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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梁溪区滨河社区核酸采
样工作人员收到了一份来自无锡
市扬名滨河小学的特别的礼物：学
校的创客社团成员用3D打印机
设计、制作的“核酸采样专用身份
证信息采集支架”。别看这小小的
支架不起眼，能给工作人员审核信
息真正提供不少便利。

学校创客社团指导老师朱荣
华介绍，上个月，社团里一个六年
级学生找到他，想做个3D打印手
机支架，“我们的创客社团此前的
活动是以编程为主，这些孩子们基
本上没有学过3D建模，也不会使
用3D打印机，实施起来难度比较
大。但我决定支持他们，把想法一
步步变为现实。”提出设计制作手
机支架的孩子名叫张宁，是学校创
客社团团长。“这段时间核酸采样
的频率比较高，我发现在社区做
核酸检测的时候，采集身份信息
的‘大白’们总要一次次举着手
机。我想，他们这样举一天肯定会
很累，就想到能不能利用学校里
的3D设备制作一个‘身份证信息
采集支架’。”

那天上完社团课后，张宁留在
机房尝试设计模型，朱荣华留了下
来和他一起研究。“设计这个支架
是为了方便工作人员使用，学生
从学设计图稿开始，一点点攻克
难题。那两周里我们绞尽脑汁，解
决了比如设计模型无法打印，打
印耗时很长，以及因支架角度不
对导致信息采集不便等问题。”朱

荣华说。
经过创客社团师生优化，手机

支架被设计、拆分成三部分，等打
印出来后再叠加成一个完整的支
架。一台3D打印机满负荷工作的
话，每打印一部分需耗费8小时，
24小时能打印出三部分，而且能
做到打印机工作时无需人一直在
旁边照看。打印出来的支架轻便、
适合所有型号的手机，还可以拆
卸，携带十分方便。“我们先在学校
核酸采样时试用了，效果很理想。
我们就把打印好的支架又送到了
梁溪区滨河社区，社区的叔叔阿姨
用了直夸我们。”张宁说。其实不只
滨河社区，朱荣华还将打印的支架
送给了他所在的梅村街道梅荆花
苑第一社区。该社区党总支副书记
朱明磊笑着赞道：“社区此前收到
的核酸采样手机支架数量有限且
容易受损，朱老师他们设计提供的
支架很及时，用着很好。”

全程参与指导这些孩子把想
法变成产品的朱荣华说，他们还在
进一步改良支架，后续还会为工作
人员提供便利。他感慨，看到“双
减”实施以来孩子们身上正在发生
着一些变化，为他们感到骄傲，“他
们观察生活，从实际问题解决入
手，提出解决方案并勇敢付诸行
动，这就是创客精神。我们今年课
后延时服务开设的创客课程，正好
给他们提供了时间、场地和设备，
让他们把想法转化成现实，为抗疫
贡献一份力。” （陈春贤）

无锡小学生3D打印出手机支架
为“大白”们提供便利

循着学校百又十年的发展脉
络，江阴市第一初级中学坚守“幸
福”这一教育最厚重的底色，坚守

“扬长挖潜 以情育人”的办学策略
和“为学生的幸福人生奠基”的办学
理念，以刚性的制度激发教师新动
能，以柔性的活动唤醒教师内驱力，
使其全情投入到德育建设中，在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的指引下，“以情育情、
以爱育爱”，做有一颗爱心、一双慧
眼、一身本领、一腔正气的德育人。

目前，学校通过多项举措提升
班主任“破茧力”“成长力”“幸福
力”，成就其专业发展。

以项目形成“破茧力”

学校以项目化发展为班主任提
供多元发展路径。推进“青年教师三

年主动发展规划”“四有好教师团
队”“教师幸福力”等项目，为班主任
设计清晰的职业规划，做好自我定
位；推进班主任沙龙、德育工作室等
项目，助力班主任形成特色风格；落
实班主任工作保障项目，凝聚育人
合力。

