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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连权 张理 尤佳

日前，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点
亮未来”2022 年迎新生文艺晚会举
行。本次迎新晚会是该校在党的二十
大胜利召开后的首次大型活动，学校
紧紧围绕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主
题，利用绚丽舞台演绎中国故事，传递
红色精神。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以来，常州
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党委把学习好、宣
传好、贯彻好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当
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
精心策划多形式、分层次、重实效的学
习宣传贯彻活动，从学习党的二十大
精神中汲取奋进动力，推动学校实现
高质量发展。

党委班子带头学
10月22日，学校召开党委理论学

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结合学校工作，立
足未来发展蓝图，交流党的二十大报告
学习体会。大家一致认为，党的二十大是
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
分重要的大会。习近平同志作的报告举
旗定向、高瞻远瞩、气势恢宏、引领时代，
令人倍感振奋、倍增干劲。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该校校
领导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当好表率，先学
一步、深学一层，深刻领悟党的二十大精
神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现实意义。党
委书记王光文表示，全校广大师生要以
习近平总书记的报告为今后工作的根本
指针，把握党的二十大精神实质内涵，要
围绕建设教育强国的目标，沉下身子，苦
练内功，把党的二十大提出的新理念、新

提法、新论断、新要求、新部署学深悟透、
融会贯通、落到实处。

在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宣
讲团集体备课会上，党委副书记、校长李
雄威指出，全校上下要从党的二十大精
神中汲取智慧和力量，鼓足干劲，团结奋
进，聚力双高建设，聚焦“十四五”发展，
全面深化质量革命、课堂革命、治理革
命，努力把学校建成绿色化工、高端装备
制造、检验检测认证、现代建筑服务等领
域卓越工匠培养高地、技术技能创新高
地、优质服务供给高地。

全校上下一起学
党的二十大召开当天，学校党委

高度重视，周密部署，精心组织，确保
全校党员干部和广大师生有序收看学
习。全校13000余名师生在各会议室、
教室内、宿舍里，通过电视、广播、网
络、手机客户端等多种形式，怀着无比

激动的心情收看大会实况直播，共迎
盛会胜利召开。

会后，全校上下围绕党的二十大报
告中关于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坚
持教育优先发展、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办
好人民满意教育等重要论述的要求，结
合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职业教育作
出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开展各类学习
研讨活动，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
的二十大精神上来。

学校坚持学思用贯通，把宣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与全面落实学校“十四
五”规划结合起来，与推动学校高质量
发展紧密结合，使党的二十大精神在学
校落地生根。全体师生将始终保持“越
是艰险越向前”的奋斗精神，奋力走好
学校新时代的“赶考”路，以争先进位的
实际行动推动学校事业发展行稳致远，
奋力谱写建设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强
校、支撑地方发展、服务国家战略的崭
新篇章。

师生员工深入学
连日来，各二级学院掀起学习宣传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热潮，引导师生以
学促思、以思促行、以行促效，切实把学
习贯彻的成效转化为推动学校高质量发
展的强大动力。

化工学院举行“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
砥砺奋进新征程”主题升旗仪式，引领广大
青年学生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智造学
院举办“行走的思政课，打卡红色地标，传
承红色基因”红色学习打卡之旅，带领学生
重温入团誓词等，鼓励学生从百年党史和
党的二十大精神中汲取思想的力量、创新
的力量、奋进的力量，争做有为的新时代中
国青年。建工学院开展以“党的二十大报告
重大理论创新”为主题的教职工理论学习，
引领师生奋力践行科教兴国的使命担当。
设计学院举办“文化润校园·经典促传
承”——中国剪纸非遗作品展、“学习二十
大 逐梦新征程”主题教育活动等，进一步
推进爱党爱国教育，持续加强师生的理想
信念，引导师生知使命、明责任、有担当。

