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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孙丹 尤佳）为了推进
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建设，营造清朗网
络空间，日前，钟楼区委宣传部、网信
办携手常州市新闸中学、常州市五星
实验小学等学校，组织开展“携手护
网行，共治E空间”的活动。

通过老师讲解、同学自主阅读，
大家了解了网络有害信息的网络举

报方式和造谣传谣后果，以及如何
依法维护自身的网络合法权益。同
学们纷纷表示，要行动起来，参与网
络生态治理。放学后，同学们自发
地担任起了小小宣传员，积极地向
家人宣传网络举报知识，号召家人
们一起关注和了解合法合规的网络
举报，共同维护清朗的网络生态。

携手护网行，共治E空间

本报讯（尤佳 蒋珂佳） 12月
10日，由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
院主办，创意学院、全国职业院校美
育联盟承办的“江苏职业教育地方
传统美术非遗技艺（常州）传承与创
新平台”揭牌仪式暨高峰论坛举行。

依托该平台，各方将充分发挥
政、校、行、企各自资源优势，融合创
新，开展各类技艺传习和研讨，为地
方美术类非遗技艺的传承与创新做
出更多有益的探索。

高峰论坛中，中国艺术研究院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苑利从非遗的
文化语境，上海博物馆工艺研究部
主任、研究馆员施远从非物质文化

传统技艺的传承路径，西安美术学
院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带头人、硕
士生导师张西昌从非遗资源的再生
性承传，郑州轻工业大学艺术设计
学院副院长、硕士生导师薛峰从非
遗技艺的研培创新实践四个角度作
了精彩分享，为平台建设的后续工
作提供了宏观的发展参考。

常州纺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将
利用全国职业院校美育联盟做大做
强平台，产生更大影响，形成更大成
果，为学校高质量发展、专业建设和
美育工作的创新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与建设路径，打造特色鲜明的高水
平职业院校。

江苏职业教育地方传统美术非遗技艺（常州）
传承与创新平台揭牌

本报讯（潘星 张理 尤佳）近
日，国际绿色建筑联盟联合江苏省
绿色建筑协会组织2022年度江苏
绿色建筑创新示范工程评选，常州
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申报的现代建筑
技术馆项目获奖。

现代建筑技术馆项目按绿色建
筑三星级要求设计建设，采用全预
制装配式框架结构体系，预制装配
率达到63.2%，是常州地区首个以
全预制混凝土框架结构绿色三星建

筑示范工程。
近年来，常州工程学院以现

代建筑技术馆项目为代表的基建
工作取得丰硕成果，先后获得住
建部科技示范工程项目、江苏省
建筑产业现代化示范工程、江苏
省优质工程“扬子杯”、常州市优
质工程“金龙杯”，相关建设经验
入选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
心案例，已成为该校乃至常州科
教城的地标建筑。

常州工程学院现代建筑技术馆项目

获评江苏绿色建筑创新示范工程

奶奶的爱心包裹又一次如期而至。
我打开包裹，熟悉的咸肉味扑鼻

而来，独属我记忆的那份味道，再次把
我拉回儿时的时光隧道。

每逢寒假，奶奶家便是童年的世外
桃源，不必说那过年的红包、村内的玩
伴，也不必说那乡村的初雪和银装素裹
的菜园，单是年夜饭桌上的咸肉炒大
蒜，就已满足了那天真孩童对幸福快乐

的所有幻想。寒假来奶奶家的第一日，
便是腌制咸肉的绝佳时机。在猪肉上
抹上一层层厚厚的粗盐，奶奶的双手粘
满盐粒，在表皮上来回摩擦，使其更加
入味。而在一旁馋嘴的我，又是一味地
催促，望着那一块块的咸肉，仿佛身处

年味除夕，家人团聚年夜饭时的意境。
奶奶家门前比我都高的陶缸，便

是咸肉接下来二十多天的归处，它们
将在这缸内不断腌制，直至完成质的
蜕变。如今，寒假我已很少回乡过年，
奶奶寄来的包裹是不变的温暖，延续
着一季又一季的冬天。

中天实验学校七（2）班 赵晨妍
指导老师 纪兰

奶奶家的咸肉中天实验学校常报小记者征文

正 在 上 课 的 我 被 一 阵
突 如 其 来 的 噩 耗 扰 乱 了 思
绪——曾祖母去世了。

我们一家急忙赶回老家，临近村
口，我看到大黄在跟一只黑狗打架，不
知道在抢什么东西。我大喝一声，那
只黑狗就松开口跑掉了。大黄看到
我，摇了摇尾巴，叼着那块白色的东西
走掉了，没有了往日的热情。

