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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有儿女

本报讯（记者 王梅） 羊

肉串没有羊肉、香炸猪排不

含猪肉、菠萝咕噜肉只有菠

萝没有肉……11月9日，在松

江一中第三届校园美食文化

节“柚香家宴”现场，一系列

“素菜荤味”美食带领师生们

开启了奇妙的味蕾之旅。

本届美食文化节的主题

为“健康饮食享生活美味，全

员导师奏育人华章”，师生们

分批入场享用美食。高一年

级新疆班的学生被安排在第

一批进场用餐。“期待很久了，

太棒了！”第一次体验校园自

助美食节，马合丽娅很开心。

享用美食前，她的同伴还和“导师爸爸”姚立强学

习和面、擀皮，一起包芹菜牛肉水饺。

当晚，包括姚立强在内的6名导师还和自己

结对的学生在现场大秀厨艺。洗切烧全程挑，

化学老师许养贤和学生们通力合作完成了凉拌

云丝、清蒸鸡蛋两道高蛋白快手菜。“许老师平

时就像妈妈一样关心我们的学习和生活，因为

美食节，我们还和许老师一起做菜，感觉更幸福

了。”高一（4）班学生王帷涵说。

除了厨艺秀，摆满了各色美食的自助取餐

区是师生们尽享好“食”光的主阵地。“感觉和平

时吃的没有明显区别。”“吃起来也是肉菜的口

感。”“味道很赞，怎么做的？”……在“素菜荤味”

取餐区，面对“食客”们的称赞与好奇，松江一中

食堂经理沈斌以香炸“猪排”为例开启了厨艺小

讲堂：“猴头菇劈成大片，沥干水分，裹上生粉，

粘满面包糠，素食‘猪排’就成形了……”

学校食堂既要管饱，还要管好，学校教育不

仅在课堂，也在校园生活的方方面面。松江一

中校长潘建荣介绍，校园美食文化节一年一个

主题，今年以健康饮食为主题，开展了健康饮食

辩论赛、健康饮食大家谈、健康食谱推荐等系列

活动。活动还特别策划与校园全明星导师节相

结合，初衷就是希望通过美食节进一步拉近师

生距离，全方位、多角度融合开展劳育、美育、食

育等教育内容，助力学生健康成长。

本报讯（记者 刘驰） 在近期举行的第十九

次世界陶瓷科学院院士选举中，东华大学功能

材料研究中心研究员张国军当选为世界陶瓷科

学院院士。

作为国际上硼化物陶瓷制备科学和性能研

究以及非氧化物陶瓷反应烧结领域的著名专

家，张国军致力于非氧化物陶瓷体系的相平衡

关系、致密化和微结构调控以及强韧化机理研

究。他率领团队成功开发了多体系、多规格高

纯超高温陶瓷粉体，基于超高温陶瓷组分和微

结构设计实现高温力学性能大幅度提升；创新

发展了陶瓷材料的原位反应合成工艺，探索出

多个有实用价值的原位反应体系，成功实现了

复相陶瓷的微结构与性能调控。张国军的团队

目前聚焦高熵陶瓷的设计与性能研究、新型功

能化结构陶瓷的性能发现与创制工艺，为先进

结构陶瓷的功能化及其在超高温、强辐照和强

腐蚀等极端环境下的性能提升与演变机理、材

料选择与应用研究提供理论与实验支持。

世界陶瓷科学院成立于1987年，致力于推进

世界陶瓷科学的发展及跨学科交融。世界陶瓷

科学院院士当选人均为国际陶瓷科学领域有突

出贡献和成就的个人，是陶瓷科学领域的最高荣

誉，自成立以来，院士总人数保持在200人以内。

本报讯（记者 刘驰） 由华东政法大学主

办的第一届“从法杯”全国大学生“法治中国”

调研大赛总决赛近日落下帷幕。经过激烈角

逐，华东政法大学“死刑法律援助调研队”和中

国政法大学“网络媒体时代刑事裁判调研队”

两支队伍脱颖而出，分别获得本科生组与研究

生组特等奖。

华东政法大学“死刑法律援助调研队”以自

建的万例死刑案件裁判文书数据库为基础，立

足“辩护质量”一个中心、“辩护理由”“法律援

助”两个切入点，厘清死刑法律援助辩护在当前

体系中的定位和不足，提出强化死刑辩护实效

性的体系方案。中国政法大学“网络媒体时代

刑事裁判调研队”的项目则是基于法学、心理学

的交叉学科研究，同时采用了实地调研和数据

建模等方法，对弥合公众和法官的认知鸿沟具

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据悉，本届比赛共收到来自全国 26个省市

65所高校的 166份稿件。经过三个月的激烈比

拼，最终 10支本科生团队和 10支研究生团队聚

首云端，展开比拼。同时，经过为期一周的公开

投票，浙江工商大学“软法协同发调研队”和中

国政法大学“网络媒体时代刑事裁判调研队”获

得本届“从法杯”最高人气奖。

在法治中国建设进程中，基层公共法律服

务、个人信息保护、法治政府评估等痛点和难点

问题迫切需要法律实证研究的支撑，需要法学

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需要理论和实践相结

合。“从法杯”全国大学生“法治中国”调研大赛

顺应法治中国建设的需求，在痛点和难点问题

的调研、优秀人才的培养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华东政法大学校长叶青在致辞中表示，希望广