探索具有专业特色浸润式思政教育
新模式，智造学院焊接教研室吴叶军老
师将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有机融入到专
业理论与实践教学中，带领学生设计制
造天安门模型。“这样的教学项目不仅锻
炼了图纸设计、切割和焊接的能力，更通
过‘热词’进行立体呈现，让我们对党的
二十大报告有了深入的了解。”参与设计
并画图的王路康同学说。“焊接不仅是一
门技术，同样也是一门科学，不光有弧光
和汗水，也有青春和未来。”吴老师希望
同学们能够用双手点亮生活，用创意照
亮未来，通过自己的专业技能为实现第
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多形式、多载体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

本报讯（尤佳 浦亚方） 11月
11日，潘家初级中学八年级学生
走进“常州市太湖湾劳动教育基
地”，开展了为期两天的劳动教育
实践活动。

活动中，同学们通过自主选择
的方式，参加了烘焙饭香、鲁班工
坊、堆花糕团、城市造型和老舍茶
馆五大热门课程。第一次亲自制
作中西糕点；在“鲁班工坊”践行工
匠精神；在堆花糕团制作中感受常

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美；用简易的
工具和灵巧的双手打造自己的
DIY小建筑；跟着茶艺老师寻茶问
道……沉浸式的劳动实践体验，拓
展了同学们的视野，锤炼了坚毅的
品质。

以劳启智，以劳创新，点亮成
长。下阶段，潘家初中将积极探
索劳动教育的模式，不断优化劳
动教育课程，为学生提供更广阔
的舞台。

武进区潘家初级中学

以劳启智 点亮成长

本报讯（尤佳 钱心毓）地铁驾驶室
是什么样子的？为什么它跑得那么快？近
日，青龙中心幼儿园紫云分园和紫云小学
的学生们来到地铁站，趣味体验地铁，了解
地铁消防安全。

在地铁遇到火灾怎么办？小朋友
们通过“寻宝”游戏，找到地铁站的消
防工具，并认真聆听消防员叔叔讲解
消火栓的用法。“遇到火灾不能慌，捂
住口鼻，弯腰从楼梯逃生，不能乘坐
电梯。”小朋友们在学习后认真重复
逃生要点。

如何乘坐地铁？地铁工作人员细心
地为小朋友们进行了讲解。从安检、进
站、候车到乘坐，一步步指引。地铁站台
上的黄色警示线，划分了站位的安全地
带，孩子们根据地面上的箭头有序排队，
在地铁车门完全打开后有条不紊地进入
车厢安全就座。

本次活动，老师们从学生出行的生
活经验出发，以游戏体验、出行实践为手
段，编织了一道交通安全教育网，培养幼
儿安全、文明乘车的意识，同时激发学生
对现代交通工具的认知兴趣。

地铁“趣”体验

我们来到报告厅，学习“防校园欺
凌”小知识。

老师以“校园欺凌动画短片”开
启了这堂生动的教育课，短片讲述
的是小刚同学遭受校园欺凌，我们
都为他捏了一把汗。就校园欺凌带
来的人身伤害以及如何进行自我保
护 ，队 员 们 纷 纷 发 表 了 自 己 的 观
点。校园欺凌没有一次，只有无数

次，我们不能默默忍受，应该奋起反
击。“息事宁人”只会助长施暴者的
威风，而“以暴制暴”只会让事情更
加复杂。我们少先队员应该冷静、
理性，及时向老师和家长反映，还可
以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

龙虎塘第二实验小学三（4）班
夏楚童

指导老师 房丽丽

生动一课

近期，龙虎塘第二实验小学开展了

校园安全教育活动，现场的少先队员们

认真聆听，积极参加互动，学到了巧妙

化解校园欺凌的方法。最后，队员们庄

严宣誓：“不施暴，不忍暴，文明校园，从

我做起！”