走进家门，却看到大黄从后屋出

来，脚边有一块白色的布，有点眼熟，
我走过去，捡起来仔细一看，原来是曾
祖母平时最喜欢的手帕。原来大黄跟
黑狗打架是为了抢回曾祖母的遗物。
接下来，我总是有意无意地关注着大
黄。那几天，我惊奇地发现，它都没有
再离开过这个家。

回到常州后，在和爷爷的电
话交流中，我得知从曾祖母走
后，大黄静静地趴着不吃不喝，

就连平时喜欢的肉骨头闻都不闻一下。
直到有一天大黄忽然不见了，爷爷找遍
村里都没发现它的踪影。最后在曾祖母
的坟墓前见到了它，蜷在坟墓旁，已没了
动静。

中天实验学校七（9）班 荆梓然
指导老师 李建新

来自忠犬“大黄”的守望

小区的角落，树木沿墙生长，银杏
的叶片似乎片片小扇，扇来一阵秋意。
湛蓝高远的天空中薄云缭绕，或阴或晴
都宛若一块水晶，折射出人间的万千色
彩。那个树木成荫的角落，越发显得秋
意浓了。枫树的枝丫苍老灰白，叶子也
染上了如霞的鲜红，微风轻拂，沙沙有
声，缓缓而婉转地奏响属于这个角落的
秋之歌。桃树、梨树的叶片开始泛着鹅
黄，摸着脆如蝉翼，鸟儿的窠臼精巧地

坐落于树上，恰如一个温馨的小屋。树
下百日菊开得正盛，全没有麦冬草的清
爽容颜，一朵朵、一团团、一簇簇，像那
绚丽的烟火，像那灿烂的笑颜，像那从
暮夏走来的清纯少女，在清凉的晚风中
蹁跹摇曳。花色之多彩，如朱颜醉酡，
如黄金散落似白绸飘拂，似暖阳如诗。

白猫和橘猫也比先前更慵懒了几分，窝在
那个繁花似锦的花丛角落，不时地舔舔爪
子玩玩尾巴，抑或是眯上眼，在暖暖的午
后打个盹，肥硕的身子像极了大毛球，舒
适惬意。

空气中略微有些湿寒，轻轻嗅着若
有若无的泥土芬芳，似乎是一缕云烟，慢
慢淌入鼻腔和心间。

中天实验学校七（2）班 黄诗媛
指导老师 纪兰

角 落

李白，唐朝著名诗人，一袭白衣，
有时候头扎束带，腰缠玉巾,一副飘然
傲骨、倜傥模样。双目炯炯有神、清澈
动人、眼神明亮，他爱好酒后吟诗，文
采超群，被人们称为“诗仙”。

“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
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军直到夜
郎西。”杨花落尽，杜鹃声声哀啼，王
昌龄的行踪不定，我把那为你而忧愁
的心寄托给天上的明月。李白仰望

着天上那皎洁的月亮，银白色的月光
洒在他满是愁容的脸上，微风轻轻拂
动他那长长的胡须。李白对于王昌
龄的处境感到悲愤，只因两人相隔如
此甚远，他只好以诗词来抒发自己的
情思，正如我这个人虽然无法陪伴你
去夜郎西边，但我的心永远为你担

忧。王昌龄远在他乡，但似乎也能感
受到李白对他的思念。李白送别友
人的诗还有很多，但唯有这首，我感
触最深。

灵动的语句绘不尽大唐的风光
年华，而你那优美的语句，却深深铭
刻我心，使我怀念、留恋。你，就是我
的偶像。

中天实验学校七（1）班 吴可涵
指导老师 纪兰

我的偶像

这天，餐桌上摆了一盘咸鱼。我
跟奶奶说：“我真的不喜欢咸鱼，下次
不要再做咸鱼了。”爸妈听到吃了一
惊，奶奶也同样愣了一下。于是，有了
这次餐桌上的谈话。

奶奶说道：“奶奶以后再也不做咸鱼
了……”她声音略有哽咽，眼角微微闪着
光。待奶奶走后，爸爸开口说道：“儿子，
你知道奶奶为什么那么爱吃咸鱼吗？”我
摇摇头，爸爸接着说：“我给你讲个故事

吧。你奶奶小时候家里很穷，没什么好
吃的，咸鱼在那时候是很宝贵的东西。
而且啊，奶奶从山东千里迢迢地跑过来
照顾你，背井离乡的，她是很孤单的。这
是奶奶儿时的记忆，是她唯一的慰藉，她
喜欢的不只是咸鱼的味道啊……”

听到这儿，我想起摩诘居士的一

首诗：“温一壶乡愁，将往事喝个够。
鱼也悠悠，虾也悠悠，湖底伴沙游，留
一荷，蜻蜓立上头。断肠人忆断肠人，
一个愁字怎么够？”才恍然大悟，奶奶
爱吃咸鱼就是因为这乡愁啊！

