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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缪小吉 尤佳）11月4
日，2022金砖国家职业技能大赛决
赛在厦门开赛，常州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教师周晶、陈亚梅指导现代装
备制造学院数控技术专业王俊磊同
学在“工业设计技术”赛项的比赛中
荣获一等奖、国际铜奖。

工业设计技术赛项由数据采
集、数据处理、逆向3D建模、正向
建模与创新设计、打印与后处理、数
控编程与产品加工、装配验证六个
模块组成，综合考查参赛选手的工
业设计技术能力。比赛中，王俊磊
沉稳发挥，完成每一项操作流程，最
终取得优异的成绩。

2022金砖国家职业技能大赛
是今年我国作为主席国在金砖国

家合作机制下举办的第一届职业
技能大赛，由教育部、人社部、金砖
国家工商理事会和厦门市人民政
府共同主办。该大赛聚焦高端制
造、数字经济、新产业、新业态、新
技术等重点领域，设置了轨道车辆
技术、增材制造、工业设计技术等
26个赛项。共有来自巴西、俄罗
斯、印度、南非等国家的3500多支
国际参赛队，中国各省市6200多
支国内参赛队报名，参赛规模近2
万人。经过层层选拔和激烈比拼，
最终1600多支队伍、近2500名选
手进入决赛。决赛以国外选手线
上比赛，国内选手线下参赛的形式
举办，大赛整体推进金砖国家国际
化高质量技能人才培养。

常州工业学院

金砖国家职业技能大赛获一等奖

本报讯（尤佳） 11月5日，常州市
职业技能竞赛暨钟楼区第五届职业技能
竞赛互联网营销师——直播销售员赛项
开赛。

本赛项由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考核
两部分组成，理论知识成绩占总分的
20%，操作技能成绩占总分的80%。其
中，理论知识部分涉及网络直播行业发
展现状及趋势分析、网络直播行业政策

和法律法规、短视频拍剪技巧、直播带货
流程及运营、主播的培育、头部主播带货
案例分析等。操作技能部分涉及商品分
析能力、直播策划、直播讲解能力、直播
营销能力和直播控场能力等内容，参赛
选手通过手机APP选择手机内竞赛商
品，关联2个直播商品，完成10分钟不
间断直播，直播期间，选手可自由组织内
容对两个产品进行介绍，按要求回答弹

幕提出的问题，并始终保持直播效果不
间断。

200多名选手同场竞技，不仅对产
品亮点如数家珍，妙语连珠更是赢得直
播间粉丝点赞。

据了解，目前常州共有各类主播行
业机构60余家，从业人员12000余人。
常州市直播电商产业协会会长杨晋介
绍，比赛有利于加强电商直播行业技能

人才队伍建设，同时进一步规范网络从
业行为，提升直播经济从业人员的综合
素质和职业技能，促进直播行业等新职
业新业态良性发展。

获得此次竞赛一等奖的选手，将授
予“常州市技术能手”荣誉称号并颁发获
奖证书；理论和技能成绩双合格的选手，
核发相应国家职业技能三级等级证书
（高级工）。

常州市职业技能竞赛直播销售员赛项开赛

□朱玮 尤佳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
关键课程。让思政课真正成为一门“金
课”，近年来，常州市第五中学围绕打造
高效思政课程体系工作，将思想政治工
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深入挖掘与常
州相关的本土党史故事和历代五中人踔
厉奋发的奋斗故事，转化为鲜活的思政
素材，将“小教室”变成“大课堂”，让信仰
之光闪耀校园。

明方向，党委推动上
好思政课

市五中党委书记吴栋、校长杭佳楣
分别带头上好思政课——

吴栋的三节思政课《争做朝阳一
代 续写汇秀华章》《蓝图已绘就 逐梦
唯笃行》《少年应有鸿鹄志 当骑骏马踏
平川》，从张太雷等革命先驱献身无产
阶级事业的故事到学校的第六轮主动
发展规划，他鼓励五中学生“要以广阔
的视野，宽广的胸怀主动承担起青年的
责任”。他与教师共勉“要以实际行动
推动学校各项事业发展，不断开辟新的
发展空间，用高质量的学校建设服务常
州教育发展”。

