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动手”学消防
市北初中：

本报讯“握好喷头，距火源1-2
米，对准火苗，按！”日前，市北实验
初中的学生们迎来了一位特殊的老
师———来自市消防支队晋陵路中队
的周阳队长，他给同学们上了一堂理
论联系实际的消防安全课。

周阳队长重点介绍了校园和家
庭常见火情的应对措施，讲解演示了
常见灭火器的使用方法。在讲解后，
还带领同学们和学校重点防火部位
的负责老师现场操作了干粉、二氧化

碳灭火器的使用。虽然平时都能看到
灭火器，但不少学生还是第一次实际
接触使用灭火器，大家都跃跃欲试，在
周队长的指导下，现场的学生和老师
们都通过操作掌握了灭火器的基本使
用方法。

据悉，市北初中一直高度关注学生安
全教育，每年都开展系列化的安全教育活
动。本次消防安全课是市北初中生命教育
月系列活动之一，有效增强了学生的消防
安全意识和自救能力。 !徐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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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技能大赛首次许可观摩
刘国钧高职校：

本报讯 全省职业学校技能大赛
日前拉开帷幕，作为赛点学校之一的刘
国钧高职校承办了数控类项目比赛。

数控车工、数控铣工、数控机床装
调与维修、模具制造技术等4个项目
的比赛分别于3月23-27日在该校举
行，全省13支代表队253名选手参加
角逐。该校其它5系114位师生分赴南
京、苏州、无锡、徐州、扬州、盐城、镇
江、泰州等地出征大赛。

本届大赛由省教育厅、发改委、经
信委、财政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等部门联合主办，共设11个类别70个

竞赛职业!工种"和项目，分中职学生组、
五年制高职学生组、教师组三个组别。

刘国钧高职校对赛点准备工作高
度重视，成立了由校领导、相关部门负责
人组成的赛务小组，根据大赛组委会要
求，层层分解、件件落实、责任到人，从赛
场安排、技术支持、人员接待、后勤保障、
宣传引导等方面分别制定了详尽工作方
案，认真做好赛场及服务各项准备工作。

比赛期间，将开放“数控机床装调
与维修”比赛现场，供师生分批观摩。
每批10人，观摩时间20分钟。

!皇甫大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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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学生更多发展可能
市三中打造多语种课程：

本报讯 周六上午，三中高一的
学生们兴致勃勃地在教室内参加社团
活动。他们围坐一团，热火朝天地讨论
着，仔细听，他们都在用德语进行着流
利对话；隔壁的教室里，外教老师正在
用意大利语向同学们提问，学生颇有
自信地与老师进行着交流。“我很喜欢
学习意大利语，也正在为出国做准
备。”刚上高一的周同学向记者介绍外
语学习带给他的变化。自三中开办小
语种课程班以来，受到家长和学生的
一致好评。

据了解，三中自1996年以来重
点发展外语教育。2006年与南师大外
国语学院联办意大利班。2011年，该
校在高一年级试点开设日语和意大利
语两门小语种，将其作为校本选修课
程学习，时间安排在周六上午，授课教
师为本校英语老师和常大外语老师。
小语种课程受到了学生的追捧，原本
只有50多个名额的选修班有百名学
生报名。为此，学校采用“每学期重新
选课”方式，让每位学生都有机会参与
到其中。此外，学校为有出国打算的学
生提供便利，特邀外籍老师增加了德
语、西班牙语课程，还为学生开设雅思
学习培训课程。据悉，目前，该校已形
成了必修课程、选修课程和定制课程
的多语种外语课程，在高一全面铺开，
让每位学生参与其中体验多语种课程
带来的乐趣。2014级高一学生陈沁心
说：“学校开设的小语种课程使我们有
了和其他同龄学生不一样的经历和体
验，活泼的课堂，跳跃的思维，热情高
涨的辩论，大胆犀利的发言，让我们逐
渐体悟语言的真谛。”

小语种在三中如火如荼地开展，
师资是关键。学校为了办好特色化多
语种课程，特别聘请江苏省英语特级
教师作为英语教研的专家顾问，不断
引进优秀的外语学科硕士毕业生到校
任教，目前该校已有9名35周岁以
下教师能教授第二外语课程。每年寒
暑假，学校会选派外语教师赴南师大
外国语学院研习日语、意大利语及雅
思课程等，通过全天上课的方式，集中

