”——发饰制作。纺院两位教师周生
力和许东春精心准备，生动讲解，细心指
导。从发饰的发展文化导入，周生力简
述了各朝代的发饰特征及制作要领；许
东春老师演示了各种发饰装点的技巧。
经过近两小时的努力，学生们一件件精
美的“礼物”闪亮呈现。

常州纺院相关负责人表示，高校与
中小学共建，参与活动意义深远，将美
育和立德树人有机融合，给孩子们留下
了美好记忆。学校将继续弘扬传承纺
织非遗文化和科技创新科普工作，培养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发挥资源优势，助力中小学美育提升

读一本好书，就
像交了一个益友，武进
马杭初级中学的常报
小记者最近开展了品
读一本好书活动，来看
看小记者从一本好书
的阅读里得到了怎样
的心灵滋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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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家书》不仅是书信，更是一
个等待拆封的人生锦囊。

作为一位父亲，傅雷在社交礼仪
上对傅聪有严格要求。做人要谦虚，
做事要严谨，礼仪要得体，脱外套要连
同围巾一起脱在衣帽间，吃饭时的刀
叉声要小……从面到线到点，细致入
微，他希望自己的儿子把做人放在第
一位，父爱藏在句句叮咛的话语中；作
为一位老师，傅雷在艺术修养上对傅
聪有严格要求。他推荐傅聪读《宋词》
《世说新语》《中国小说史略》，这样可
以增强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与此同
时，傅雷还推荐傅聪读《艺术哲学》《人
间词话》等外国书籍，这样可以了解外

国文化，还能增加与外国友人聊天的
话题，父爱藏在浓浓的书海中；作为一
位爱国人士，傅雷始终提醒傅聪不忘
祖国的栽培，不忘民族的尊严以及身
上对国家的责任，要始终以自己是中
国艺术家而骄傲，父爱藏在传授的思
想中……傅雷总是秉持着授之以渔的
教育方式来教导傅聪。

父爱就是这样，当你觉得日子暗
淡无光，老天似乎要把你吞噬时，总有
一道亮光穿透云层，照耀于天地之间，
你仰望他时，亮光照在你的身上，你被
照亮，你又充满能量。父爱就是这么
神奇，试着去爱你的父亲吧，或者再多
爱一点，你会发现他的一举一动都是
对你的爱。

马杭初级中学八（3）班 沈佳
指导老师：吴映雪

读《傅雷家书》有感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书带给
我们无穷无尽的知识，当我们游走
在漫长的成长道路上时，它便是最
可信的依靠。我热爱读书，不仅因
为它所蕴含的知识，也不是被各类
封面插画所吸引，而是因为读书给
我带来各种感情体验。或喜或悲，
或爱或恨，都一笔一画，尽情呈现在
书页上。

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
保尔面对人生的各种艰难险阻，从不
言败。他拥有着钢铁般的意志、顽强
不屈的奋斗精神以及那为理想目标所

努力的坚定毅力，带动着千千万万个
读者，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在
那个年代，人们感受到最多的是绝
望。但保尔却不同，不论是多困难的
处境，他始终保持一颗不放弃、不屈服
的心，为自己，也为大家而努力。保尔
从不因为挫败的往事感到难过，也不
为那些虚度的光阴而悔恨。保尔的精
神品质永远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心
中，《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也是名副其
实的“人生教科书”。

热爱读书吧，让自己沉浸其中，走
在成长道路上，与书为一体，成为书的
一部分。

马杭初级中学八（2）班 黄月媛
指导老师：薛佳

与保尔对话

《飞向太空港》讲述了中
国航天史上的一个奇迹，中
国长征三号火箭在西昌发射
场发射美国卫星亚洲一号并成功的故事。

一个民族从地球到遨游太空，这个过程中绝不
可能一帆风顺，这是无数人用青春、汗水，坚持不懈
的奋斗甚至生命换来的。面对一次西昌发射场上百
年一遇的泥石流爆发，房屋倒塌了、桥梁冲垮了、铁
路摧毁了、通信中断、人员伤亡。面对大自然的挑
战，基地将士们挽起裤腿、卷起袖子，扒稀泥、推砖
头，同心协力渡过难关。在西昌卫星发射场，还有一
类放卫星的人。他们常年奔波在外，风餐露宿。每