杭佳楣在高三毕业典礼上用《在更
美的世界，与更好的你相逢》寄语五中学
子“在社会发展的壮丽篇章中，永远能够
保持实干、拼搏的青春姿态”；开学第一
讲中，《让奋进的你成为汇秀园里最美的
风景》希望五中师生“要努力做最美答卷
人，诚于做人，敬于做事，脚在地上，身在
云端，不忘初心，面向未来，共同绘就五
中新篇章”。

推进思政课建设的过程中，校党委
发挥头雁引领作用，用心用情讲思政，调
动广大师生的积极性，努力发挥思政课
的铸魂育人、立德树人的作用。

开路径，以“大思政
课”铸魂育人

在刚刚结束的我市局属学校“讲好
红色故事 争当时代新人”大赛中，市五
中高三（16）班陈靖涵获得了特等奖。

“我希望能够在更大的舞台宣讲，以我们
青年之声讲述红色党史，传承民族精
神。”他说。

而在2021年，现高三（2）班盛亚静
也获得该项比赛的大市特等奖，同时获
得了江苏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主题教育演讲比赛二等奖。

近年来，红色宣讲活动已成为常州
市第五中学的品牌活动。尝试将历史与
当下相连，在讲述的过程中感知现在，树
立与时代主题同心同向的理想信念，让
学生在活动的过程中把人生理想融入到
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中去，这是开展活

动的初衷。
学校今年创新形式，引入红色话

剧。10月30日，由常州市金坛华罗庚
艺术团排演的首部讲述抗日战争时期

“华西坝”历史的话剧——《野蜂飞舞》在
五中知音楼剧场拉开帷幕。那个时代，
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的青春、热血、理想、
信念，深深感染了五中学子。这是一场
对抗战历史的温情致敬，掌声一次次在
知音剧场响起，学生的眼中蓄满了感动
的泪水。

五中艺馨义工已成立近10年，志愿
者们主动承担学校重大活动的义工服务
工作，同时走出课堂，走进永红老年公
寓、常州市红十字血站、天爱儿童康复中
心等，用青春热血服务他人，回报社会。

红色宣讲、红色话剧、义工服务……
在探索沉浸式思政大课堂的过程中，常
州市第五中学不仅抓住思政课主阵地，
还将思政教育融入到社会实践中去，以

德育活动为载体，通过整合资源、拓宽路
径，让学生参与其中，真正让思政教育动
情、走心，在青少年的“拔节孕穗期”中

“精准滴灌”。

强特色，探索高中思
政课“横向一体化”

教育者首先要受教育，讲信仰者首
先自己要有信仰。在探索思政引领，学
科融合的过程中，教师首先要树立正确
的党史观，苦练内功，坚持传承精神，更
要懂得打破学科壁垒，探索思政课“横向
一体化”，为党的教育事业立心铸魂。

常州市第五中学“汇秀·青年智库”
项目积极实践思政教育与学科教学相融
合的理念，以实现青年教师人才培养，探
索高中思政课横向一体化。

项目每月定期开展两次跨学科研讨
活动，积极推进思政课堂教学改革。“让
学生在课堂情境中体悟‘个人命运’与

‘国家命运’紧密相连。”历史教师章则宸
创设性地将大单元知识进行整合，以容
闳为切入点，串联起了晚清的一系列改
革运动。“课后不少学生表示，通过这节
课，他们从历史中认识到自己的命运始
终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生逢伟
大的时代，更应该建功伟大的时代。”

“汇秀·青年智库”项目将“国家认
同”教育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模型作为落
实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的顶层设计，从
目标内容一体化、课程建设一体化、教学
评一体化、跨学科教研一体化四个实践
途径出发，在教育教学中提升思政课程
和课程思政的德育实效。

“走心的思政课程的首要前提在于
课程本身的专业性。”常州市第五中学政
治教师吴格格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政治
学中共党史专业，她表示，在教学实践过
程中，她将借助高校资源，发挥专业优
势，提升思政课堂的专业品质。

