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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荣幸参加了“邮票上的少先
队”讲座。所谓“邮票上的少先队”，就
是少先队员们可以通过邮票了解祖国
的历史、伟人、山水等，开阔大家的知
识面。讲座开始前，我们先观赏了邮
票：有山水画，一座座高山一条条大河
雄伟壮丽；有历史重点事件图，生动地
展示了宏大热烈的场面；还有生肖图，
生动地展示了生肖的特点。

邮票的种类繁多。我最感兴趣的
是关于“五岳”名山的五张邮票。从大
屏展示的邮票上，我了解到五岳分别

指：河南省登封市中岳——嵩山；山东
省泰安市东岳——泰山；陕西省华阴
市西岳——华山；湖南省衡阳市南岳
——衡山；山西省大同市北岳——恒
山。我目不转睛看着大屏幕上出现的
奇山、奇松、奇石。高耸入云的山峰
上，怪石嶙峋；山坡上的迎客松像在给
人们招手。

通过这次学习，我对邮票产生了
浓厚的兴趣。

安家中心小学六（1）班 印嘉媛
指导老师 孔静华

邮票里的故事

安家中心小学常报小记者科普活动

小小邮票学问大

活动中，吴爷爷用精美的图片向我
们展示各种各样的邮票，琳琅满目，让
我们目不暇接。我们的脑海中，仿佛放
电影般，浮现出一幅幅美丽的山水画。
吴爷爷说，邮票有“国家名片”之称，国
家发行的邮票都会选本国最具代表性
或纪念性的东西。吴爷爷还说，邮票的
内容包含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

面。小小的邮票包罗万象。
短短一小时，我犹如身临其境般，

饱览祖国大好河山，也了解了“红领
巾”成长历史。今天我们必须努力学
习，做一个阳光积极的“红领巾”好少
年，长大后，为祖国尽自己的一份力！

安家中心小学四（4）班 徐君昊
指导老师 万敏

我的邮票之“旅”

讲座开始，吴爷爷作了自我介绍，他
是一位集邮爱好者，他收藏了几千张稀有
的邮票，听到这儿，我们都大吃一惊。

他给我们看了他收集的邮票，有
纪念邮票、有特种邮票、有航空邮票
等。但最引人注目就是“千里江山图”
邮票了，它是由王希孟画的，画上的山
头为蓝色，图上还有一棵小树，湖上的

小船更加让人喜爱。
通过学习我还知道了邮票是历史的

印记，连绵不断的记录着历史的发展，每
次翻阅都会引起美好的回忆。

这次讲座让我又重新认识了邮票，
对集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安家中心小学六（1）班 王心怡
指导老师 孔静华

一次难忘的集邮讲座

吴老师给我们讲了许多关于邮
票的知识，这方面的内容我从来没
有在书上看到过，其中令我印象最
深刻的是邮票上中国的五大名山和
母亲河。一枚枚小小的邮票，就能
记录下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真是
意义非凡。

可是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邮票越
来越少见了，这一枚枚小小的邮票也见
证了中国历史和科技的不断发展，简直
就是百科全书。所以，集邮的过程，也是
知识积累的过程。

安家中心小学三（1）班 戴伊诺
指导老师 邹庆

积累知识的过程

吴爷爷声情并茂地给我们讲述了
邮票的由来、种类以及自己集邮的经
历和趣事，我从中学习到了许多关于
邮票的知识。

邮票起源于英国，邮票贴在信件
上，就相当于信件有了通行证，可以
传递到世界各地。我们国家的邮票
上的图案有许许多多的种类：有中国
传统文化，如京剧脸谱、二十四节气、

十二生肖等；有画像，如名人肖像等；
还有全国各地的风景名胜，如泰山、
黄山等……

听了吴爷爷的讲座，我了解到，邮
票不仅仅是传递信件的通行证，它更
像“百科全书”，是一个知识宝库，通过
集邮可以了解很多历史文化知识。

安家中心小学四（6）班 戴康杰
指导老师 刘林瑶

它更像“百科全书”

邮票是人们用来寄信件的，有了手
机，邮票大多成了收藏品。今天我们小
记者跟着吴爷爷学习邮票的知识。

吴爷爷跟我们讲了邮票的来历，
原来第一张邮票是一位英国爵士发明
的。我们还知道了邮票的种类：有特
种邮票、普通邮票、纪念邮票等。特种

邮票是为了宣传和展现某一特定的题材
而印制发行的邮票，普通邮票是邮票的
主要类别，纪念邮票是为了纪念重大事
件或者著名人物而发行的邮票。

吴爷爷又带着我们观赏了许多邮票。
安家中心小学六（1）班 钱梦瑶
指导老师 孔静华

邮票的种类

集邮已有60多年的吴爷爷，给我
们上了一堂集邮课。

吴爷爷说，集邮就是收集邮票，最
古老的方法就是把信上的邮票剪下
来，放在水中浸泡一晚，然后再晾干，
这样就可以收集下来了。接着，吴爷
爷又给我们展示了各种各样的邮票，
并向我们讲解了邮票的种类、材质以