大青年学生以大赛为契机，将知识累积为学识，

用学识增长见识，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的精

神状态参与到法治中国建设中去，为法治中国

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贡献青春力量。

本报讯（记者 刘驰） 大师剧《汪尧田》近日

在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松江校区倾情首演，以此纪

念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20周年。当天，学校

邀请汪尧田教授女儿汪加、汪明，外孙汪成等代

表与两百余名师生共同观看演出。

汪尧田教授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原上海对

外贸易学院国际经贸研究所所长，我国全球多边

贸易体制研究咨询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被誉为“中国复关入世第一学人”。

作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党史学习教育的重

要内容，大师剧《汪尧田》采用倒叙手法，从当时

年过八旬的汪尧田教授在电视机前目睹中国加

入世贸组织这一历史性时刻开始，生动演绎了汪

尧田倾尽毕生之力为中国“复关”“入世”奔走呼

号、鸣锣开道，带领研究团队多次在关键时刻挺

身而出、勇担重任，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方向

性问题和关键领域的谈判对策向高层建言献策

的历程，生动讲述了这些历史事件背后的故事。

他的一生可谓“七十年治学，三尺书桌容天下，谋

江山社稷国富民强，矢志不渝；二十载穷尽，几多

学人聚左右，论入世之道建谋献策，忠心赤胆”。

“非常荣幸来到我外祖父生前执教和治学的

地方，共同见证和观看大师剧《汪尧田》的首演，

大师剧再现了外祖父的一举一动和一言一行，让

我们切身感受到外祖父仍活在我们心中。”演出

结束后，汪尧田的外孙汪成代表家属向全体大师

剧演职人员和为大师剧首演辛勤付出的全体师

生表达诚挚的感谢。作为外贸战线上的一员和

上经贸大校友，他表示将传承汪尧田教授的家国

情怀。

大师剧《汪尧田》由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出品，

上海戏剧学院著名编剧陆军教授担任艺术指导，

李世涛副教授担任编剧，主要演员由上海对外经

贸大学学生担任。该项目自去年启动以来，创作

团队查阅了大量汪尧田教授相关资料，搜集了音

频、视频等相关史料，采访了汪尧田教授家属、同

事、学生、好友等二十余人，历经十余稿修改。在

排演过程中，参演学生放弃休息时间，认真研磨

台词、感悟大师精神。

当你的孩子还未学会说话，而其他同龄孩子

却已经开口说整句话了，你就会感慨：“真是别人

家的孩子！”

当你的孩子始终拙于表达，而其他孩子却能

伶牙俐齿地与老师、同学说笑，口齿清晰地讲故

事、背儿歌，你就会感慨：“真是别人家的孩子！”

当你的孩子每天做作业到夜里 10时，而成

绩始终处于中游，而其他孩子却成绩优秀、多才

多艺，你就会感慨：“真是别人家的孩子！”

曾几何时，“别人家的孩子”成了许多家长羡

慕妒忌的对象，成了焦虑的源头，成了遥不可及

的存在。如果有可能，真想跟拍“别人家的孩子”

一天，以揭开其神秘的面纱，让自己开开眼界。

“别人家的孩子”究竟是个怎样的存在？其

实根本不存在“别人家的孩子”！

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不可能完美，孩子也一

样。我们之所以会看到完美的“别人家的孩子”，

是因为我们只是看到了我们想要看到的。从某

种意义上说，“别人家的孩子”其实是我们内心

“理想孩子”的投射，是一种虚幻的存在。

比如：自己孩子的成绩不够优秀，你就会格

外关注那些成绩优秀的孩子，于是班级里的学霸

就成了“别人家的孩子”。在你眼里，那些学霸就

是完美的，甚至会觉得他们的言行举止都是那么

赏心悦目。由于你急切想要把自己的孩子改造

成学霸，你会选择性地看到他所有“坏的方面”，

并不断将自己孩子的劣势和学霸的优势比较，导

致对自己的孩子越来越不满，甚至会觉得他一无

是处。于是又开始感慨：“真是别人家的孩子！”