以上点线面结合，为班主任自
觉破茧成蝶，提供了教育视野和成
长方向。

以课程培育“成长力”

班主任专业成长需要有主体
性的教育思想及教育创意活动的
组织落实能力，架构班会课程框
架，梳理课程线索，就是向班主任
提供专业发展脚手架。有了班会课
程载体，就为班主任的发展提供了

专业课程意识。
学校根据学生三年德育关键词

“认识、喜欢、拥抱”，邀请38位骨干
班主任编写校本班会课程教材《认
识 喜欢 拥抱》，全国知名德育专
家张万祥、邹六根，全国优秀班主
任张胜利等为每堂班会课程做了
精彩点评，旨在产生“美的奇效
应”，帮助班主任守好主阵地，提升
建班育人的能力，让德育可触摸，
让成长有力量。

以成果发散“幸福力”

共同价值在班主任支持系统中
很重要，搭建让班主任展示成果的
舞台，激发班主任的热情，使其感受
到工作的幸福，才能增强学校德育
活力。

学校出版印刷了学生写的“我
和老班”故事集《听见幸福的声音》，
一个个平凡却温暖的故事让班主任
明白只有爱得专业，才能彰显爱的
价值。学校还以此为契机，举办了

“走专业之道 成幸福人生”班主任
节成果展示活动，通过“我的爱对你
说”“不一样的陪伴”等系列活动提
升班主任感受幸福的能力，让成长
幸福而有价值。

校园是生命相遇、心灵相约的
场域，我们相信面对德育这一大课
题，一群志同道合的德育人会坚定
信念，立足“创设幸福的环境”“储备
幸福的能力”“创造幸福的未来”，努
力践行积极幸福的德育，携手探寻
德育的诗和远方。

（作者系江阴市责任督学）

打造新时代铸魂育人的班主任队伍
□陈振华、陆丽萍

5月9日，由无锡市教育局、无
锡市人民检察院、无锡市中级人民
法院主办，无锡开放大学、无锡教
育电视台承办的第四届无锡市青
少年法治宣传教育周启动仪式在
无锡开放大学举行。

启动仪式上，无锡开放大学校
长张旭从坚持政治站位，做好法治
教育顶层设计；整合校内外资源，
打造法治教育共同体；创新法治教
育新模式，专题教育务求实效三方
面，介绍了学校近年来在法治教育
方面取得的成效。无锡开放大学近
年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
想，充分发挥课堂主阵地和法治副
校长的作用，构建了“校检法关工
委法治教育共同体”，探索“校检法
携手，护航美丽青春”的新育人模
式，全面提升学生法治素养。

无锡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
副主任冯益民对青少年法治宣传
教育工作提出要求。他希望各地各
校要切实提高做好青少年法治宣

传教育的责任感，充分发挥课堂教
学主渠道的作用，积极完善青少年
法治宣传教育支持体系，系统构建
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长效机制。现
场，无锡开放大学的学生收到了
《民法典》和《无锡市青少年法治宣
传漫画》。无锡市人民检察院检察
官陆甜甜通过直播向全市青少年
做了题为《用好民法典，拥抱美好
生活》的讲座。

无锡开放大学于5月9日至5
月20日期间同步开展“遵纪守法
我先行”主题教育活动，在班级建
立安全法治宣传制度，开展“珍爱
生命，无毒家园”漫画比赛，“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下的罪与罚——从
疫情常见犯罪谈社会成员对法律
法规的遵从”“预防金融诈骗、拒绝
校园欺凌”等专题讲座，通过务实、
创新的工作姿态做好学校青少年
法治教育宣传工作，在每一个青少
年的心中种下法治的种子，让它生
根发芽、茁壮成长。 （陈春贤）