一次的卫星发射都需要他们在户
外进行各项测试，有时时间甚至长
达一年。他们远离家人，累了想家

了，只能抬头仰望星空，读到这样的文字总是让我热
泪盈眶。

发射场虽然不是战场，但是同样有着牺牲和死
亡，技术人员和科学家不管白天黑夜废寝忘食攻克
难关。显然，这就是中国的航天技术人员。他们总
是在一片荒无人烟的土地上播种着现代文明的种
子，并和它们一起茁壮成长。

马杭初级中学七（3）徐诺
指导老师：汤琦

奇迹的背后是感动

在2022级新生开学典礼上的
讲话——

你们的“常大时光”即将开启，站在
人生新的起点，只有读懂常大，才能从
常大深厚的积淀中汲取前行的力量。

一要读懂常大的责任内涵，做心
系家国，有志气的人。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中国梦是我们的，更是你们青
年一代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终将
在广大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
实”。有责任有担当，青春才会闪光，
期待你们认真感悟校史，涵育常大人
独有的精神气质，怀揣崇高理想，勇
担历史责任，把个人兴趣爱好同国家
需要、时代选择结合起来，把自己脚
下的路与远方的世界连接起来，为时
代发展注入更多信心和希望。

二要读懂常大的卓越品质，做笃
学致新，有底气的人。大学的魅力在
于学习内容更加丰富，学习方式更加
多元，学习空间更加自主，你们将不再
是被动的知识接纳者，而是未知领域
的主动开拓者和探究者。你们需要做
的除了汲取更多的智慧和知识，更要
把学习同思考、观察同思考、实践同思
考结合起来，掌握更多认识世界和改
变世界的方法。

三要读懂常大的意志品格，做坚

韧不拔，有勇气的人。未来的学习生
活不会一帆风顺，梦想和现实之间也
不会有终南捷径，更不可能“躺赢”。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越是困难时刻，
越要坚定信心，越要沉着勇毅。”希望
大家在未来的学习生活中学会用从容
自信的心态去应对学业压力、情感困
惑，学会在困难和挑战中磨练意志、健
全人格，培养集体意识、提升协作本
领，由一个个“孤勇者”成长为一群有
智慧、有胆识、有力量的“众勇者”。

同学们，“人生万事须自为，跬步
江山即寥廓。”你们是幸运的，你们生
逢其时，遇到了好时代。希望你们秉
持“勇担责任 追求卓越”的学校精神，
踔厉奋发，笃行不怠，以奋斗姿态书写
青春与时代的“双向奔赴”，争做堪当
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我相信，正值青春年华的常大一
定会因为青春的你们更加绚丽！衷
心祝愿同学们在常大收获成长，赢得
未来！

常州大学校长 徐守坤

成就未来从读懂常大开始

在2022级新生开学典礼上的
讲话——

同学们，你们是与新时代共同前
进的一代，你们的成长期和奋斗期与
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
程高度重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
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的讲话中曾经
引用《大学》中的话：“大学之道，在明
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借总书
记对大学生的谆谆教导，我代表学校
向大家提出三点期望：

一是要明明德，明“人生之德”，
让生命彰显魅力。修身立德乃为人
之本，成才以成人为先。希望大家
始终胸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
福避趋之”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
践行社会公德和高尚道德情操，用

品德润身、用公德善心、用大德铸魂，
让生命彰显魅力，成为有大爱大德大
情怀的人。

二是要立“报国之志”，做时代新
青年，让理想闪耀光芒。“石可破也，而
不可夺坚；丹可磨也，而不可夺赤。”远
大的志向和坚定的信念是人生航向的

“指明灯”，是建功立业的“方向标”。
心有所信，方能行远。大学时光，正是
树立志向、磨砺意志、砥砺品格的最佳
时期。希望你们牢记党的教诲，立志

民族复兴，始终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
同进步，在逐梦新征程的赛道上奋勇
争先，成长为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
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

