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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潘逸 尤佳 戎琳燕）深秋
校园的桃花岛畔，银杏化作秋日的铃铛；
秋风抚过树梢，一粒粒饱满的银杏果挂
满枝头。15日，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内，材料工程学院青年骨干教师带领
2022级药品生产技术专业新生，来到学
校银杏林开展专业认知教育实践活动。

“《中国药典》中记载，银杏叶性味甘、
苦、涩，平。活血化瘀，通络止痛，敛肺平
喘，化浊降脂。”药品生产技术专业带头人
汪熙博士介绍，在我国民间，银杏叶是一
种养生良药，而银杏果也成为老百姓餐桌
上美味且营养价值高的经典菜肴。

课堂上，同学们穿梭银杏林间，采摘
深秋尚绿的银杏叶，拾捡掉落在落叶层中
的银杏果。同学们踮起脚尖，小心翼翼地

采摘和分拣树枝上符合药用规格的银杏
叶片，在层层落叶中仔细翻拣、筛选成熟
饱满的银杏果带回实验室，运用专业所学
的中药生产技术，进一步提取、分离，对里
面的有效药用成分进行鉴定研究。

“校园深秋的银杏林是一道独特的
风景线，更是身边最好的教材。”材料工
程学院院长滕业方表示，此次专业认知
教育实践活动，将思政教育、劳动教育
和专业认知教育融合在一起，让学生在
沉浸式课堂中，了解中药材的采集、加
工、药用成分提取、分离和鉴别等工作
流程，“在这其中，学生更能体会到中药
文化博大精深，激发了他们对专业的热
爱，坚定大家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信
心和决心。”

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银杏林化身大课堂
就地取材学中药

本报讯（尤佳 季舒婷） 记者
11月 14 日从常州市北环中学获
悉，该校《学习者为中心课程基地建
设》项目成功申报为江苏省课程与
校园文化建设项目。

两年来，学校依托项目建设，实
施一系列教育教学改革，再识课程
目标、突破教学方式、变革综合评价
等，努力形成有影响、可辐射、能共
享的教育教学成果，引领学校向更
高品质发展。

学校依据项目核心概念“学习
者为中心”“课程育人”，着力培养
学生核心素养，“坚毅”品格班级创

建围绕不同年级设计不同培养目
标——七年级厚德明志；八年级
达观自信；九年级抗挫克难，立足
班级共育中心，学校、家庭、社会，
全员联动，建构文化场域、开发活
动课程、研制评价激励机制等，让
学生在多样化的体验活动中，践
行坚毅品格。

两年来，学校围绕项目研究
内容进行各级各类研讨共计 52
次，其中对外开放研讨 10 余次，
面向上海、青岛、四川、云南等地
区的辐射引领，赋能教师和学生
的生命成长。

常州市北环中学

成功申报江苏省
课程与校园文化建设项目

本报讯（尤佳 庄洁） 近日，
常州市怀德苑小学三（6）班的师
生收到了远在千里之外的陕西镇
坪县小曙河小学送来的爱心大礼
包——该县的名优土特产高山富
硒土豆。

“去年收到你们亲手制作的
月饼甚是美味，至今还回味无
穷。今年三（6）班荷田田中队捐
赠的学习用品，让我们感受到了
来自千里之外的情谊，这份情谊
值得一辈子珍存。”小曙河小学六
年级学生代表在视频互动中满怀
感激地说。

据了解，去年起，怀小与小曙河
小学结对，通过互赠书信、捐赠文具
等方式，开展援陕帮扶工作。

10月底，一封饱含深情的信
件，由怀小寄往了镇坪县。信里有
三（6）班所有人画的自画像，信上
的字虽然还显稚嫩，但字里行间却
透露着真挚的情谊。随着信件抵达
的，还有该班精心准备的122份文
具用品和100本图书。11月初，学
校举行“橙黄橘绿大市集”进行爱心
义卖。最终，5000元爱心善款将购
买保暖物资，于元旦前再次送达小
曙河小学。

在学习中明德，在行动中修
德，一系列的爱心活动让奉献精神
在怀小学子中传承。“希望能与陕
西的小伙伴们共勉，在学习中拼搏
进取，做新时代好少年。”学生吴赵
一然说。

常州市怀德苑小学

苏陕协作伴成长
爱心帮扶传鸿志

本报讯（王晓跃 尤佳） 11月
19日上午，常州市公园管理中心
联合江苏理工学院文化与旅游学
院、常州市芦墅小学、常州市谭市
小学等，在青枫公园共同举办“公
园里的思政课”第五讲《体育强国·
健康中国》。

常州市公园管理中心城西服务
中心副主任胡悦讲述了青枫公园的
体育元素；钟楼区北港街道宣传委
员、人武部部长席苏星阐述了“八礼
四仪”与体育精神，及街道“港好来健
身”文旅品牌；江苏理工学院文化与
旅游学院党委书记张羽程副教授以

“体育强国·健康中国——一起向未

来”为题，借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
开幕，与青少年畅谈世界杯，认知足
球源自蹴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伟
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有着天然的联系，
勉励新时代的青少年必须铭记体育
文化、体育精神、爱国主义。

据了解，“公园里的思政课”从
今年6月开始第一讲，先后走进东
坡公园、人民公园、圩墩遗址公园和
荆川公园，每一讲都给予青少年五
育融合的精神指引，学会永不言弃、
坚持不懈的精神，树立文化自信自
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青少
年树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
神支柱。