第四届无锡市青少年
法治宣传教育周启动

无锡青年师生热议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白皮书

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白皮书。这是我国首次专门就青年群体发布
白皮书。白皮书全面介绍了新时代党和政府为青年发展创造的良好条件、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展
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青春担当，是一部记录新时代中国青年发展事业成
果、反映新时代中国青年精神风貌的重要文献。

无锡广大青年师生第一时间关注白皮书的发布，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认真学习白皮书中
的内容与精神谈感受与感悟。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
家强。”我校团委将带领广大机电学
子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
民大学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教育
引导他们坚定不移听党话、矢志不渝
跟党走，让学生在青春赛道上奋力奔
跑，在青春实践中绽放光芒，不负青
春韶华，争做红心工匠。

顾志斌
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团委副书记

作为奋斗在教育一线的青年教
师，我们既要明确作为新时代青年的
使命，不断砥砺青春品格，以饱满的
热情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也要
牢记作为一名教师的职业担当，练就
过硬的本领，将“立德树人”的理念融
入教育教学的实践中，用自己的力量
引导青年学子成长成才。

朱琳玲
无锡市辅仁高级中学团委副书记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
家强。”广大青年要引领潮流，立鸿鹄
之志：以青春树立远大理想，把个人
理想与祖国前途、民族命运紧紧联系
在一起，不懈奋斗、积极贡献，让青春
在时代进步过程中焕发出更加绚丽
的色彩。

周铿霖
无锡市湖滨中学团委副书记

青年教师只有扎根基层、奉献岗
位才能不负韶华、不负人民。我们要
在工作中不断践行“四有好教师”标
准，在特殊教育学校，青年教师更要
融合学生特点开展教育教学活动，用
学生可以理解的方式关心学生成长，
健全学生的理想信念，成为学生发展
的引路人。

任 艳
无锡市特殊教育学校青年教师

学习完《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爱
党、爱国、爱人民的情感比其他任何
时候都要强烈，激励着我要更加努力
向党组织靠拢，把个人发展同国家的
兴衰荣辱紧紧连接在一起。我将牢
记党的教诲，坚定理想信念，刻苦钻
研专业知识，用赤诚之心感应新时代
的脉搏，在青春的赛道上，争取跑出
属于自己的最好成绩。

曹玉婷
江南影视艺术职业学院学生

作为一名团干部，我们要牢记立
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刻理解共青团
是广大青年在实践中学习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校的深远
意义，持续发挥团组织引领青年、凝
聚青年、服务青年的作用，努力培养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跑出属于
我们这一代人的好成绩。

杨 勇
无锡立信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团委副书记

“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努力
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
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
察时对广大青年的深情寄语，让我备
受鼓舞并深感责任重大。作为一名基
层团务工作者、高中历史教师，我将会
一如既往地团结引领广大青年坚定
听党话、跟党走，在实现中国梦的伟
大实践中书写别样精彩的人生。

黄佳琦
无锡市第三高级中学团委副书记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要始终坚
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和使
命，在育人实践中用心、用力、用情，助
力广大青年在青春的赛道上跑出当代
青年的最好成绩。作为一名青年工作
者，要教育引导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
矢志不渝跟党走，在青春实践中争做
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沈 倩
无锡市辅成实验学校团委书记

“在青春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争
取跑出当代青年的最好成绩”，是党
的期待，也是新时代幼儿教师要努力
答好的一份答卷。作为一名团干部，
我将不忘教育初心，牢记育人使命，
坚守儿童立场，为儿童学习与发展提
供更多可能性。

蒋 乐
无锡市实验幼儿园团总支副书记

作为一名青年学生，我由衷地为
强大的祖国而自豪！祖国的未来在
我们青年的手中，我们要在学习生活
中立鸿鹄之志，踔厉奋发，以更昂扬
的姿态绽放青春风采，在最美好的青
春年代，磨炼自身本领，以昂扬的拼
搏热情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
建设。

吴启泰
无锡市第一中学学生团委副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