及邮票背后的故事。
我知道了，“纪念邮票”是为了纪

念一些重大的事件而发行的邮票，简
称“J”；而特种邮票呢，就是为了宣传
目的而特地发行的邮票，简称“T”。
课堂尾声时，吴爷爷和我们一起进行
互动，同学们都争先恐后地举手发言。

邮票是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
文化、风土人情、自然风貌的高度浓
缩，我们可以把集邮和学习相结合起
来，从中学习更多的知识。

安家中心小学五（7）班 黄忆晨
指导老师 范丽花

集邮知识知多少

吴爷爷给我们讲解邮票的用处，
在没手机和电话的年代，只能用信来
传递想说的话，而邮票是贴在信上的
邮资凭证。吴爷爷给我们看了很多邮
票，其中我最喜欢带有神话故事的邮
票，上面有嫦娥奔月、女娲补天、吴刚
伐桂……邮票上的人物活灵活现，嫦
娥好像真的在缓缓向月亮飞去，清风
吹起她乌黑的长发，月亮还张开大手，

好像在欢迎她的到来。除了神话类的
邮票，还有历史类的、动物类的、建筑
类的邮票。

吴爷爷从一枚小小的邮票，讲到
了祖国的变化，我收获了许多知识，也
了解祖国的繁荣富强，需要我们每一
个少先队员付出努力。

安家中心小学四（3）班 徐妍炣
指导老师 印亚宏

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四四方方一张画，背上纸袋走天
下”。你知道这是什么吗？对，它就是
邮票，邮票是用来寄信的，里面还包含
了许多知识，从花鸟鱼虫到高山流水，
从历史到名人，每一张邮票中都蕴藏
着大大的世界。

我国发行的第一枚邮票叫“大龙邮
票”，邮票正中间是一条五爪大龙，身后
有云彩水浪。颜色分为绿色、红色和黄

色，不同颜色的邮票用途也不相同。
除此之外，我还看到了各种各样

的邮票，在这小小的方寸世界里，我知
道了古今中外的历史故事，认识了许
多历史人物和珍稀动植物，还受到了
爱国主义教育。我发现，自己渐渐迷
上了这小小的邮票。

安家中心小学三（2）班 周艺
指导老师 张晓婷

小邮票 大世界

讲课的老爷爷是一位集邮人士。
老爷爷一开始先讲了邮票的组成部
分，随后逐个讲解邮票里的内容，我一
向对邮票感兴趣，听得津津有味。

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三山五岳的
邮票，那每一张邮票上面都印有雄伟壮
观的大山图片，我被深深震撼到了。那
些山全都高耸入云，直冲云霄，山上长

着各种树木，仿佛是一幅幅水墨画。随
后，我看到了二十四节气的邮票，每一张
都蕴含着古代人民的智慧结晶。如果说
三山五岳的邮票令我震撼，那么二十四节
气的邮票便是我最喜欢的。

这次讲座，大大开阔了我的视野。
安家中心小学六（1）班 张馨月
指导老师 孔静华

邮票的秘密

□尤佳 陈作青

刚刚过去的10月，横山桥高级中学
举办了为期一个月的感谢师恩活动，同
学们以写作、绘画、手抄报等形式展示自
己对于老师的感谢之情。

为弘扬中华民族尊师重教的传统美
德，涵育明德青年，近年来，横山桥高级
中学进行了一系列校本化的探索，通过

“建一座山水园”“种两块责任田”“走三
色振兴路”“搭四张成长梯”等方式，培养
与山水和谐共长的明德青年。

立德树人：育“扎根乡
村”的民族复兴才

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乡村学子
是新农村建设中的生力军，如何提振乡
村学子的志气、骨气和底气，让他们把自
己的命运与家乡、民族和祖国的命运紧
密联系起来，是当下教育不可回避的现
实问题。

作为立德树人的主阵地，横山桥高
级中学关注到了乡村学子对理想和未来
感到迷惘的问题。“我们想引导学子树立
开放的思想观、正确的价值观、积极的人
生观，为他们种下‘扎根乡村’的信念之
根，培育‘振兴乡村’的理想之树，让“村
来村去”成为常态。”校党支部书记、校长
宁本冉表示。