奶奶回来了，我向奶奶道歉，“没
关系，我的宝贝孙子……”奶奶的声音
略有哽咽，眼角微微闪着光。

中天实验学校七（9）班 吕凯瑞
指导老师 李建新

餐桌前的谈话

窗外，树叶婆娑，阳光透过玻璃窗
洒在地毯上，看着吾家小宠，蜷成一
团，柔软的毛舒展着，俨然一幅岁月静
好的画面。

清楚地记得那个秋天，那是我们
第一次相见。当时你那么小，蓬松的
毛发，还有蓝色的眼睛，嫩生生地“喵
喵”叫着，只敢躲在包里。我早已替你
想好新名字——柠檬。你让我多了几
分温情，少了几分淡漠。

接下来的日子，生活里皆是因你
而来的不同。你总喜欢伸着爪子去
扒窗帘，探着脑袋看我刷牙，不厌其
烦地用舌头梳理着自己的毛发……
而你似乎也懂得青春期少女的心
事，在我身边默默陪伴，将小脑袋伏
在爪子上，尾巴来来回回摆动着。

我知道，是撵不走你的，也罢，继续
埋头奋笔疾书。你像一团毛线，一
动不动，只是那双眼睛越来越小，尾
巴仍在轻轻地摆动，粉嫩的嘴角勾
勒出幸福该有的弧度，似乎这样的
两情相悦，才是心安理得，我笑了，
内心涌上一阵甜蜜。

谢谢你，吾家小宠！
中天实验学校七（9）班 李梓菡
指导老师 李建新

吾家有小宠

一个下午，我和同学约好去
逛街。家里没人，我写了张便贴
放在桌上，就出门了。逛完街同
学又热情邀我去她家吃晚饭，我答应
了，却不知“狂风暴雨”即将来临……
晚饭后，从同学家楼下出来，已是漆黑
一片，地面湿漉漉的，一阵风吹过，我

不禁打了个寒颤。
这时，一个声音叫住了我，“汐汐，

你怎么跑这来了！”是父亲！他语气透
露出生气、焦急。这时，我才注意到父

亲的身上全湿了，头发也乱
了。要知道，父亲平时是个
极爱干净的人，怎么回事？
父亲急急地掏出手机打电话
给母亲，说：“找到了，找到
了，在她同学这呢！”然后，拉
起我的手就朝着家的方向

走，生怕把我弄丢似的。
回到家，我才知道：一家人

整个下午在找我，爷爷奶奶和妈
妈，邻里间问了个遍，都说没看见我，爷
爷跌伤了腿，奶奶急哭了！父亲知道后，
也立马从公司回到家。桌上的便贴不知
何时飘到了角落，难怪他们那么焦急。
我很后悔，为什么不打个电话告知一声
再出去呢？“人没事就行。”父亲安慰我，
妈妈也连连说是，一点没有责骂我的意
思，我惭愧极了，随之而来的是万千感动
与幸福。我轻轻地说了句“对不起”。

中天实验学校七（1）班 吴可馨
指导老师 纪兰

这天，我回家晚了

□毛翠娥 朱庭欣图文报道

新北区艺术教育连续传出好消息：
在刚刚结束的常州市中小学生器乐比赛
中，该区获得1个特等奖、9个一等奖、5
个二等奖，此前，市级舞蹈比赛也捧回6
个特等奖、23个一等奖、4个二等奖。奔
牛实验小学的朗诵节目《你笑起来真好
看》在全国第七届校园艺术节比赛中斩
获二等奖。

近年来，新北区教育局以“立德树
人”为指导思想，以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
为基本导向，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以体
育、美育改革为抓手，打造全方位育人平
台。丰富多彩的体育、艺术活动也强健
了学生的体魄、陶冶了学生的情操，促进
学生全面而有个性地成长。

深化课改，让每个孩
子健康成长

据介绍，新北区各校全面实施《国家
学生体质健康标准》，重视大课间活动开
展，创新推进课程深化改革，提高文体活
动的丰富性和趣味性，增强学生艺术素
养和身体素质，引导孩子走向大自然、走
进运动场，培养身心健康的时代新人。

上周三，河海实验小学下午第二节
课，校园内一片欢腾。这边厢，轮滑小子
们双手别在背后不断凹造型；那边厢，练
跆拳道的同学在老师的指导下虎虎生
风；绿茵场上，孩子们进行带球、过人、射

门等足球能力训练……这是五年级的体
育选修课时段，70分钟的长课，近20个
运动项目，每个孩子都有一个“心头好”。

河海实验小学是常州市首批深化学
校体育课程改革实验校。2017年开始，
学校实行体育课走班选修，不仅两节课
连上，走班也是“与众不同”。副校长徐
叶介绍，低年级老师走班，学生两年内体
验12个运动项目；中高年级学生走班，
在前两年选课的基础上每学期挑一个项
目“进修”。

