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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尤佳 王超）常州工学
院师范学院名誉院长聘任暨师范新
生奖学金发放仪式于10月26日在
常州工学院巫山路校区举行。

今年88岁高龄的邱学华是中
国当代著名的数学教育专家，特级
教师。他创立了“尝试教学法”，相
关研究成果荣获2014年基础教育
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享受国务
院政府特殊津贴。

接受聘任后，邱学华将通过收
徒、开课、创立学生研学社等方式，

带领师范学院师生学习传承“尝试
教学法”，推进师范专业人才改革创
新，提高师生理论素养和业务水平，
促进专业成长。

另悉，为了更好的激励师范学
院学子，作为原常州师范学校校长，
邱学华捐赠5万元在学院设立新生
奖学金，奖励10位品学兼优的师范
新生，勉励他们勤奋学习，努力成为
新时代的“四有”好老师。同时，他
还把自己珍藏的图书资料捐赠学
校，希望造福更多的师生。

常州工学院师范学院

聘尝试教学法创立者邱学华
为名誉院长

十年树木，生长有节律；百年树人，教育有规律。常州
市武进区卢家巷实验学校在117年的办学过程中积淀教育
认知，从“童蒙养正、少年养志”的思想中汲取教育智慧，顺
应时代发展，发挥九年一贯的学制优势，进行九年一体化长
程设计、一年短程细化，系统规划，分步实施，“九”久为功。
小学、初中阶段的稳定连贯、顺畅衔接，全面提升办学品质，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对此，你有何建议？话题来稿截止
时间为11月4日，字数在600字左右。

话题领袖学校：常州市武进区卢家巷实验学校

□尤佳 桂亚东 侯茂谦

今年是香港回归25周年，也是田家
炳基金会成立40周年。四十年前，田家
炳先生创办了非牟利慈善机构“田家炳
基金会”，以“安老扶幼，兴学育才，推广
文教，造福人群，回馈社会，贡献国家”为
宗旨，以“促进道德教育，弘扬中华文化，
融合世界文明，以提升中国的教育素质，
贡献国家”为使命，致力于在内地（大
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捐资推动教
育、医疗、卫生、文娱、康乐、交通等社会
公益事业，倡导并创造条件促进海峡两
岸暨港澳地区的学术交流。

他对教育的资助是从常州市田家炳
实验中学开始，这是田家炳先生在广东
家乡以外资助的内地第一所中小学，也
是田家炳先生捐赠善举的新起点。创办
四十年来，田家炳基金会在全国共资助
了大学93所、中学163所、小学42所、
专业学校及幼稚园20所、乡村学校图书
室1800余间。

田家炳先生是常州市田家炳实验中
学的名誉校长，也是常州市荣誉市民，曾
先后5次莅临学校。他关心学校建设和
发展，为学校制定了“自强不息，己立立
人”的校训，以自己早年远赴南洋的创业
经历向全校师生完美诠释了自强不息的
本质内涵，同时谆谆告诫学校领导、老
师，不要追求教“好学生”，也不要总觉得

自己水平有多高、看不起学生，而要努力
追求“教好”学生，通过学生的高水平发
展来展示自己、成就自己，“己欲立而立
人，己欲达而达人”。

2010年起，基金会转变资助策略，
由捐助校舍教学设施改向资助教育内涵
提升，特别重视校长和教师专业发展、学
生的正面成长，加强与各地大学的合作。

2016年田家炳高中成功申报江苏
省“田家炳文化德育课程基地”，计划兴
建“田家炳立德树人馆”，基金会对此大
力协助，给予了50万元经费资助，还捐

赠了田家炳先生铜像以及大量田老生前
的影音和图文资料，一并在馆内陈列、播
放。如今，“田家炳立德树人馆”不仅是
学校德育课程基地建设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开展道德教育、学生心理辅导等
活动的重点场所，还被命名为常州市党
员教育“3211工程”第三批党员教育实
践课堂。

2020年，学校以智慧校园创建作
为学校新一轮主动发展的重要抓手，全
面推进学校网络基础改造提升，提高师
生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和水平。为适应

网络教学需求，方便教师制作课件及课
堂讲解，学校拟配备数位板并对教师开
展相关培训，但这项工作面临较大的资
金缺口。田家炳基金会积极协调、联
系，赶在学期结束之前，捐赠了200台
数位板，并联系相关高校为教师及管理
人员进行培训。

近年来，学校开展了一系列有关德
育内涵建设的项目，弘扬田家炳先生倡
导的中华传统美德。项目通过专家研
讨、规划指导、教师交流、项目研究和活
动展示等多种形式，构建了“文化带科
研、科研带教研、教研带教学、教学带学
习，学习带发展”的深度内生发展链，形
成一批田家炳学校品格提升发展规划。
除此之外，在师资培训、班主任表彰奖
励、学生暑期游学活动、高三优秀学生奖
学金等诸多方面，都从基金会的兴学重
教行动中受益良多。

