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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耀在北京冬奥会上的常州面孔，北郊高中两位优秀毕业生——

“骄傲！我们是冬奥会志愿者！”

■毛翠娥 许红霞 图文报道

本报讯 上一周，常州莱麦安
全防护用品科技有限公司向江苏
省横林高级中学捐赠了 2.3 万只
口罩，总价值三万余元，助力守护
校园安全和保障学生健康。

常州莱麦安全防护用品科技

有限公司董事长钱俊杰是省横中
2001 届优秀毕业生，此次捐赠的
口罩包括 2 万只一次性医用口
罩、3000 只 KN95 口罩。钱俊杰
说，在横林高中就读的 3 年终生
难忘，感谢母校、老师的用心栽
培。学校疫情防控任务重、物资
需求大，尽己所能提供帮助，让教
师安心教书、学生定心学习。

省横中校友向母校
捐赠2.3万只口罩

■毛翠娥 陈珊 图文报道

2022年北京冬奥会于2月
20 日落下帷幕。北京冬奥会

和冬残奥会期间，有近 3 万名
青年作为赛会志愿者参与服
务。他们在北京、延庆、张家口
三个赛区，在平凡的岗位上向
世 界 展 示 中 国 。 北 郊 高 中

2019 届毕业生承嘉睿、2020
届毕业生贾洲便是其中一员，
他们成为冬奥会上的常州面
孔，也代表中国作为“冰雪语
者”，为冬奥会作出一份贡献。

现场领略开、闭幕式的浪漫唯美，很幸运！

“能在如此精彩的盛会上
展示中国当代大学生的风采，
真是太幸运了！”记者电话联
系上承嘉睿时，她依然沉浸在
作为北京冬奥会开、闭幕式志
愿者的喜悦与激动中。

承嘉睿是中国政法大学
的大三学生，在本届冬奥会
中，她在开、闭幕式上担任赛
事服务志愿者，为观众提供志
愿服务。

经过多轮面试选拔后，承
嘉睿于去年 10 月正式成为冬
奥会志愿者。虽说只负责开、
闭幕式上的志愿服务，但服务

“战线”很早就开始了，“1 月中
旬，我们就进入学校集中驻
地，实行统一管理，岗前培训
完成后进行了多次彩排。”“实
战”演练时，早上7点前就要出
发前往国家体育场“鸟巢”，晚
上回到酒店已是凌晨。

在两场仪式上，承嘉睿和
小伙伴们主要负责引导观众
入场，帮他们快速找到看台和
位置；维持特许商店附近的队
伍秩序；疏导观众有序散场。

“现场观众都很配合，秩序井
然，很多人退场时都会对我们

说‘辛苦了’‘晚安’，让大家感
到既感动又满足，觉得所有的
辛苦都值了。”

承嘉睿说，因在“鸟巢”做
志愿服务，很幸运地在现场领
略了开、闭幕式的浪漫、唯美，

“仪式上所呈现的科技感、现
代感，比在电视上看，更加震
撼，也更强烈感受到了更高、
更快、更强的奥运精神。”接下
来，她还将担任北京冬残奥会
开、闭幕式的志愿者，这段时
间，他们在接受转换期培训。

2022 年 春 节 ，承 嘉 睿 第
一次远在他乡过年，快乐并未
缺席，“北方小年、除夕夜、元
宵节，学校组织志愿者们开展
了年味十足的活动，剪窗花、
看 春 晚 、吃 饺 子 ，仪 式 感 满
满。”

承嘉睿是中国政法大学
青年志愿者协会会长，她说，
这次的冬奥会志愿者服务，给
了她很好的锻炼机会和实践
舞台，自身组织协调能力、管
理能力都得到了较大提升。

做志愿者期间，每天都能感受到磨砺与成长

“北京冬奥会再见了，转
眼开始怀念这段快乐而充实
的时光。”提及冬奥会，国际关
系学院大二学生贾洲意犹未
尽。在长达一年的选拔与培
训后，贾洲作为冬奥会志愿
者，在张家口云顶滑雪公园进
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奥林匹克
大家庭礼宾服务。