三是要行动上追求“至善”，成“国之
大才”，让青春绽放光彩。“空谈误国，实
干兴邦”，打牢知识基础、提升能力素质、
练就过硬本领，是大学阶段的重要任
务。因此，希望你们多泡几天图书馆，在
书海畅游中增长知识；多跑几圈操场，在
大汗淋漓中锻造强健体魄；多参加各类

社团与创新实践活动，深入基层一线，在
社会实景中求真学问、练真本领，努力成

“国之大才”，不悔青春的付出。
“落日无边江不尽，此身此日更须

忙”。大学时光稍纵即逝，希望同学们
尽快地进入角色，用青春的奋斗点亮
最美韶华，用青春的奋斗赢得职场门
票，用青春的奋斗创造精彩人生。最
后，祝愿所有常工学子在知识的海洋
里“扬帆千里”，在大学校园里书写属
于自己的“光辉岁月”！

常州工学院党委书记 汤正华

青春逐梦启征程，不负韶华勤奋斗

金秋九月，在常高校迎来一批芳华待灼的青年学子。怎样才能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什么是大学之道？如何不负大学
时光？连日来，各高校的书记、校长们在“开学第一课”上，为新生们答疑解惑，勉励学子们锐意进取，尽情书写青春华章。

高校开学第一讲高校开学第一讲，，书记书记、、校长如是说校长如是说
尤佳整理

本报讯（尤佳 谢国强） 9月 14
日，常州市高级职业技术学校2022秋
学期第一期“阳湖企业家讲堂”在校报
告厅开讲。

本次活动特邀江苏圣圆律师事
务所主任朱奇伟律师作题为《高职院
校学生实习与就业权益保护》的专题
讲座。朱奇伟分别从在校学生类实
习生的身份定位；在校学生类实习生
实习期间发生伤亡事故的法律保护；
实习期“三方协议”；与实习相关典型
案例解读；大学/高职校学生就业权
益保护等五个方面，就依法保障实习
学生的基本权利、实习期受伤涉及赔

偿责任、自我就业权益保护等方面展开
讲解。

据了解，“阳湖企业家讲堂”是常高
职主动与优质企业和杰出企业家对接，
推进学校与大型企业的校企合作工作的
一项重要举措。通过系列活动，让学生
了解一线生产技术与相关职业要求，了
解各行业、企业的需求，为未来的职业发
展和幸福人生提前谋划、早作准备。

一年多来，校级“阳湖企业家讲堂”
活动已经持续开讲了12期。本学期，校
级将开展5期讲堂活动，陆续邀请优秀
企业家、大国工匠、企业技术人员等进校
园讲座、讲课。

常州市高级职业技术学校

新学期“阳湖企业家讲堂”开讲

本报讯（毛 振 中 张 理 尤 佳）
2022年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
周于9月15日至21日在安徽合肥举
行。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推荐的项
目《康斯特：高技能焊接人才保护神》
经过层层遴选，作为新业态拓展就业
空间展区项目与北京大学等35个高
校项目共同在合肥市合创巢参与现场
展示，这也是常州市唯一参展项目。

《康斯特：高技能焊接人才保护神》
由学校毕业生梁康负责，智造学院教授
朱宝生等指导。项目秉承创业带动就
业理念，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
伟大的时代风尚，对接云南、甘肃、陕西
等六省32个县及区域、2000余万农村

剩余劳动力，通过校企合作模式设立焊接
技工技能培训点75个，开发高质量培训
课程300课时，促进当地职业教育发展，
间接带动焊接高技能人才18600余名就
业，服务长三角地区智能智造行业342家
企业高技能焊接人才需求。

项目采用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搭
建康斯特技术技能人才服务平台，建立
高技能焊接人才数据库，为务工人员提
供培训、就业、创业、生活等全方位服务，
为行业企业发布招聘信息、寻求技能人
才提供实时服务。该项目先后获得全国
移动互联大赛一等奖、江苏省职业院校
创新创业大赛二等奖、江苏省船舶行业
电焊工技能大赛三等奖等荣誉称号。

全市唯一

常州工程双创项目在
全国双创周主会场展示

这一届的小学生，让我们刮
目相看!他们不仅在家做家务，还
把劳动的快乐与感受，写成了一
篇篇有趣的作文。今天就一起来
读读湖塘桥第二实验小学萌娃们
的劳动日记吧!