龙虎塘第二实验小学校园安全教育活动龙虎塘第二实验小学校园安全教育活动

文明校园文明校园 你我共创你我共创

课堂上老师通过一个个生动形象
的视频案例，向我们少先队员介绍着
什么是校园欺凌、怎样预防校园欺凌
以及遇到校园欺凌应该怎么处理等
等，其间还邀请了队员们上台互动表
演。老师和队员们共同演绎了在自己
的物品被人抢夺损坏并遭受语言攻击

时，在保护自己人身安全的情况下，巧妙
地回击对方，并勇敢地向老师揭发了这
种欺凌行为的案例，欺凌者最后得到了
应有的惩罚，真是大快人心。

龙虎塘第二实验小学四（8）班
付莹楠

指导老师 章宏恒

守护美好青春

活动刚开始，老师就给我们队员播
放了视频，视频里面讲的是强强同学被
索要钱财，而他不敢告诉老师家长，通
过暴饮暴食减轻心理压力。当我看到
这段视频的时候，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当时的他是多么的无助啊！如果当时
他能够勇敢一点，是不是结局又不一样
了？尽管校园内对施暴者都有严重的
惩罚，可是类似这样的事件还是会发

生，这就要求我们每一个少先队员都要
保护好自己。当遇到勒索、敲诈时，我
们不要因害怕而忍气吞声，这样只会让
施暴者觉得你很好欺负，并且导致新的
欺凌事件发生。我们如果遇到欺凌事
件一定要第一时间向家长、老师求救。

龙虎塘第二实验小学三（6）班
黎子莹

指导老师 许逸超

拒绝欺凌

遭到校园欺凌，少先队员应该怎
么办呢？在威胁与暴力来临时，首先
告诉自己不要害怕，不要惊慌，要尽量
保持镇静，然后大声地提醒对方，他们
的所作所为是违法违纪的，是会受到
法律严厉制裁的，在能确保自身安全

的前提下大声呼喊求救。最后一定要
记住施暴者的人数和体貌特征，以便
事后及时报警或报告老师。

龙虎塘第二实验小学三（5）班
杨诗涵

指导老师 曹晓曙

学会保护自己

这次讲座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就
是老师和队员联合演绎的校园欺凌
情景剧，通过情景剧，我知道了欺凌
大致分为两种：心理方面与肢体方
面。心理方面指的是恶意辱骂他人，
给他人取伤人的外号，而这种欺凌其
实经常在我们身边出现，只是我们并

没有重视它。肢体方面就是指殴打同
学。无论遇到哪种欺凌，队员们都应该
第一时间告诉老师和家长，不要自己承
受伤害。

龙虎塘第二实验小学三（6）班
何安妮

指导老师 许逸超

预防欺凌，从我做起
你觉得校园暴力离我们很远吗？

也许它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如果受害
者是我们自己，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校园
暴力呢？首先要立刻大声呼救，如果那
里不方便大声呼救，要尽快离开。当自
己受到了校园暴力，千万不能听信施暴

者的话，要把事情及时告诉老师和家
长。让我们少先队员一起远离校园暴
力，努力创造文明的校园学习环境吧！

龙虎塘第二实验小学三（6）班
李可佳

指导老师 许逸超

创造文明的学习环境

校园欺凌会造成什么后果呢？
对于受害者来说不仅在身体上受到
了伤害，而且心理上也会受到损伤，
甚至他们一生都会带着阴影生活。
而对于始作俑者来说，在校园里欺凌
他人也会让他受到惩罚。此外，千万
不要以为只有伤害到身体才算欺凌，

语言暴力也是欺凌。通过老师细心地
讲解，我们少先队员懂得了如何自我保
护，当遭遇校园欺凌一定要第一时间告
诉老师。

龙虎塘第二实验小学三（3）班
仲宸熙

指导教师 吴艳

对欺凌说“不”

防校园欺凌安全教育课上，播放
了两个视频。

第一个视频里讲了大壮和其他三
人组成团队，专门欺负别的小朋友，为
了达到目的，吓唬别人，对别人骂脏
话，甚至还动手打人。第二个视频是
说一个大同学抢强强的钱财，还动手
威胁强强！最后强强心理上受到了伤
害，整天暴饮暴食，生病住院了。