教师是教育之本，建设高素质教师
团队是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保障。田高
中也始终把“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作为
学校发展的根本与特色，依托“田家炳伙
伴学校发展联盟”等重要平台，不断加强
全国田家炳学校之间的合作，努力推进
教师教育改革和创新发展，扩大优质教
育资源覆盖面。在迈入发展新征程之
际，学校将不断拓展学生培养、教师互
访、联合科研等领域的教育交流合作，为
教育事业的发展添砖加瓦。

田家炳基金会成立田家炳基金会成立4040周年周年

薪火相传薪火相传 兴学重教兴学重教

在田家炳基金会的关怀和帮助下，一批批学校实现了高质量发展，同时涌现出一群群知恩于心感恩于行的优秀
学子，这些学子在各自的岗位上发光发热，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书写田家炳精神。

用行动书写田家炳精神

2023年度常报小记者招募问答
2023 年度常报小记者招募

启动以来，常州市小记者协会

收到了很多家长和小记者的咨

询，我们选取了关注度较高的

问题做出回答。

问：招募“小记者”的单位很多，常
报小记者和其他小记者有什么不同吗？

答：常州市小记者协会是常州市唯
一民政局注册的从事小记者工作的官
方社团。接受市文明办、市教育局、团
市委、市民政局等单位的监督，常报小
记者各方面权益更有保障，请家长们仔
细对比，慎重选择。

问：学校的小记者报名工作何时开
始，我们可以自己来协会报名吗？

答：2023年度小记者报名于2022
年 9月 1日—12月 20日进行，在此期
间，全市200多所中小学都会自主开展
小记者招募工作。如在学校没有报上
名的，可以携带学生的相关材料直接来
协会，由协会进行审核是否获得报名资
格。协会位于常州日报社。

问：新年度的小记者证和装备什么
时候发下来？

答：新年度的小记者要经过学校审
核和小记者协会复核后才能颁发证件，

报名成功的小记者的证件和装备将于
2022年12月31日前发放到学校，由学
校进行统一发放。

问：新年度的小记者何时开始参加
活动？

答：今年 9月—12月报名的即是
2023年度的小记者。目前已成功报名
新年度小记者且暂未拿到小记者证的，
可以报名参加小记者协会组织的活动
（后台报名备注2023年度小记者），优
秀文章也有机会在报纸上展示。早报
名，早享受小记者权益。需要说明的
是，赠送的全年《常州晚报》要从2023
年1月1日起开始投递。

问：平时小记者活动是怎么开展
的？

答：小记者活动开展大体分两类，
一类是学校自主开展的小记者活动，小
记者会员学校根据本校实际情况，策划
开展小记者专场活动。另一类是协会
策划和组织的小记者活动，这些活动会

通过常州晚报、小记者微信服务号（公
众号：cbxjzxh）等平台发布，供小记者
和家长们选择报名参加。同时，协会也
会策划组织活动送进学校，力争让每位
小记者都能尽可能多地参加活动。

问：小记者将如何投稿，贵报需要
怎样的稿件？

答：有特色的小记者活动稿件以及
征文，我们将择优选用发表，希望小记
者们踊跃投稿。投稿邮箱：czxjzyx@
126.com。来稿请注明学校、班级、姓
名、小记者证号、指导老师姓名。

问：小记者的优秀稿件有哪些展示
平台？

答：《常州日报》小记者专栏和《常州
晚报》小记者周刊是小记者优秀稿件的
主要展示平台，稿件还可刊发于《小记
者》杂志（季刊）、小记者官方网站（xjz.
cz001.com.cn）、常州市小记者协会微信
公众号（cbxjzxh），我们会为刊登文章的
小记者颁发荣誉证书，以资鼓励。

问：新年度的小记者权益有哪些变
化？

答：2023年度，我们推出了小记者
的十大权益，凭小记者证免门票的景点
有恐龙园、春秋乐园、嬉戏谷、东方盐湖
城、孝道园、南极岛冰雪乐园等，免费或
优惠的景点后续还会不断增加，协会将
继续努力给小记者提供更多的免费采风
选择。另外，2023年度，小记者协会将
大量增加活动场次，主题培训、公益活
动、采风等活动数量更多，选择性更强。

常 报 小 记
者、家长还有任
何问题咨询、意
见或建议，均可
联系我们。
电话：86630997

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常州市田家炳高中1999届毕业生，现常州市田家炳高中英语教师 陆丹萍

1996 年 9 月，我进入常州市田家炳
实验中学高师预科班就读，高中三年聆
听着班主任老师等不断地提到田老先生
是如何在内地、香港支持教育事业，投身
教育。在这种日益熏陶下，1999 年高考
填报志愿时，我义无反顾地在第一志愿
报考了南京师范大学师范英语专业，而
且作为一名幸运的田中学子，我成为了