湖塘桥第二实验小学常报小记者——

做家务 享快乐

吃完早餐后，就是打扫卫生的时间了。
我和妈妈分工明确，我负责把所有的桌面擦
干净，给绿植们浇水；妈妈负责整理衣服，收
纳柜子。根据妈妈教我的，擦灰尘的时候要
把抹布洗干净，我来回洗了两次抹布，终于
把桌子擦得像新的一样。我又拿来了喷壶，
在里面罐满了水。不是所有的绿植都需要
浇水，像仙人掌，它需要在干燥的环境中才
能健康生长，所以它不要浇水。但是像七彩
马尾铁，它每个星期都需要浇水，而且我要
拿小喷壶在它的叶子上喷一喷，这样它的叶
子才能长得水灵灵的，颜色五彩斑斓，漂亮
极了。这时候妈妈也整理好了。

这是充实又快乐的一天，因为我体会到
了劳动成果带给我的快乐。

湖塘桥第二实验小学三（11）班 张佳芊
指导老师：史柳英

快乐做家务
晚上一家人吃完饭，我看见妈妈撸起

袖子准备洗碗。我想做点儿力所能及的
事，就连忙拉住妈妈，说：“妈妈，今天的碗
我来洗吧！”妈妈略有些惊讶，笑着说：“好
呀，那你来洗吧！”

我走进厨房，拿起洗洁精，挤在餐具
上，再拿起抹布，蘸上水，开工。我先来洗
盘子，洗刷刷、洗刷刷……盘子洗干净了，
我把它们放到另一个水池里。没一会儿，
盘子都洗好了，接下来要洗碗了。我又拿
起抹布，搓啊搓，起了好多泡沫呢！没多
久，碗也都洗好了。最后，要洗筷子啦！我
的小手揉搓着筷子，很快它们也被洗干净
了。最后我把所有的餐具用清水认认真真
地冲了一遍，摆放整齐。虽然我很累，但看
着干净、整洁的餐具，很有成就感。

湖塘桥第二实验小学三（1）班 祁欣辰
指导老师：牟丹

今天我洗碗

星期六下午我做完作业，爸爸妈妈不
在家，我心想：爸爸妈妈每天工作这么忙，
我要帮他们拖地，减轻负担。

说干就干。我拿着拖把来到卫生间，
先将拖把洗了一遍，然后开始拖地，才拖了
一个房间，肩膀也酸了，腰也累了，这时，我
想起妈妈每天都要拖整个家的地板，那该
多辛苦啊！在我不懈努力下终于把地拖完
了。“咦，这是怎么回事？”我向后转，看到的
却是一片脏兮兮的脚印。大脑里闪过妈妈
拖地的画面，“噢，妈妈拖地的时候都是从
里面往外面拖，这样才不会留下脚印，怪不
得我没拖干净呢！”重新拖完了，我精疲力
尽，满头大汗，像是刚打了大仗的战士。

湖塘桥第二实验小学三（6）班 陈佳乐
指导老师：吴涧芳

第一次拖地
星期天，妈妈教我做家乡的美食葱油

饼，我才知道葱油饼原来制作起来这么复
杂。虽然有点麻烦又很累，但尝到自己亲
手做的葱油饼感觉特别好吃。

首先把妈妈和好的面团擀成一个圆形
的大饼，再均匀地撒一些盐、葱花和芝麻
油，然后卷成长条，转几圈盘成蛇形，再继
续擀成一个圆圆的大饼。锅热后刷薄薄的
一层油，油热后把擀好的饼放在锅里，最后
在平底锅煎几分钟就好了。吃着香喷喷的
葱油饼，我心里特别开心。