世界杯开幕话体育

“公园内的思政课”
第六讲火热开讲

□尤佳 王晴薇

古运 河畔，凤凰新城“ 十年成
城”。新城中心，优质教育触手可及。
2015年，局前街小学优质资源辐射至
凤凰新城，常州市凤凰新城实验小学
应时而生。

在局小教育集团“教育是一种生命
关怀”理念的浸润下，凤凰实小的课程教
学、学生活动等在传承中创新，办学质量
受到了社会的高度认可，规模逐年扩
大。2020年12月，学校高质量通过常
州市优质学校评估验收，实现了跨越式
发展。

梧桐花开，凤凰自来。校长王晴薇
表示，以培养自由完整的人为价值追求，
建立一所有未来梦想的幸福学校，已成
为凤凰实小师生的新追求。

梧桐课程，丰富学习体验

优美的环境，丰富的设施，本学期，
凤凰新城实验小学整体规划设计了校园
环境文化，新建了体适能游戏区、长征体
育游戏区、红领巾生态种植廊、书画展览
馆、少先队队室、“五自”情景体验馆、人
工智能实验室、留青竹刻劳技教室等场
馆，为学生课内外自主学习实践创设了
安全、有益的环境。

紧扣“双减”目标要求，构建了与新
课标相契合、指向核心素养发展、富有凤
凰实小特色的“梧桐课程”，为学生未来
奠基的同时彰显学校文化和品牌影响
力。”梧桐课程“中的根系课程即国家课
程，为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奠定坚实的
基础；枝干课程即学科拓展课程，开拓学
生学科视野；梧桐叶课程即为特色课程
和个性课程，帮助学生发展特长，彰显个
性。常规三有、过程三有、成效三有的

“三有课堂”，以活动为主要载体，通过一
个个学习情境的设计，为学生带来更为
丰富独特的学习体验。

值得一提的是，“双减”后，课后服务

也被纳入了学校的课程体系。为让学生
在学习中发展多元智能，学校以教体结
合、校企合作等方式，引进了常州市妇儿
活动中心、常州体育运动学校、常州市青
少年业余体校等的优质课程和师资，开
设了“梧桐星苑”艺术、运动、科创、劳动
类社团57个，包括羽毛球、柔道、机器
人、无人机、3D打印笔、泥塑、留青竹刻
等，还分年段开设每周一节足球或篮球
校本课，组建了校田径运动队、啦啦操
队、合唱队、舞蹈队等，为学生成长提供
全方位滋养。

家校社合作，探索育人广度

新型的教育理念强调家校社协同才
是有效而完整的教育。建立“家校社”联
建共育的生态，实施全方位、全过程、全
人员的“三全”育人，是学校为培养学生

“人格自尊、心理自信、行为自律、学习自
觉、生活自立”品质的有效载体。

近年来，凤凰实小与菱溪社区、红
馆、清园、天宁区图书馆等校外德育基

地、合作单位定期联合开展科普、环保、
文艺类活动，引导学生在活动中认识自
我、认识社会、认识世界。同时与社会各
界专业人士共同研发社会实践、科普创
新、生态保护、公民教育、心理健康等实
践课程，为学生的课内外自主学习提供
优裕的环境、多元的平台、稳定的机制，
促进学生健全人格、健康心理和发展素
养，激发参与社会生活的热情，提升社会
适应的能力。

每周三是凤凰实小的”家长进课
堂“时间，家长们精心准备，带领班
级、年级的孩子们读绘本、学手工、做
实验、搞发明……享受亲子陪伴带来
的乐趣。

学校的发展、师生的成长离不开社
会的关心，怀着感恩之心，凤凰实小的师
生们也积极参与志愿服务，反哺社会。
党员教师到常州图书馆、菱溪书房开设

“快乐星课堂”，指导绘本阅读、创作成长
故事；学生到常州红馆为参观者讲解革
命历史、英雄故事，由师生和家长组成的
红领巾暖心联盟，到社区、敬老院等地开

展各项志愿服务活动。
“新时代少年应该具有强烈的社会

担当意识。学校营造的家校社良好合作
氛围，不仅仅是为了发挥教育合力，更重
要的是厚植家国情怀，让学生从小学会
关心他人、关爱集体、关注社会。”党支部
书记谢春华说。

优质平台，助力教师成长

教师是拉动学校发展内生力最有力
的引擎。在凤凰实小这所年轻的学校
中，一群青年教师正奋力走在建设高品
质教育的新征程上。

包梦南是与凤凰实小共成长的一
名青年教师。2015年大学毕业，包老
师就进入该校担任数学老师。“助力青
年教师的成长，学校提供了很多平台。”
她表示，作为局小教育集团的一员，日
常的教研、磨课、比赛，她都与本部的教
师们共同参与。“与众多的优秀教师在
一起学习交流，我的收获很大。”如今，
她不仅能在教学中独当一面，在区基本
功大赛中获得一等奖，还成为了学校数
学组的负责人，并在今年教师节被评为
市优秀教育工作者。

这样成长迅速的青年教师，在凤凰
实小还有很多。近年来，学校致力打造

“能教研、能育人、能抗压”的“三能教
师”团队，努力为教师的专业化发展营
造氛围、创新机制、搭建平台、丰富实
践。建立成长团和导师团，邀请专家、
优秀教师指导，引领职初教师入门入
格；助力新锐教师参加各级各类教学评
优比赛、加入名师工作室学习、开展课
题和项目研究。一年间，在市区评优
课、基本功比赛中获一、二等奖的教师
就有23人次，一大批青年教师拔节生
长，逐渐成为学科骨干。

种好梧桐树，助力凤凰飞，在家校社
协同的生态下，着力课程建设和师资培
养，凤凰实小必将在特色发展的道路上
走得更加坚实！

梧桐花开，凤凰自来

凤凰实小打造未来幸福学校的生动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