这不仅需要前瞻性思考，更需要创
新性智慧。2021年11月，横山桥高级
中学依托学校丰富的德育实践，着手探
索“山水文化涵育明德青年的‘德志理’
体悟行动”。“这一项目是顺应国家‘乡村
振兴’战略和学校‘山水育人，品格立校’
的办学追求而生成的。”宁本冉校长说，
学校计划以“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
大任”为指针，融合学校办学理念和育人

目标，通过开展多样化的实施途径，探索
有生命活力的乡村学校育人范式，培育

“致善、致远、致用”的明德青年品格，为
“美丽乡村”建设输送德才兼备的有用之
才和可用之才。

躬行实践：走“乡村沃
土”的多彩振兴路

10月13日，横山桥高级中学开展
了“传承横山精神，建设美丽乡村”主题
思政活动。从学校小课堂到社会大课
堂，学生们了解革命烈士的光荣事迹和
五一村乡村振兴的历史性成就和变革。

走红色思政之旅是学校主题式德育
实施模型的主题之一。学校通过追寻红
土地，走红色思政之旅；行走绿土地，走
绿色生态之旅；寻访黄土地，走黄色乡土
之旅，感受家乡历史的厚重，让学生零距
离感知家乡文化，传承家乡文明，涵养学

生的乡土情怀。
“每一次活动精彩有趣，更是一次精

神洗礼，激发了我们对祖国的高度认同
感和归属感、责任感和使命感。”高三
（9）班学生刘文静表示，在今后的学习
中，她和同学们将把个人抱负、人生追求
和建设美丽家乡与美丽中国的远大理想
结合起来，积极成为“爱国爱党爱家乡，
立德立功立言”的新时代新人，在奋斗中
创造精彩人生，为祖国贡献青春力量。

躬行实践的理念同时渗透到学生的
生涯规划中。利用地区丰富的名人资
源，学校开展“访三百六十行”“走十八站
村落”和“种好生涯启蒙田”三大主题活
动，促使学生的生涯发展，引领学生成
长。加上分年级段的“明德”“明志”“明
远”生涯指导课程，学生们在整个高中三
年，高度重视目标引领下的自我分析、自
我评价与自主提升。通过自我悦纳、励
志，实现自我价值。

择善而行：搭“明德青
年”的评价成长梯

有效评价是激励学生全面发展的关
键。培养“明德青年”，必须厘定综合评
价、聚焦多元评价、强化增值评价、照亮
未来形象，为学子搭建评价成长梯。

公民意识、积极心态、家国情怀……
横山桥高级中学对学生综合评价方案进
行校本化设计，从“明德青年”必备品格
的6个维度切入，设计可选择、可量化、
可观察的行为或成果，完善对“明德青
年”的综合评价。

综合评价过程立体多元，包括自我
展示评价、自我反思评价、同伴互动评价
和家校激励评价，利用“成长手册”建立
过程评价体系。

“在评价过程中，我们更看中学生的
成长。”学生发展中心潘超主任表示，增
值评价是强化学生素养的关键手段，从
起点看变化，以学生的进步幅度作为评
价的尺度。据了解，学校将每位学生持
续进步的相关记录和资料如优秀手工作
品、测试卷、研究性学习资料等，收入“明
德青年资料库”，并通过对学生学习或实
践的案例进行比较分析，判断学生进步
程度。依托这些资料和大数据，学校对
学生进行“数字画像”，通过建模与解读，
挖掘学生的增值原因和学习需求。

在这样的评价体系下，一批批“明德
青年”成长成才——近年来，30余名学
生在金钥匙竞赛、苏教国际杯作文比
赛、奥赛等省级比赛中获得奖项荣誉，
30余名学生在市级各类比赛中获奖，
20余名学生在区级比赛中获奖，“明德
青年”正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展现横高
学子的风采，诠释新时代青年学子的使
命和担当。

常州市武进区横山桥高级中学

山水文化涵育明德青年 本报讯（房亮 高爽 尤佳 裴玮
艳） 记者10月28日获悉，中共江
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管理工程学院
总支部与中共常州市住房保障中心
总支部党建于日前共建结对。

双方将通过党建共建活动，
探索实践党员互动、活动互联、工
作互助、资源共享、经验共鉴、共
同发展的有效路径，在住房保障、
物业管理、老旧小区改造、职业技
能培训等方面开展形式多样的共
建活动。