培训2~3周，提升专业素养。此外，学校
连续10年聘请共24位外教来校执教，
目前有来自日本、韩国、意大利、荷兰、美
国等国的教师参与教学。

多语种课程实施后，带来了可喜的
成绩，给学生和家长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力。学生觉得学习外语不再是负担，而是
生活需要；家长关注的不再仅仅是孩子
的成绩，而是学习兴趣；外语教师不再仅
仅满足于把课上好，而是进一步关注课
程的开发和实施。

参加德语课程培训的一位学生在接
受AFS项目考核中，由于会说少量德语，
获面试官特别青睐顺利前往国外学习，让
学生父母感到由衷的惊喜。2014级高一
学生家长陈宇红说：“三中将新概念英语
融入日常课程，还配套了21世纪报，丰富
了孩子的阅读面，日常强化式的记忆背诵
极速提升了孩子们的词汇量、语感以及对
语法的应用能力。英语拓展课程和小语种
课程学习，拓宽了孩子的学习热情和学习

视野，对今后的择业方向有着微妙的作
用，感谢学校的课程设置和安排！”经过一
段时间的阅读，学生的素材写作有了明显
提升。由三中学子自编自导的“扁鹊见蔡
桓公”小品节目，结合时下新鲜词汇、幽默
元素改编，运用英语、汉语和日语介绍当
地文化，外语影视剧配音，全英文模联展
示，带给大家视觉、听觉盛宴。

多语种课程的实施不仅使孩子们收
获颇多，也让学校里的老师们颇有感触。
英语教龄已 35年的李保江老师表示，
他深刻感受到三中推行的外语课程改革
和多语种外语课程基地的建设使原有的
教学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改革既
重视发展学生能力，使课堂氛围更加活
跃，学生学习语言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也
是一个新的挑战，使自己多年的教学积
淀焕发了新的活力。历史老师蒋波，对德
国文化颇感兴趣，与孩子们一起参加了
德语学习课程。她说：“学习德语让我更
多地了解德国文化和风土人情，和高一

学生一起参加德语的学习课程，使我觉
得语言学习有一定的相通性，打好英语
学习的坚实基础，更有利于学好德语。”

去年 6月，三中成功申报了“江苏
省多语种外语课程基地”，是全省唯一
一所以小语种为特色的课程基地，从硬
件、师资和科研等多方面进行建设。为
此，学校共开发了20门外语类校本课
程，其中高一年级开设有5门小语种选
修课程和7门英语类校本课程。全市首
家高中同声传译教室于去年 3月建成
投用，国际学生交流中心、外语剧创演
坊、外语自主学习资料室也已相继建成
投用。此外，学校还将建设外国文化风
情体验室、外语动漫设计制作室等外语
学习功能室。

据校长殷群介绍，下一步，该校多语
种课程除了服务本校学生，还将担负起
一定的社会责任，待时机成熟时面向社
会招生，让优质教育资源辐射服务更多
市民。 !月航 尤佳 谢丹"

百名中小学生接受“青果书房”导学
本报讯 26日，由市教育局组织的

青果书房导学活动在常武购书中心举
行，百名中小学生接受导学。

据了解，全市性导学活动已持续7期，
目前开设的导学学科有：语文、英语、数
学、物理、化学；学段为小学四年级至高二
年级，时间为每周六上午8：30-10：30，下
午2：00-4：00。导学活动开展了3年6个学
期，近46700余名学生受益，6300余人次
教师义工全力以赴，2600多人次家长义
工参与其中。

此次是常武购书中心“青果书房”首
次加盟，共12位优秀老师义务参加。活动
分为上、下午两场，采取文科与理科交替的

方式，时间各持续两个小时，一名老师同时
指导7位学情相似学生，现场答疑解惑。
同时，“青果在线”平台对学生进行即时的
教学指导，现场每位学生都有平板电脑进
行学习，学生可以接受到“一对一”或“一对
多”的线上指导，老师们采用视频、语言、文
字、画图等形式与学生互动，解决学生学习
难题。据教育部门负责人介绍：“导学的目
的在于为学生提供一个好的平台，在他们
有弄不懂的问题时，找到能解决的地方。”

朝阳中学初二年级的徐方泽同学已
多次参加导学活动，他说：“每次的导学
活动，我都很愿意加入，遇到在学校里没
来得及解决的问题，我就请导学老师为

我解答。”“我们要在预约的前一天，想好
自己目前最需要巩固的学科，要准备自
己在活动中要问的问题，老师准备了课
件给我们导学时，我们要抓紧休息时间
向老师提出自己的问题。在课堂上，要积
极思考，如若碰到不懂的知识点，要立即
向老师提问，不用担心自己提出的问题
过于简单。这个活动本来就是查漏补缺
的一种方法，所以不用担心那些小小的
细节，因为只要能够帮助自己的学习就
是好的。在导学结束后，我们可以想一想
自己在这次导学中收获了什么、还有什
么不足之处、该怎样改正，以方便自己下
次更好地参加导学。” !谢丹"