看了这两个短片后，我心里久久

不能平静，我一定要做一个懂文明、讲
礼貌、爱护弱小的好学生！假如遇到
校园欺凌，大家要勇敢地面对，要沉着
冷静，不要激怒对方，可以把事情告诉
爸爸妈妈，也可以告诉老师，不要隐瞒
事情，不然就会像视频里的强强一样，
自己身心都会受到伤害。

龙虎塘第二实验小学三（3）班
吴秋泽

指导老师 吴艳

两个短片的启示

遇到校园暴力怎么办？少先队员
们不要慌张，要保持冷静，要大声呼
救。在受到身体伤害的时候，我们一
定要保护好自己身体上的重要部位，
例如头部。如果对方向你索要财物，
务必要给他，避免造成身体伤害，事后

一定要及时告诉老师或者家长。遇到网
络暴力时，我们不要理会，立刻关闭手机
或者电脑，以防受到心灵伤害。

龙虎塘第二实验小学三（4）班
吴懿珂

指导老师 房丽丽

理性应对校园暴力理性应对校园暴力

了解了校园欺凌的知识后，老师
还放了几个校园欺凌的案例视频，有
一个故事就是一个学生想要他同学试
卷上的答案，他同学不给他抄，他就在
放学的时候把他的同学拦住，打了一
顿，并威胁他不准告诉家长和老师。

我想：如果是我，我会第一时间把欺凌
的事情告诉老师。创建和谐校园，反
对校园欺凌，要从你我做起。

龙虎塘第二实验小学四（8）班
徐兆阳

指导老师 章宏恒

共创和谐校园

为预防校园暴力，我们参加了校园
安全讲座——防欺凌安全教育。听后，
我受益匪浅，知道了校园欺凌的危害。
校园是一方净土，是少先队员们学习生
活的地方，不应该让欺凌的现象发生。
同学们生活在一起，产生一点摩擦是正

常的。矛盾发生后，队员们应该学会包
容、体谅他人，不能斤斤计较，应该让矛
盾迅速化解，“退一步海阔天空”。

龙虎塘第二实验小学三（3）班
黄漫妮

指导教师 吴艳

学会包容

本报讯（尤佳 吴吉 刘文明）
11月18日，常州市实验初级中学文
化艺术节开幕。本次艺术节以印记
时光为主题，通过跨学科的美术创
作，延续文化血脉，坚定文化自信。

该活动主要为历史、美术、语文
的融合，这些学科围绕文化自信主
题，以“文物”为创作对象——历史
活动主要开展我在实验“做”文物、
我当文物宣讲员等活动；美术活动
主要围绕不同时代物品以吹塑纸版
画的美术形式刻印、并以中国画折
页的形式展示画卷；语文活动主要
是为不同的美术吹塑纸版画作品创

作三行诗，品诗抒情。三门学科所有
活动创作的优秀作品计划于明年3
月在常州文化馆进行专场展览。

本次跨学科创美活动将以中国
美术史、历史文化史润泽学生心灵，
启发深度文化理解，延续文化血脉，
坚定文化自信。

“不同时代的文物，蕴含着灿烂
的文化。这次有趣的活动让课本上
的历史鲜活了起来，锻炼了我的动
手能力，拉近了我们与历史的距离，
也增强了历史使命感。”七（5）班黄
安琪表示，她将继续做好中国历史
的守护者，做新时代的合格接班人。

常州市实验初级中学

跨学科美术创作
坚定文化自信

11月20日，常州市刘海粟幼儿园和怀德苑小学的学生们来到上书房社
区，参加“益·暖”童书馆营造计划结项仪式。以勤俭节约为主题的绘本故事
和融入廉洁元素的非遗糖画创作活动继承和发扬了传统民俗文化，让清正
廉洁之风浸润童心。 尤佳图文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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