会上，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常州市住房保障中心共同组建了

“常州市宜居城镇与住房发展研究

中心”，深化校地合作，增强学校服
务地方经济社会与行业发展能力。
研究中心成立后，双方将以支部共
建为抓手，在住房保障体系建立、物
业管理融入基层社会治理等方面展
开共建合作，形成“资源共享、优势
互补、合作共赢”的党建工作新格
局，推进党建业务双提升，切实服务
常州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以党建共建为契机，双方将把
中心打造成集学术研究、业务发展
与服务城市发展于一体的区域性综
合服务平台，服务常州“532”发展
战略，全力跑出美丽宜居新常州和
城镇融合发展的加速度。

党建共建，全力提升
住房保障体系建设与物业服务能力

本报讯（尤佳 秦希云 陈翼）
把“互联网+”元素融入茶饮，让自
助美味奶茶更便捷。日前，常州机
电职业技术学院机械工程学院一学
生团队，成功自制了一款全自动制
饮机。

据研制项目团队“一启趣饮”成
员介绍，为了丰富饮品种类，加快饮
品制作效率，他们针对不同食品原
料、材质，为饮品机设计了不同的过
滤推料装置，使原料可以分离加热，
同时，首创了全自动萃茶装置，保证
茶叶原料有效成分快速析出，减少
人工操作，提高工作效率。

项目负责人付昱豪是一名大二
学生，家庭贫困的他勤奋刻苦、努力
学习机械专业知识，曾获得国家助
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大学生创新
创业大赛省级三等奖等。他学以致
用，融合所学的机械知识，研发新型
饮品制售装置，小小发明展现了他
回报学校、回馈社会的决心。

目前，“一启趣饮”项目已成立
公司，并与多所大学高校、多家大型
商超拟签订合作协议。未来，“一启
趣饮”全自动制饮机将继续创新自
身技术实力，为我国人工智能现代
化发展贡献力量。

常机电励志小伙
发明全自动制饮机

本报讯（尤佳 庄洁）饺子、面点、蛋
糕，麦秆画、豆子画……10月28日，常
州市怀德苑小学“橙黄橘绿大市集”开
市。各年级学生将劳动课上习得的技能
实践，制为商品，在市集上集中义卖。所
得费用自愿捐款，参与公益，购买书籍文
具捐赠给镇坪县牵手结队小学。

据了解，“橙黄橘绿大市集”是该校
首届丰收节的活动内容之一。以劳育
德，该校于今年首次开设丰收节，让学生
们畅享丰收喜悦。

丰收节持续一周时间，分为启德、明
德和修德三个篇章。学校利用班队课，

打造“怀德园”里的四季课堂，孩子们了
解各地丰收节，感悟“种瓜得瓜、种豆得
豆”的农耕文化。此外，依托本学期学校
新建设的魔法农学院，各年级学生开展
快乐劳动课程，包饺子大赛、扎稻草人、
制作花样面点，在动脑动手中，懂得劳动

最光荣。通过多种学习形式，孩子们走
出校园课堂，走进乡村田野，通过线上线
下、课内课外有效互动，体验农耕文化教
育、进行劳动教育实践，立志成为“鸿志
少年”。

“‘丰收节’文化包含的和谐共生、耕

读传家以及自强不息等多种精神，也是
我们培养‘鸿志少年’所需要的精神。”校
长蒋玉琴表示，下一步，学校将依托校内
外各类资源，因地制宜开展各类主题教
育活动，培养“志存高远、怀善立德”的怀
德学子。

丰收时节，畅享丰收喜悦

常州市怀德苑小学：丰收节里言鸿志

本报讯（尤佳 李向） 10月29
日，常州市武进区星河实验小学教
育集团在礼嘉中心小学开启第三届

“100+橙风铃家庭图书馆点亮一片
星河”振兴乡村行动，为城乡一体创
想育人作出积极探索。

据了解，此公益活动由星河实
验小学教育集团于2018年首次实
施。活动聚焦“家庭图书馆”建设，
共同守护乡村儿童的阅读梦。今年
共有100组结对家庭参与活动。

集团教师盘活本部及社区社会
资源，每年为集团内乡村学校里经
济条件弱的100个家庭，提供家长

必读书目、学生必读书目100本，书
桌（书架）1套，建立家庭图书馆，营
造书香家庭，让父母和孩子们一同
阅读，一同成长。在结对的五年时
间里，学校和学生家庭举行多种形
式的交换空间、家庭互访、线上论坛
等活动。

叶谦是首届参与活动的学生之
一，当时，他收到了一个精美的书柜
以及喜欢的课外书，也开启了自己
的阅读之旅。今年，他主动将自己
的爱心传递，捐赠出自己的图书，

“希望让阅读的力量在更多小伙伴
中延续。”

武进区星河实小“100+橙风铃家庭图书馆”

守护乡村儿童的阅读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