常州市第五中学实施三大行动

“小教室”变“大课堂”，信仰之光闪耀校园

本报讯（尤佳 张煜） 11月 6
日，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举办“常
信有你‘职’为你来”2023届毕业
生校园招聘会。200余家企业现场
集结，提供了5000个岗位，招聘专
业涉及机械、数控、自动化、物联网、
通信、软件、物流等众多行业。学校
4000余名学生参加招聘会，2000
多人与企业达成初步求职意向。

本次招聘会聚合常州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等常州多个人力资
源中心及常州市半导体照明产业技
术创新联盟力量，80%的岗位实际
服务于苏锡常制造业发展。招聘会
现场，前来咨询和应聘的学生络绎
不绝。该校软件技术专业的2023
届毕业生小李表示，求职时更看重
与自己专业的匹配度，比起薪资他
也更看中个人的成长途径和行业发
展前景。

本次招聘会沿用了直播荐岗形
式，6家企业负责人化身“主播”与

毕业生们面对面交流。直播荐岗形
式突破了空间和时间限制，旨在利
用互联网技术平台解决企业招聘难
和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精准做好
人岗匹配，以实现学生“低成本”就
业与企业“高效率”选人的双赢目
标。

学校招生就业部门负责老师告
诉记者，部分参会企业在暑期就与
学校联系，希望能尽早进行校招宣
传和实习招募工作，“企业对招聘工
作十分重视，对人才需求迫切。”他
表示，作为学校就业主管部门，学校
将担负起企业和毕业生之间“桥梁
纽带”的责任，一方面引进更多专业
匹配度、发展潜力大、职业前景更广
阔的企业；另一方面也会听取企业
反馈，充分运用互联网信息技术为
企业需求“精准画像”，将其作为改
进学校职业规划课程的重要依据，
让就业指导工作“关口前移”，服务
学生高质量就业。

常信院2023届毕业生校园招聘会开启

200家企业提供5000个岗位

种下美好，愉悦身心。近日，常州市小记者协会老
师为博爱小学的常报小记者们带来了有趣的多肉种植
活动。多肉有趣的名字、独有的饱满“Q”感，让许多孩
子发出惊叹。通过图片展示和问答互动，孩子们很快
记住了多肉的形态与名称。亲手种植时，每个孩子都
能够近距离观察不同的多肉，一步一步将多肉种下。
他们小心呵护着多肉的根系，因为他们明白小小的花
盆承载的是一株生命的厚重。

博爱小学常报小记者主题活动博爱小学常报小记者主题活动

萌手种多肉萌手种多肉，，相逢见美好相逢见美好

我有一盆可爱的小多肉，它又小
又胖，身披绿衣，是有很多片叶子组成
的，每一片叶子的头都是尖尖的，非常
可爱。它住在一个绿色的小花盆里，
花盆里有许多大块的泥土，是为了挡
住花盆底部的洞口，以防泥土从洞口

掉落出来。我给它起名叫：小多。老
师说它喜欢晒太阳，这样才会长出新
的枝叶。我希望它在泥土、阳光和水
的作用下快快长大！

博爱小学二（15）班 韦明泽
指导老师 郑丽娟

课堂上，老师绘声绘色地讲解着
多肉知识，我听得入了迷。当老师将
种植材料分发到我手上的时候，我暗
道：终于到了大显身手的时候啦！我
把松软的泥土缓缓地倒进盆中，用手
掌轻柔地抹平土壤，再对着土壤中间
挖了个小小的“沙坑”，苗条的多肉苗

像一个矫健的运动员一样跳进“沙
坑”中，最后把它脚边的泥土压实后，
一盆可爱的多肉就种好了！看着它

“咕咚咕咚”地喝着我浇灌的水，真是
太高兴啦！

博爱小学二（16）班 王子安
指导老师 黄倩倩

在老师的带领下我们来到报告
厅，我们几个小记者站成一排，老师叫
我们首先根据多肉的植物大小选择合
适的花盆，在花盆里撒一些植物的营
养土，我选了一棵芙蓉雪莲多肉轻轻
地放在盆里，用小铁铲把营养土覆盖
在多肉的根部，固定好。今天我们还