目前，3—6年级，每个年级开出轮
滑、跆拳道、柔道、武术、网球等近20个
选修项目，除了本校体育老师教，还外聘
了9位“持证”老师。“羽毛球选修课分基
础班和提高班，老师分层教学，我被校羽
毛球队选中，代表学校在区比赛中获得
第一名。”六（3）班魏梓航同学说，通过
体育选修，不仅培养了一门兴趣，还锻炼
了身体，打球已成为生活一部分。

除了深化体育课改，学校还通过开
设三级校园体育活动、课后服务引入体
育社团等形式，拓宽改革路径，形成班班
有特色、人人会运动、处处可锻炼的校园
体育生态。改革效果显著：近年来，不仅
学生体质稳中有升，在各级各类体育比
赛中获奖581人次。

项目推进，深入发展
素质教育

新北区各校大力推进项目建设，以

校本化推动特色化，亮点突出、成绩显
著。在暑期进行的全国第五届活力校园
创新案例评比活动中，龙城小学“体
育+”项目案例在全国 30 多个省、近
2000份案例中脱颖而出，一举捧回“最
佳体育课外活动案例”“校园创新案例”

“国际交流案例”3个奖项，是江苏省唯
一包揽3个奖项的学校。

龙城小学探索创新发展校园特色体
育已有10年之久。2017年成为常州市
首批深化学校体育改革实验校起，学校
进一步深入探索“立德树人、综合育人”
的体育改革之路。学校科研开发部主任
吴明介绍，“体育+”育人生态的构建与
实施，从个人能力提升与综合运用、人际
交往与组织情境参与、运动习惯与家-
校-社体育生活、国际视野与重大赛事
主题特色4个方面整体架构校园体育活
动。具体包含“体育+”综合主题活动：
体育艺术节、“体育+”大会、校园体育吉
尼斯；“体育+”组织情境主题活动：足球
俱乐部建设、校外体育大联盟、户外体验
大联盟；“体育+”家-校-社协同育人主
题活动：爸爸妈妈跟我去运动、阳光体育
夏令营；“体育+”国际视野主题活动：世
界杯之足球嘉年华、奥运会之我为奥运
健儿加油等特色主题活动。很多体育活
动贯穿全年，全员参与。

“体育+”项目实施以来，龙小棒垒球、
足球队、击剑队多次取得区、市、省第一名
的好成绩。学校连续多年获得“常州市爸
爸妈妈跟我去运动”总决赛第一名。该项

目先后成功申报常州市前瞻性教学改革
项目，江苏省“十三五”规划课题。

记者了解到，新北区教育局合理规
划优势布局，在河海实小、百草园小学、
香槟湖小学、三井小学手球项目发展势
头较好的基础上，新增龙虎塘二实小为
手球项目后备点校，以点带面推动手球
项目的普及，今年还将罗溪小学和罗溪
中学作为橄榄球项目布点校。通过强化
项目训练及发展区位优势，教体融合稳
中求进。

赛教融合，全面提升
艺体教育水平

一群部队大院的孩子们在嬉笑玩闹
的“过家家”中，变成一个个坚强勇敢的小
战士，续演着父辈们为祖国赴汤蹈火的革
命故事。今年暑期，百丈小学26名学生
演绎的舞蹈《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
以生动活泼的舞姿、俏皮可爱的表情，从
区赛特等奖闯进市赛，再夺特等奖。

近乎完美的演绎背后，是日复一日
的坚持和努力。“26个孩子个头不一，舞
蹈基础相对薄弱，但大家凭借对艺术的
热爱，一直坚持下来。”校长郭玉娟被孩
子们的韧劲深深打动，“一学期以来，她
们每天练习2小时左右，每个人都沉浸
到角色中。”作为一所乡村学校，百丈小
学充分利用校内外优质师资的力量，开
设舞蹈、合唱、器乐、儿童画等校本课，让
艺术之美沁润乡村课堂。

今夏举行的第20届省运会上，新北
区实验中学女子手球队代表常州“出
战”，获得甲组冠军，女子篮球队获得
14—15岁组别冠军。学校坚持教体融
合、市队校办的模式，手球队多次获得全
国锦标赛冠军。依托高水平赛事，不仅
为省队输送后备人才，也引领校园体育
的健康发展。

新北区各校通过开展学生社团、俱
乐部等形式，积极推进校园艺体教育的
发展。在省市级比赛中，多校大放异彩，
频频获奖。下一步，全区将持续深化学
校体育、美育改革，进一步提升区域体
育、美育影响力。

上图：河海实验小学是常州市首批
深化学校体育课程改革实验校。

左图：百丈小学学生演绎的舞蹈《有
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获市级舞蹈比赛
特等奖。

新北区扎实推进艺体教育，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地成长

““艺艺””起出发起出发，，““体体””现未来现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