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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尤佳 孙羽 居莉）由
常州市教育局主办、常州开放大
学承办的2022年常州市社区教育
教师技能大赛于 9 月 28 日至 29
日举行。

大赛包含三类比赛内容：社区
教育技能课程说课比赛、社区教育
通识课程说课比赛和社区教育项
目策划能力比赛。其中社区教育
通识课程说课比赛和项目策划能
力比赛为现场赛。

各位参赛教师立足本社区，选
题多元，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和居民
需求，从“校园狂欢节暨社团展示
周”“筑梦少年打开红色记忆——五
个一系列活动‘寻访身边一榜样’”

“从三口小家到和谐大家——和谐

家庭幸福成长计划”“指尖上的乡土
文化——编制艺术”“百度地图”“附
点节奏的运用”等多个主题展开说
课，充分挖掘社区教育元素，极具现
实意义与推广价值，充分彰显了我
市基层社区教育精彩纷呈的日常课
程和教学活动，体现了社区教育教
师的素养。

作为承办单位，常州开放大学
相关负责人表示，学校将进一步发
挥社区教育的引领作用，促进各类
社会资源的再整合，大力发掘吸纳
从事社区教育的优秀师资与优质案
例，不断通过队伍培训、人才培养、
技能大赛等多种方式，积极构建服
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打造
常州社区教育的优质生态圈。

我市举行社区教育教师技能大赛

本报讯（尤佳 刘月娜）为进一
步推进清廉校园建设，营造崇清敬
廉、廉润学子的校园文化，日前，常州
卫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举办“清风沐
桃李 德韵润校园”道德讲堂活动。

学校道德宣讲员们分别宣讲了
常州市第九届师德标兵施国荣老师、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优秀教师殷
丹、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优秀班主
任金花三位教师的优秀事迹。

“平凡中蕴藏着伟大，琐碎中孕
育着崇高。”学校还有很多像施国荣
老师一样为了学校教育发展默默奉
献、倾注一生的资深教师；像殷丹老

师一样积极进取，勇于拼搏的青年
教师；像金花老师一样爱生如子、无
微不至的班主任老师。现场老师们
纷纷表示，他们深切感受到身边的
榜样，用一颗廉洁从教的初心完成
教书育人的使命。在今后的教育生
涯中，他们也将以优秀教师为榜样，
把职业当成事业，做学生们的楷模。

据了解，学校还为老师们精心
准备了一份“礼物”——是一张书
签，也是一把直尺。希望全体师生
员工在工作、学习、生活中都能做到
心中有尺，行事有度，做顶天立地的
人，办光明磊落的事。

常州卫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举办“清风沐桃李
德韵润校园”道德讲堂

□尤佳 谢国强

日前，常州高级职业技术学校
2022年秋学期首期“创客训练营”正
式开营。该训练营是一个供学生进行
创新创业交流学习、研讨制作的平台。
学生在此可以聆听企业家的创业故
事，学习创业团队的组建、商业模式构
建等。

“创客训练营”是该校进行创新
创业教育的举措之一。据了解，近3
年，常高职累计投入近300万元，用
于学生创业园、创新创业培训和各级
创新创业竞赛奖励。学校拓宽创新创
业育人途径，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在
一系列有效的双创教育举措下，一批
优秀毕业生成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的生力军。

本期，我们采访了两位常高职的
优秀毕业生，他们凭借自己的努力和
技术，在各自的行业，创出了自己的一
番天地。

万丈高楼平地起，一
砖一瓦皆根基

张小强今年35岁，是常州高职
校2007届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毕业
生。从一名工程监理到年营收8000
万元的常州常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董事长，他一步步稳扎稳打，凭借自
己的踏实和诚信，在常州的建筑行业
做出了良好的口碑，受到了保利、华
润、招商、中海等多个央企开发商的
青睐，长期与他们合作完成外墙保温
及涂料工程。