认识了好多种多肉植物：有白凤、紫珍
珠、黑王子、白牡丹等，真漂亮！每个
小记者的脸上都洋溢着成功的喜悦，
以后我将学习更多的植物知识，去接
触更多的多肉植物！

博爱小学二（10）班 陶乐乐
指导老师 李慧莹

我给小多肉取了一个名字，叫“小
肉肉”。小肉肉的叶子颜色呈蓝绿色，
闪现着奇异颜色的叶面异常光滑，摸
上去软软的、滑滑的，好像一不小心就
会折断。每一片叶子都向不同的方向
伸展，层层叠叠，像一朵美丽的荷花。

老师说，这种植物之所以叫多肉，是因
为这类植物的叶片通常肥肥的，富含
水分，通常长在沙漠地区。这就是我
的小肉肉，你也一定很喜欢它吧！

博爱小学二（9）班 刘艺澜
指导老师 路思佳

桌上放着一个盆子、一团纸和一堆
土，我心里直犯嘀咕：“这是干什么呢？”我
小心地打开了那一团纸，发现了两个多
肉，它们的花瓣层层叠叠，个个披着绿衣
裳，头戴小红帽，多可爱呀！我一边听着

老师的指令，一边开始了我的“工作”。我先
在盆里铺上一层土，然后把多肉轻轻地放进
去，最后再盖上一层土，大功告成！

博爱小学二（14）班 刘砚清
指导老师 徐疆娜

多肉植物不同于一般植物。和其
他植物相比，多肉的叶子宽大肥胖。
活动中，我旁边的同学捡到了一片多
肉叶子。掰开叶子细细观察，我们发
现多肉叶会流出很多汁水，而其它树
叶貌似没有这种现象。我们需往小花

盆内盛入大半盆土，然后在土中挖出一
个小坑，再把多肉连根插到小坑中，接着
将土培好。这样，一盆美丽的多肉植物
就栽好啦！

博爱小学二（13）班 王若铱
指导老师 张菠

我的书桌旁，放着一盆多肉，它是
我参加多肉种植活动带回来的。

活动那天，老师给我们发放了种植
的材料包，介绍了多肉相关知识和种植
步骤。听完了老师的讲解，我好奇地打
量着眼前的多肉，它小小的，全身嫩绿
嫩绿的，有很多枝干，枝干末端透着一

点点红色，每一个枝干都好像小朋友的手
指。我把多肉宝宝放入小花盆，用土盖住
它的根部，再把土压得紧实，多肉宝宝种
好了！现在放在书桌旁，它每天陪我读
书，听我讲故事，成为我忠实的伙伴！

博爱小学二（6）班 宦子岳
指导老师 高琰

老师给每个同学发了一盆小多
肉，让大家种植后观察它的生长过
程。回家后，我上网查了我的多肉有
个好听的名字——蓝光，蓝光叶尖，叶
缘泛红，就像是一朵莲花。

我把蓝光插入颗粒泥土中，每天早
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把蓝光放在阳光最
充足的地方，放学后我会把它放到通风
的地方，再看看是否需要浇水。妈妈说

秋冬天可以半个月浇一次水，或者观察
它的叶子，如果有泛黄的迹象就要浇水，
但要注意的是蓝光比较怕积水，如果浇
水过多，它的根部就容易腐烂。

博爱小学二（8）班 禹皓宸
指导老师 杨婕

我和同学们一起种植多肉。我选
了一棵小小的多肉，它上半部分红红的，
下半部分绿绿的，看上去像一朵盛开的
莲花，可爱又漂亮。我小心翼翼地将它
放进了小花盆里，把它的根埋进了土壤。