贾洲的志愿服务内容，主
要是迎接、接待各国政府政
要、国际奥委会官员等，工作
看似常规、简单：贵宾下车的
迎接与引导、休息室内的接待
与帮助、电子设备的管理与使
用以及休息室的布置等，过程
却充满挑战，各种突发事情考
验着情绪管理和随机应变的
能力。

志愿者工作不轻松，早班
时 6 点就要起床，晚班时顶着
寒风等 10 点的班车回去。“虽
然很累，但很快乐。”贾洲说，
快乐在于工作的充实与满足
感，在于与同伴的相处，在于
眼界的开阔、自我的提升，和
名人近距离接触的快乐，更是
不言而喻。

贾洲曾几次接触“顶流”
谷爱凌，“她热情开朗，来休
息室观看比赛时，我在轮岗

休息，便邀请她合影，她爽快
答应了，她还看上了我的一
枚徽章，用一口流利地道的
京腔请求与我交换，让人感
觉 这 就 是 个 地 道 的 北 京 女
孩。”谷爱凌在训练和比赛间
隙，会来休息室找妈妈和教
练 ，志 愿 者 们 兼 职 客 串“ 保
镖”。2 月 14 日的女子坡面
障碍技巧决赛，她第二跳不
慎摔倒，很失落地走进休息
室，贾洲和小伙伴一起围住
了她们母女俩，不让其他人
靠近或拍照而打扰到她们。
贾洲在室外岗看了谷爱凌的

最后一跳，其帅气平稳的落
地让所有人难以置信，“好想
拥有谷爱凌同款心脏。”

贾洲说，在做冬奥会志愿
者期间，每一天都能感受到磨
砺与成长，也让自己不断回
溯，“北郊高中的‘公民素养
精英品质’的育人理念培养了
我国际视野和‘实战’能力，高
中班主任王绪平以及每位英
语老师的教导，有效提升了我
的英语口语能力，这些都为我
胜任志愿者工作打下结实基
础，真心感谢母校和老师们的
悉心栽培。”

贾洲和谷爱凌的合影

■毛翠娥 曹金鑫 图文报道

本报讯 在麦秆创作、篆刻中
领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在 3D
打印、建模中感受前沿的科技，在
陶艺制作中体味创意的神奇⋯⋯
18 日，江苏省前黄高级中学高一
年级近千名学生，前往太湖湾劳
动教育基地开展为期三天的劳动
技术实践活动。

据介绍，太湖湾劳动教育基
地是太湖湾教育大营地五大基地
之 一 ，于 2020 年 12 月 正 式 运
营。基地开设了先进制造类、现
代服务类、非遗传承类、文化艺术
类等 16 门课程。此次，省前中依
托基地硬件，订制了麦秆创作、烙
画、电子电工、城市建模、光影星
播客、烘焙等 13 门课程，学生根
据兴趣走班参与。其中，电子电
工由学校物理老师开课。

19日下午，在太湖湾劳动教育
基地的电子电工教室，学生们正在

老师的指导下，埋头组装收音机。
看图纸、搭线路、焊接组织，每一处
都要精准，不能马虎。高一（9）班
袁彩艳表示，从一开始的茫然，到
后来组装又推倒重来，一步步的尝
试努力下，收音机终于发出声音，
整个过程既有趣又富有挑战性，对
物理的兴趣更浓厚了。隔壁教室
里，另一批学生沉浸于麦秆创作
中，几根普通的麦秆，经过浸泡、熨
烫、去膜、设计、贴片、打磨、烙纹、
上色等20多道工序后，变为一头色
彩斑斓的“大象”。“在发现美、欣赏
美、创造美的过程中提升了艺术鉴
赏力，也对这门非遗项目有了深度
了解。”高一创新（2）班查子妍说。

省前中推行“五育融合”，构
建了“景德”“宏智”“健体”“雅美”

“创劳”的育人体系，把劳动教育
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副校长王
波表示，通过建构立体式、沉浸
式、360 度的劳动实践，让学生习
得技能、尊重劳动、崇尚劳动，提
升综合素养。

高一学子3天学一项技能

省前中订制劳动技术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