“我的创业路可以形容为三分靠
运气，七分靠努力。”张小强说，三分的
运气来自学校。刚毕业，自己对就业也
没有方向，学校老师就把他推荐至漕
桥建筑公司实习。“每天要坐一个多小
时的公交车去上班。最开始去工作，我
都是哭着坐车去的。”张小强说，虽然
感到很苦，但是总不能给学校丢脸，他
就坚持了下来。

最早，公司带他的师傅给了他几
本书，让他坐在办公室看书。他感觉很

抽象，没有概念。“我想去工地现场，在那
里才能学到真本事。”张小强主动向领导
申请去最苦最累的项目现场。一年多的
实习加上毕业后的头三年，他几乎每天
都在工地上度过，甚至与工人们同吃同
住。大夏天，衣服湿了干，干了又湿；大冬
天，双手、耳朵冻得通红，但他始终任劳
任怨。张小强说：只有自强不息，才有无
限可能。

2011年，张小强跳槽到另一家建筑
公司从事管理岗位。“我当时其实是带着
创业这个目标去的。”他告诉记者，最基
本的技术他已经通过多年的基层工作熟
悉掌握，而管理层所涉及的控制成本、把
控利润点等，则是创业的关键，自己还需
要不断实践了解。有了明确的目标，他工
作起来干劲更足。因为他的踏实肯干，一
年多后，张小强辞职创业时，老板反而十
分支持他的决定，并和他成为了很好的
合作伙伴。

创业之初十分艰难。缺乏人脉关系
的张小强，接的都是一些别人不愿意做
的小活。他主动寻求突破口，找到以前工
作中认识的合作伙伴，“我只要一次机
会，如果做不好，以后再也不会踏入你的
办公室。”就这样，他得到了创业后的第
一笔大单。对此，他不敢怠慢。施工现场，
他总是来得最早，走得最晚，一定要把当
天所施工的区域全部巡视一遍，没有问
题才回家。最终，凭借精湛的工艺、过硬

的质量，他获得了开发商和总包单位的
一致认可，也慢慢在行业内做出了品牌。

“质量为先，信誉为重，管理为本，服
务为诚”是我做企业的准则。因为张小强
的为人坦诚，他的朋友也越交越多，生意
也逐渐扩大。“学校对我的创业路影响很
大，很多老师至今还和我保持着联系。”
他表示，除了传授知识，老师对他更多地
是人生的引领者，“‘万丈高楼平地起，一
砖一瓦皆根基。’是老师们教导我的话，
如今也成为了我的人生信条。”

打铁还需自身硬，百
炼才能出精钢

“我在这个行业入行，还要感谢我的
班主任老师。”“90后”陈雪峰是江苏宇
鸿幕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2004年，
他即将从常高职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
毕业。“最后一年大家都开始找实习单
位，班主任把我介绍到自己亲戚家的公
司，我也从此走上了幕墙材料的研发和
生产之路。”

“我所学的专业和实习的行业关联
并不是很多，唯一共通的就是都有涉及

‘CAD’。”因此，在质检岗位，陈雪峰最
早开始了自己的“看图”之旅。产品和图
纸是否符合，哪里有误需要修改，提出意
见……一年多，几万件产品从手中而过，
让他对产品结构等了然于心，而正是这

一阶段的实习经历，练就了他扎实的
CAD基础。

实习结束，陈雪峰被一家幕墙材料
生产企业看中，作为车间主管，干起了管
理。刚刚毕业的“毛头小伙”成了“领导”，
下面的老员工当然不服，对于他对产品
提出的意见和要求视而不理，还强词夺
理，表示“没有办法，改不了，就是这样。”

打铁还需自身硬，陈雪峰就边工作
边自学，刻苦钻研业务，将生产条线的技
术熟练掌握。当老员工再次拒绝整改时，
陈雪峰自己动手示范操作，让大家心服
口服。

2016年，有着过硬技术的他开始了
创业之路，“为的是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
活。”刚刚创办企业，质量和信誉是陈雪
峰的立身之本。新招聘的员工技术不熟
练，陈雪峰自己手把手教；对于产品，严
把质量关，几乎很少有报废的材料。每一
单业务结束，他总能把质量上乘的产品
准时交到客户手中。慢慢地，企业的订单
越来越多。如今，他企业所生产的铝制幕
墙被广泛应用到商场、高铁站、学校等公
共场所，企业年营收达3500万元。