虽然它的个头不像其他同学的多
肉那么大，但我还是最喜欢我的这一

棵小小的多肉宝宝。我俯下身子悄悄
地靠近它观察它，对它说：多肉宝宝，
你一定要长得比他们的还大呀！我想
把它放在阳台上，让它多晒太阳，希望
能长得更加肥肥胖胖。

博爱小学二（4）班 尤梓伊
指导老师 孙洁

我把松软的泥土倒进花盆里，用手
指把泥土戳一个洞，然后赶紧把多肉放
进去，以免泥土又滑下来把坑盖住了，
最后把泥土填平。一盆又可爱又娇嫩
的多肉就大功告成啦！花盆里的多肉，
肉嘟嘟的，叶子层层叠叠，叶片的顶端

是粉色的。它像绽放的向日葵，还像舞
蹈的仙女。听老师说，多肉喜欢明媚的
阳光和通风的环境。我特地放在书桌
上。我会好好地呵护它！

博爱小学二（5）班 贺瑾
指导老师 黄亚敏

按照老师讲的方法，我们先把盆
里装上三分之一的土，接着放入多肉，
最后再倒入一些土，把多肉的根埋起
来。看着种好的生机勃勃的多肉植
物，我心满意足地笑了。老师还叮嘱
我们，多肉要多晒太阳少浇水，放在炎

热干燥的地方。放学后，我带着这盆多
肉回家了。这是我第一次种植植物，它
就像我的小伙伴一样。我一定要好好照
顾它，让它茁壮成长。

博爱小学二（2）班 倪子珵
指导老师 章婷兰

我的多肉像一朵盛开的莲花，
长得十分可爱。用手摸一摸它的叶
片，软软的、滑滑的。它的叶片肉嘟
嘟、圆鼓鼓的，叶片的顶端尖尖的、
绿中带红，十分俏皮，像披着红衣跳
舞的小姑娘，异常美丽。我拿起装
满专用土的袋子，慢慢地往小盆里
填土，不知不觉土满了；之后我将多

肉小心翼翼地种到泥土里，生怕它
“倒”掉，填好土并用手把它周围的
土按紧压实，这样一盆多肉就大功
告成了！看着“站”稳在小盆里的多
肉，仿佛看见它对我露出了灿烂的
笑脸，真是百看不厌。

博爱小学二（19）班 李一萌
指导老师 史梦恬

我先把多肉埋进沙土里，然后浇
水。种多肉的土要松软、透气，不然它
们“呼吸”不了。多肉的叶子肥肥的，
里面有很多水分，所以多肉可以很长
时间不喝水。我们种植的时候一定要
给它们充足的空间，不然它们挤在一
起没有空间，可能会死亡。我把种着
多肉的花盆拿进教室里，用餐巾纸小
心翼翼地包着，放在窗台上。

放学的时候，我拿着种好的多
肉准备带回家。妈妈问：“这是什么
呀？是你自己种的吗？”我骄傲地回
答：“是我种的多肉。”妈妈高兴地
说：“你真能干！”在回家的路上，我
跟妈妈分享了这次活动过程，一路
上欢声笑语。

博爱小学二（18）班 谢莯宬
指导老师 丁小桐

这多肉小巧可爱，叶片好像瓣瓣莲
花绽开。厚厚的叶片，叶片的边缘有一
圈玫红色的花边，仿佛爱美女孩嘴唇上
涂的口红，美艳动人。我把它从包装袋
里取出来，一条长长的根须拖在短而粗
的根部，就像一条小尾巴。我赶紧在小

花盆中放入营养土，再轻轻拨开一些泥
土，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它的根种进土里，
最后把土盖好、码平，再浇点水。我多么
希望它能快快长大呀！

博爱小学二（20）班 郑雨薇
指导老师 吴敏

老师事先给我们准备了各种多
肉，有大有小、形态各异。我拿到的多
肉很可爱，它的叶片鼓鼓的，叶瓣是从
外到内越来越小，越往中心叶瓣合得
越紧。我先准备好小花盆，接着把土
装入小盆，用手在盆中央挖开一个洞，

把多肉放入洞中，四周用土填满。一盆
肉嘟嘟的多肉就种植完成了。听说多肉
耐干旱，还能够吸收有害物质，它们可真
厉害！

博爱小学二（1）班 黄子墨
指导老师 徐茵宁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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