“世界水日”进社区
河海大学：

本报讯 3月 22日是第二十三
届“世界水日”，河海大学企业管理学
院学生科协的大学生们走进新北区兰
翔新村开展节水宣传。河海大学的大
学生称自己为“水之子”，他们用实际
行动向社会传递了新型节水理念，使
更多人意识到珍惜水源的重要性。
“请问您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河海大学的大学生们一边发宣传资料
一边向来往的住户宣传节水。居民们很
快被节水宣传吸引了，带着小孩的家

长，散步的老人，来往的学生，不约而同
在签名板上留下节水宣言。大家只要答
对简单的节水问题就可以获得日常用
品作为奖励。许多居民表示：“通过这次
宣传活动，知道了相关知识，感到非常
受用，感谢他们！”社区幼儿园的小朋友
们也能够答对节水问题，在签名板上工
工整整地写上自己的名字。大学生朱玲
说：“很高兴能够参与此次节水宣传活
动，希望通过自己的微薄之力使更多人
关注节水。” !孙京民"

“编织生活”女教工作品展
常州纺院：

本报讯 为凸显纺织服装学院特
色，丰富职工业余生活，提升应用艺术
素养，分享多姿生活情趣。近日，由常州
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工会、女知联、
锦绣经纬编织社联合举办的“编织生
活，经纬纺院”女教工编织作品展开幕。
参展的80余件作品，出自全院50余
位女教工之手。作品设计的题材丰富，
十字绣、缂丝、各类编织物、手工制作件
等作品充分展现了女教工对编织艺术
的热爱。

我国原始手工织造技术是由制作
渔猎用编织品网罗和铺垫用编织品筐
席演变起来的，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

历史。深厚的文化底蕴，让编织即使在
这个快节奏的社会上仍立于不败之
地。“我喜欢编织，它有着含蓄、恬静、
独特的美感。”程丽丽老师告诉记者，
“编织可以让我在平时的生活中找到
一份内心的安宁。”

作品展吸引了许多学生驻足欣
赏，来自纺织化学工程系的袁媛同学
表示：“很佩服这些展品的编织者，她
们心灵手巧，这些作品让我们大开眼
界，对编织艺术也很感兴趣。还有一幅
纸浆画作品不仅做工细腻精美，还宣
传了绿色环保理念。”

!赵元宵 陈雪华 朱月琴"

“奔跑吧兄弟”植树活动
机电学院：

本报讯 在第37个植树节来临之
际，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
系人文使者志愿者协会的同学们来到
外来务工人员子弟学校向阳小学，开
展了“穹顶之下，‘筝’翅高飞，为祖国
绿化，奔跑吧兄弟”植树节特色活动。

活动当天，向阳小学的孩子们看

到志愿者的到来，显得格外开心。志愿
者们带领小朋友在校园空地上种下了
一棵棵充满生机和希望的树苗。小朋
友们互相帮助，经过一番努力，一棵棵
小树苗找到了“新家”，孩子们都希望
小树苗们在校园里茁壮成长。

!机电宣"

新学期的“学雷锋”周
交通技师：

本报讯 为了在学生中大力弘扬
雷锋精神，普及志愿服务理念，常州交
通技师学院将新学期第一周确定为“学
雷锋”周。同学们在各系团总支的带领
下，认真清理“窝藏”在高架桥下绿化带
内的垃圾；有序维持学校附近主要交通
要道、公交站台的交通秩序；发挥专业

优势，热情为老师们免费洗车、打蜡；学
生创业试验田“书适小站”也及时推出
了“雷锋日”感恩回馈活动。此外，该院
新创建成功的省级青年文明号集
体———“心怡小屋”的全体师生，也深入
社区开展了免费心理咨询服务及清扫
社区楼道活动。 !黄卫国"

追梦路上的那些故事
常州公开课第44期———

本报讯 3月21日，两位当年的
江苏学子，如今的业界精英，一位环保
专家，一位精算师，联袂作客第44期
常州公开课，分享他们在追梦路上的
那些故事。

环保专家徐袁：

把自己想做的事
做到极致
徐袁老师的分享以“我是谁？我从

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三个哲学问
题入手，讲述了自身投身环保领域20
多年来的经历。