小有成就的他对母校怀着一颗感恩
的心。目前，他打算与学校实行校企合
作，共同培养行业亟需的高素质技能人
才，同时，针对行业难题，共同研发新技
术，为推进产教深度融合，促进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常高职优秀创业校友风采

致青春，创未来

本报讯（尤佳 孙晓瑨） 10 月 11
日，2022年金砖国家职业技能大赛东部
赛区（江苏、浙江、湖北、江西）选拔赛“人
工智能计算机视觉应用”赛项在常州机
电职业技术学院举办。

本次大赛共有25支队伍参加。赛
项以实际产业应用为背景，紧密结合新
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战略规划和人
工智能在计算机视觉领域的技术发展
方向。竞赛内容分为四个部分，包括需
求文档分析、数据处理、模型训练及预
测、职业素养，旨在考察学生的快速学

习和应用能力。竞赛中，参赛者根据线
上比赛环境提供的技术文档完成各项
配置和计算机视觉模型构建与训练、优
化和部署等前沿的知识、技术技能以及
职业素养。

经过角逐，常州机电学院教师杨保

华、黄慷明、乔宏哲共同指导的选手、信
息工程学院人工智能2131班学生罗隆
平获得本次东部赛区大赛一等奖，并获
11月在厦门举办的2022年金砖国家职
业技能大赛（决赛）资格。

常州机电多年来坚持以赛促练、以

赛促学，构建了“三位一体、三定协同、三
赛联动”的专业技能竞赛体系，促进学生
的专业能力与职业精神有机融合、螺旋
提升，对持续提升创新型高技术技能人
才培养、深化职业教育教学全面改革起
到积极作用。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承办

金砖国家职业技能大赛东部赛区选拔赛并获一等奖

本报讯（楼小寒 王芳） 10月
13日，延陵小学党支部将“天宁星
课堂”之线下“快乐志愿星课堂”开
到了东坡公园，在这里，党员教师带
领学生展开“喜迎二十大，童心颂党
恩”主题活动。

党员教师范燕燕带着孩子们打
卡东坡公园，寻访东坡足迹，感受东
坡文化。从舣舟亭到牡丹园，再到仰
苏阁，大家一边游览，一边聆听故事，
感受着东坡与常州的不解情缘，感受
着家乡浓厚的文化氛围。在舣舟亭
前，范燕燕、庄艳雯老师与学生代表
合诵《我骄傲，我是中国人》《彩色的

中国》和《中国话》等诗歌，用动情的
声音、真挚的感情，一起回顾了党领
导人民走过的波澜壮阔的百年征程，
让大家更加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

活动最后，师生在贺卡上写下
了对祖国母亲的祝福。孩子们纷纷
表示，要时刻牢记先辈们和时代楷
模，努力成为有担当、有责任的新时
代好少年。

据悉，“天宁星课堂”是天宁区
委教育工委党建品牌，线下“快乐志
愿星课堂”是该区党员教师定期开
展有针对性的活动，对学生进行党
史和爱国主义教育。

延陵小学

快乐志愿星课堂开进东坡公园

秋天是位仙女，给世界带来
了一片丰收。

她给稻田带来了一件金黄
的大衣，把原本绿油油的稻田
变 成 金 灿 灿 、闪 闪 发 光 的 稻
田。她给森林带来一件淡黄色
的披风，把一望无际的绿色海
洋变成无边无垠的金色世界。