“田家炳优秀师范生奖学金”的第一人也
是唯一一人，每年5000元。得此殊荣，我
的父母和我都非常感激田老先生，感激
母校，一直希望能有机会当面感谢我的
恩人，但遗憾的是大学四年我一直没有
这个机会，只能把这份恩情放在内心，用
学习成绩回报田老先生、回报母校。

俗话说：“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2003年大学毕业，我毫不犹豫回到母校
成为了一名英语教师，投身教育事业以
回报田老先生和母校对我的栽培。

2004年田老先生第四次到校视察，
我怀着万分激动之情亲眼见到了他。我
注意到他衣着的一个细节——他的裤子

尽管熨烫得笔直，但在较强光线下明显
可以看出裤子反光得厉害，我知道这是
岁月留下的痕迹。我当时眼眶就湿润了。
眼前这样一位生活勤俭精神矍铄的老
人，为了像我这样的学生，牺牲了太多。
当他得知我是毕业后回到母校工作时，
他异常激动，竟然主动拉着我要合影留
念。这张照片也成为了我珍贵的记忆。

田家炳先生曾说过：“我最高兴是见
到每个小朋友都有教育的机会，年轻人
发挥所长，教不倦、学不厌，我们社会才
会有希望。”工作近20年来，我从事高三
毕业班教学10余年，连续担任高三毕业
班班主任8年，所带班级先后获得过“常
州市先进集体”“优秀团支部”等荣誉，个
人也先后获得教育局三等功，市优秀共
产党员等。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我难免也
会遇到一些问题和烦恼，情绪也会很低
落，但每每想起田老先生对我的殷切关
怀和鼓励，就会重新燃起斗志，继续奋
战，不轻易放弃。虽然田老先生已仙逝，
但我相信他的精神永存。

自强不息，己立立人
常州市田家炳高中2018届毕业生，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研一学生 殷琪

在芳晖田园读书的三年里，田
家炳老先生“勤俭诚朴”的精神深深
影响着这个园子里的每一个人。田
老常说“中国的希望在教育”，他将
自己的一生都奉献到了振兴中国教
育的事业之中，并创办了田家炳基
金会，在全国各地捐资办学，推动中
国教育的发展。

2018 年高考，我考入了南京师
范大学的社会学专业，并有幸获得
由田家炳基金会颁布的“田家炳中
学优异毕业生奖学金”。于我而言，
这既是一份肯定，也意味着一份传
承的责任。

本科学习期间，在田家炳精神的
激励之下，我始终将自己的目光投向
祖国大地，努力回报社会，做经世致用
之学。社会学的专业学习让我对“乡土
中国”的含义有了深刻的认识，并吸引
我参与到“乡村振兴”的研究之中。为
了了解真实的乡村社会，我积极投入
到农村的田野调查之中，于寒暑假多

次前往苏南地区的多个村庄进行调
研，与村民、村干部和地方政府官员等
进行访谈，总计收集了30余万字的一
手资料，努力将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
上，最终撰写的报告也荣获南京师范
大学“优秀调研报告”一等奖。

在田老先生和田家炳基金会的影
响之下，我在学习上也始终秉持踏实
勤奋的态度，并不断追求卓越。大学期
间，我把大量的时间投入到了专业学
习之中，潜心钻研，在理想和现实之间
不断跋涉，尽管困难重重，但我从未想
过放弃。本科四年，我的专业成绩位列
班级第一，毕业论文获评南京师范大
学“优秀毕业论文”，并顺利保研至北
京大学社会学系，继续攻读社会调查
和政策评估方向。

我会永远铭记田老先生“己立立
人”的教诲，在未来继续用行动书写田
家炳精神，像田老先生一样做一个脚
踏实地的理想主义者，投身到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中去。

扫码报名

本报讯（谢旭东 张理 尤佳）
记者10月27日从常州工程职业技
术学院获悉，在日前结束的2022江
苏省城市龙舟公开赛中，该校龙舟
队夺得200米、500米、总成绩全部
赛项冠军。

本次赛事由江苏省体育局、江
苏省体育总会、常熟市人民政府主
办。竞赛项目分为公开组22人龙
舟200米、500米直道赛，共有来自
苏州、南通、扬州、常州等地的12支
代表队参与此次赛事。

据了解，常州工程学院校励志
龙舟队由16名男生和6名女生组
成，在其他11支队伍均为男运动员
的竞争下，选手们秉持坚持不懈、勇

往直前的体育精神，在激昂有力的
鼓点鼓舞下，劈波斩浪，勇往直前，
问鼎全部赛项冠军，诠释了“同舟共
济、奋勇争先”的龙舟精神。

另悉，该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基地（龙舟）日前顺利通过省教
育厅的验收，“龙舟技能与文化传承
体验中心”被认定为常州市中小学
职业体验中心。

学校相关负责人表示，将进一
步深化体教融合，加强校园体育育
人工作，继续加强校龙舟运动队的
强技能训练，强化优秀传统文化传
承，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根植
于每一个青年学子的心中，为建设
体育强国贡献力量。

常州工程龙舟队

问鼎省城市龙舟公开赛
全部赛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