徐袁老师把自己比作早上十点钟
的太阳，“10点钟的太阳是非常有朝
气和活力的，天空是蓝的，海是蓝的，
但很多时候，我们看到10点钟的太
阳是被雾霾遮盖住的。”正是这看似平
常生活中的细节，坚定了徐老师职业

生涯的终极目标，用自己一生的努力，帮
助中国拥有蓝色天空和干净水源。对于
如何去实现这个终极目标，徐老师有着
自己的理解，一是以自己教师的身份去
影响学生，通过他们来帮助自己放大梦
想，使我们的环境得到改善。二是通过自
己的学术研究，去影响能源环境政策的
制定和执行，从而改善整个能源结构，一
位年轻环保专家的爱国情怀溢于言表。

谈到自己长达 25年的学习生涯
时，徐老师坦言自己像大多数人一样，经
历了从迷惘到清晰的过程。填报大学志
愿时，想去学海洋生物，最后却学了大气
科学。徐袁说，在北大学习之初，自己依
然在我能够做什么和我想要做什么之间
徘徊。直到一次2400公里的北京到青
海的骑行，自己才领悟到，原来看似做不
到的事情，如果你真的去做了，会发现你
可以做得到。在之后的硕士、博士学习生
涯中，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当我认真
做了一件事情后，就变得非常简单。”

三十而立的徐袁在回答“我要到哪
里去？”这个问题时，他借用武侠小说《天
龙八部》中枯荣大师和本因的一段对话

来阐述自己的“道”。“我所理解的‘道’，
就是我希望能够把一件事情做到最好，
永远不会有止境。”回到自己所从事的领
域时，徐老师说，“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
能够使中国的蓝天、白云、青山、绿水重
现，这是我想做一辈子的事情，就这一件
事情，一直深入做下去。”把自己想做的
事做到极致就是最好的，在环境保护这
条道路上，徐袁一直在坚持着。

精算师戴曙燕：

偶然中的必然
戴曙燕老师的分享同样以一个颇具

哲学意味的话题开场，“对于我们每一个
人，就是 0或者 1，如果你做就变成 1，
如果你不做，只是看、只是想，那你永远
都是0。”

说起自己的初高中生涯，戴曙燕用
“野蛮生长”来形容自己的初中生活，坦
言自己当年就读的初中是一个名气平平
的农村中学，师资很弱，生源更弱。在这
样一个没有任何竞争氛围的环境中，支
撑自己毫不懈怠的唯一动力就是对克服

难题的渴望。高中则完全相反，学校很
牛、老师很牛、同学更牛，而自己取胜的
法宝依然是克服难题。“学校的好坏不是
决定性的，学习知识、克服难题的源动力
才是决定性的因素。”在总结自己的中学
时代时，戴曙燕说道。

戴曙燕谈起自己之所以成为一名精
算师，完全是巧合。一次偶然中，她在就
读的大学图书馆发现一张标题为“未来
二十年，中国最缺的人才是精算师”字样
的废弃报纸，第一次了解了这个职业。考
研的时候，因为上铺的同学弄了一本中
财的招生简章，发现精算专业考的专业
课是数学和经济学，完全符合自己的兴
趣，想着去考一个研究生，也不用太费
劲，然后就去考了。就是这两件偶然的趣
事，开启了自己精算师职业生涯的大门。

戴曙燕说，自己选择精算还有一个
非常现实的想法，既然精算师是未来20
年中国最缺的职业，那可能就不太需要
别人帮忙就能得到一份工作。同时觉得它
的专业课本来就是自己喜欢的东西，学起
来会比较轻松。同时，戴曙燕用一个有趣
的对比告诉大家，“当你要把一门专业在
真正意义上做好时，你实际上需要付出非
常多的努力。”学精算的三年里要学15
门课，且全部是厚厚的全英文教材。事实
上，最终能够在精算职业上走得越来越远
的，都是能够咬着牙、耐住寂寞，把那15
本厚厚的英文教材啃熟的人。

谈到自己在保险行业的第一份工
作，她强调其重要性，同时感谢第一份工
作带给她向精算界“教父”学习的机会，
从而成为人生一大财富。她呼吁在座的
学生们，“认真择业，第一份工作将影响
未来的职业标准。”分享的最后，戴曙燕
借“三个石匠的故事”，希望现场的每一
个人在职业发展的过程中，永远紧盯心
中那所教堂，而不仅仅是手底下机械的
动作。只有这样，才可能找到心目中的那
个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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