她给农民伯伯们带来了丰收
的喜悦，这一片片金黄的稻田，这
一筐筐沉甸甸的水果，就是他们
这一年里辛苦劳作的最好报答。

对于会冬眠的动物来说，她
的到来，便是收集食物的最后时
间，因为秋天一过去，迎接它们的
便是漫漫寒冬。在冬天白雪皑皑
的覆盖下，要想找到食物是困难
重重的。

但也有一些人认为她是不好
的。比如说那些体弱多病的人，
一到秋天就很容易感冒。

可在我眼里，她是一年四季
中最重要的一季，她为新的一年
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段玉裁初级中学八（8）班
潘梓炀

指导老师 张博瑞

秋

怎样在新学期做更好的自
己？我认为：工欲善其事，必先
利其器。要想在新学期变得更
优秀，一张好的计划表必不可
少。为什么说计划如此重要？
一个好的计划是成功的开始，
一件事，你都没有准备去做它，
又怎能做到尽善尽美呢？为新
学期制定一个可实施的、力所
能及的、有意义的学习计划正
是第一步。

光有计划还不够，十个空想

家永远比不上一个实干家。所
以，有了计划，还需要脚踏实地
的坚持。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坚持的路上或有艰难困苦的阻
挠，或有糖衣炮弹的诱惑，但只
要你坚持下去，定能收获到成功
的硕果。

除此之外，还要掌握好的学
习方法，把重点放在自己薄弱的
地方，做有效率的事情。珍惜时
间，多阅读，多思考，让自己在这
个学期里变得更好！

段玉裁初级中学八（8）班
郑浩然

指导老师 张博瑞

做更好的自己

烈日当空。我和家人们决定
去恐龙园水世界一游。

一进大门，看到游泳池里早
已是人头攒动，我和家人们赶紧
去换泳装。我们先去浅水区，把
脚伸进水里，水是冷的，于是我
蹲在水里，过了一会儿感到水温
正常了。池子里的水清得都能
看到底，波光粼粼。孩子们激动
地游来游去，像一条条自由自在
的小鱼。水池中四处飞溅着白
色的浪花。

我转去深水区，一边呼吸，

一边摆好手上的动作，双脚用
力蹬水，等到划出去一小段的
距离时，我就开始了蛙泳，游累
的时候我就趴在池边看着别人
在水中游玩。我忽然看到一个
小姐姐，她如同一条鱼儿在水
中灵活自如地游着，与水浑然
一体。瞧，她时儿潜游，一溜烟
钻到水底没了影子；时而蛙泳，
一抬手，一蹬足，一下子蹿出老
远……

这泳池里的水仿佛就是夏日
的快乐源泉。

段玉裁初级中学八（8）班
史糠琳

指导老师 张博瑞

快乐源泉

没有谁承认自己软弱，没有谁不
想成为英雄。但“说”代替不了“做”，
真正的孤勇者，在困难面前，是不会选
择畏惧退缩，是会毫不犹豫地迎难而
上！

王安石就是这样的孤勇者，曾两次
拜相，又被罢免两次；穷尽一生致力改
革，虽千万人反对也在所不惜……他这
一生，大起大落，荣耀至极而不骄不馁，
始终坚守“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

高层”的初心；大彻大悟，跌落谷底却无怨
无悔，始终坚信“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
桃换旧符”的信念……

读《王安石传》，更要学王安石、做王安
石，纵使千难万险，哪怕风吹雨打，不惧人
言可畏，为自己的理想勇往无前！

两个小时转瞬即逝，参加完崔铭老
师《王安石传》新书分享活动后，我默默
叮嘱自己，一定要成为那枝“凌寒独自
开”的梅花，高洁、傲骨、不卑不亢、不屈
不挠，要愈挫愈勇，要越开越香！

丽华新村第三小学三（2）班 杜嘉睿
指导老师 何三发

凌寒更要独自开

崔老师像一个极具魔力的导
游，聆听完她的讲解，兴趣盎然的
我一头钻进了王安石的传奇世
界。

最让我惊讶的是，因为砸缸
救人而广为人知的司马光，居然
是王安石的朋友和“敌人”！

王安石自小聪明异常、才华
横溢，司马光为人坦荡、高风亮
节，他们都曾是欧阳修的学生，都
曾在包拯手下共事，都是饱读诗
书、满怀抱负的有志之士，又都推
崇对方的才情和为人！