湖塘桥第二实验小学三（7）班 王嘉祥
指导老师：焦小方

我爱做美食

今天，我决定自己洗衣服。
我拿着脏衣服来到阳台上，按照妈妈

教我的方法去做，先往盆里倒了点香香的
洗衣液，打开水龙头，水哗啦啦地冲到盆
里，只见水里冒出了许多泡沫，像白白的棉
花，好玩极了。我把衣服泡在水里，开始在
有污渍的地方用手使劲地搓，衣服真脏呀，
搓了好久才搓干净，搓得我小手都红了。
接着我用清水开始冲洗，换了好几盆水，泡
沫都消失了，水也变清了，衣服总算清洗干
净了，最后我把衣服拧干，晾在了衣架上。

我看着洗好的衣服，开心极了。突然
发现自己已是满头大汗，原来洗衣服不是
一件轻松的事情啊！妈妈给我洗衣服肯定
很辛苦，以后我得做个爱干净的人。

湖塘桥第二实验小学三（2）班 荆晨倍
指导老师：袁苏萍

第一次洗衣服

吃完早饭我们就开始打扫卫生了，今
天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擦玻璃。爸爸提议我
们分工合作，我和妈妈负责擦玻璃门，爸爸
负责擦洗窗户玻璃，弟弟负责玩，不捣乱就
行。我先用湿毛巾把阳台和厨房的玻璃门
擦一遍，然后妈妈跟在我身后用干毛巾再
擦一遍，有一些小斑点妈妈就用酒精棉片
仔细地擦掉，有时候爸爸还会叫我帮忙递
毛巾、搬凳子。

在我和爸爸妈妈的一起努力下，一上
午的时间，我们就把玻璃全部擦干净了，看
着被我们擦得明亮干净的玻璃，再看看我
的花猫脸和小黑手，我和爸爸妈妈开心地
笑了，弟弟看见我们笑，也加入我们哈哈大
笑起来。

湖塘桥第二实验小学三（4）班 朱睿婕
指导老师：徐佳

擦玻璃

在2022级研究生开学第一课
上的讲话——

作为新时代的专业学位研究
生，我们要直面思考三个问题：什么
才是真正的大学问？如何学做真正
的学问？怎么样真心做好学问？

学思结合、学以致用。真学问
一定是研究问题、探究真理的。真
学问一定是学以致用、知行合一
的。真学问一定是创新行动、回应
实践的。真学问一定是与时俱进、
面向未来的。

以学为本、学行修明。做真学
问，要学会争做学人。做胸怀天下、
心系家国的学人，做立足前沿、关注
现实的学人，做视野广阔、根基扎实
的学人，做堪当大任、勇毅前行的学

人。做真学问，要学会掌握学法。建
议同学们要多学习些信息技术，推动
学科融合；建议工科研究生多学些文
学和艺术知识，丰富生活和感性思维；
多学些逻辑、辩证法、心理学，锻炼思
维敏捷性、强化思维能力。做真学问，
要学会贡献学科。主动了解其他学科
的学术思潮、前沿动态，用厚实的专业
素养，弘通的思维眼界，为应对复杂问
题挑战提出创造性解决方案。

学而不厌、学以成人。真心做好

学问，就要热爱投身学术。我们要不
断地追求、探索，发现学术学科之美，
以此作为自己在本领域不断进取、取
得成功的不竭动力。真心做好学问，
就要自觉优化学风。在学术探索的路
途中，来不得半点的马虎敷衍和弄虚
作假，必须“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
守得住底线”。真心做好学问，就要持
续提升学力。持续提高学习和运用新
知识的能力，如合作协同能力、批判思
维能力和创新实践能力，把“顶天立

地”作为发展学术的目标和方法。
奋斗成就幸福人生，奋斗开创美

好未来。未来成功并没有什么捷径，
不懈奋斗必定是成为人才、成就事业
的唯一路径。希望同学们立志做大学
问、做真学问、做好学问，在攀登专业
研究学问的高峰中追求人生卓越，在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实干中成就一番
事业，共同书写新时代学校和自己的
辉煌篇章，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
大胜利召开！

江苏理工学院校长 崔景贵

学做真学问 真心做学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