但自朝廷改革以来，他们在
具体的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交
锋，但谁又说服不了对方。最后
两人势同水火，甚至连同朝为官
都不可能：王安石在朝，司马光退
隐；司马光拜相，王安石又下野。

因为共同的理想，他们彼此
视为知己；因为不同的政见，他们
彼此视为政敌。但在漫长的人生
中，他们依然互相欣赏，彼此成
就。或许，这就是崔老师所说的，
人生乐在相知心吧！敌也好友也
罢，他们没有个人恩怨，却都是为
了国家，都是为了百姓！

丽华新村第三小学六（3）班
王雅斯 指导老师 何三发

朋友和敌人

听主持人介绍，崔老师是同济大
学副教授，主要研究唐宋文学。她曾
经写过《苏轼传》《欧阳修传》，现在又
写出了第三部作品《王安石传》。

崔老师从王安石的作品开始讲
解，极大地激发了我们的兴趣。因为
我们在课本里学过《泊船瓜洲》和《元
日》，这些可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啊！
她说王安石在作《泊船瓜洲》时，曾经
为了一个“绿”字，煞费苦心，先用了一

个“到”字，不满意，换了一个“过”字，又
换了一个“入”字，还换过“满”字，前前后
后换了十几个字，始终达不到他想要的
效果。到底哪一个字更传神呢？他绞尽
了脑汁。最后灵光一现，一个“绿”字突
然浮现在脑海里。王安石兴奋极了，就
定它了！这就有了后来的千古名句“春
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古人为了作品中的一个字，可以反
复推敲琢磨，这样的精神是多么值得我
们学习啊！

香梅小学四（3）班 韩依熳
指导教师 杨美莲

唐宋文学知多少

初识王安石，源于小学语文
课本中的古诗《梅花》，“墙角数枝
梅，凌寒独自开”。喻示着诗人的
高洁品格和坚定信念。

盛夏，有幸在半山书局聆听
一场《王安石传》新书分享会。
作者崔铭将王安石的生平娓娓
道来，带领大家从“勇者”“人生
乐在相知心”两个角度共同品读
王安石——北宋群星璀璨，名列

“唐宋八大家”的王安石，既是具
有突出成就的文学家，也是执着
推进变法的改革家。

在崔老师引领下，现场的小

记者们，深入了解到王安石的自
我人生设计、理想抱负和交友之
道等等，一个有血有肉的大文豪
和思想家浮现于脑海。很多人首
次得知他与欧阳修、司马光、苏门
三父子之间的故事，大伙儿听得
兴致盎然。

此时，互动问答环节将交流
带入小高潮。崔老师对我们小学
生如何正确学习王安石的诗作提
出建议：“以诗学史，以史解诗”，
这样才能真正理解古诗词。

一本《王安石传》，让人身临
历史、品读诗句、感受人物魅力，
快哉！

香梅小学五（4）班 安杰瑞
指导老师 杨奕

认识王安石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

苏……”这朗朗上口的古诗就是王安
石写的《元日》。我有幸参加了崔铭老
师的《王安石传》新书分享会，在这个
课堂里，我认识到了不一样的王安石。

王安石，宇介甫，晚年号半山，抚
州临川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思想
家，他还是唐宋时期八大散文代表作
家之一。

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我们认识
的王安石居然和我们熟悉的司马光
也有过交往，老师接下来讲了一些关
于两人的故事，大家听得非常认真。

不知不觉中，我们听完了崔铭老师的
分享会，我见识到了王安石的交友之道，
以相知为基础，或是人品、性情的相知，或
是学问才华的相知……不同的朋友都能
丰富我们的生命，滋润我们的心灵。

香梅小学 四（3）班 缪雨菲
指导老师 杨美莲

人生乐在相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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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报小记者参加《王安石传》新书分享会

张小强 陈雪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