其实，你根本不了解真实的学霸，很有可能

他们的缺点恰好是自己孩子的优点。

笔者小时候就是“别人家的孩子”，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但只有我自

己知道，我其实没有别人想象得那么完美。我的

脾气很急躁，我缺乏耐心，我的嫉妒心很强，临近

考试，我同样会紧张焦虑，有时甚至头脑会一片

空白，不知如何答题，因为我太在乎考试结果

了。这些都是别人看不到的，我也不会对别人

说，因为不愿损害自己的美好形象。

我分明看到其他同学有很多优点值得我学

习。比如：热情、乐观、宽容、幽默、善于合作、很强

的同理心等等。我会默默地向他们学习，不断完

善自己。谁也不知道我这个“别人家的孩子”一直

在向那些“无可救药”的孩子学习，不断取得进步。

当我听到家长们对我的啧啧称赞，对自己孩

子的批评和贬损时，我内心在呐喊：“我不是你们

所说的那样！其实，你们的孩子就很不错，不要

再批评他们了！”但我始终没有勇气说出来，直到

今天，我才有勇气写出来。

美国一位明星曾说过这样一番话：当我看到

许多女孩子为了像我一样美丽和苗条时，就不断

节食、不断整容、不断折腾和折磨自己。我真想

告诉她们：“其实我没有那么美丽和苗条。我有

专门的化妆师、服装师和摄影师，在他们的精心

设计和包装下，我变得光彩照人，真实的我并没

有那么完美，你们不必用牺牲健康和自我的方式

来模仿我，真的不值得！”

“别人家的孩子”是不存在的，我们千万不要

在自己的孩子面前过度夸赞“别人家的孩子”，过

度贬损自己的孩子，这样不仅不能激发自己孩子

的斗志，而且还会损害他的自尊心，损害我们自

己的形象，结果适得其反。

当我们明白了“别人家的孩子”的真相时，就

不会因为一个虚幻的形象令自己焦虑不堪，不会

令自己的孩子时刻处于愧疚状态，不会令亲子关

系紧张和恶化。“自己家的孩子”才是真实的存

在，才是我们值得关注、关心和关爱的。当我们

眼里满是“自己家的孩子”时，“别人家的孩子”就

不会贬损我们的心灵了。

本报讯（记者 王梅） 立

冬过后，九亭四小趁着时节

“端”出了今年的“节气探微”

立冬特色创意课程成果。11
月 15 日下午，学校二年级的

孩子们在“嗨翻立冬节”系列

活动之“巧手酿黄酒”实践课

堂上大展身手，将今冬的醇

香装罐封存。

酿黄酒课程分班分组进

行，孩子们先通过教学视频

观摩了黄酒酿制的过程。紧

接着，各任课教师分步介绍

讲解了黄酒酿制的程序和注

意事项。正式制作环节，提

前蒸好的糯米上桌，孩子们

兴奋地戴上一次性手套，按

照加凉开水降温、放入酒曲

搅拌揉搓、装罐挖洞等步骤

当起了酿酒师。一番操作之

后 ，大 家 形 成 了 自 己 的 经

验。二（8）班学生郭俊廷说：

“给糯米降温的过程要多次

加水，这个过程要很有耐心，

揉搓糯米的时候还要揉得非

常均匀才行。”也有一些孩子

在小试牛刀后体会到了黄酒

酿制的不易，二（6）班学生赵

悦颜表示：“听讲的时候感觉

挺简单的，真正做起来却很

难，糯米黏黏的，揉的时候会

黏在手套上。”

与孩子们一样，二（6）班

责任导师于乐也是第一次尝

试酿制黄酒，深感制酒不易。

她所带教的学习小组单是给

糯米加水降温就花了一刻钟

时间，其间每加一次水，就要

用力搅拌几圈，还要时刻注意

其他事项。作为一名小学数

学教师，于乐将酿黄酒课程与

学科相联系，她说：“给糯米降

温的过程中，老师会特意提醒

学生注意观察温度计上数字

的变化，因此这也是数学知识

学习的情景课堂。”

记者注意到，创意课程

中，每班都有3名跟班导师与

学生一起上课。“自建校起，我

们就将二十四节气文化确立

为传统文化项目研究的方

向。2018 年，学校被确立为

上海市小学低年级主题综合

活动课程的试点学校后，开发

了‘节气探微’主题模块。”九

亭四小副校长沈怡介绍，今

年，学校又融入了全员导师制

带教元素，各班教师以导师身

份参与“节气探微”系列活动。

“童趣、童心、童行。”九亭

四小校长朱平华介绍，“嗨翻

立冬节”节气探微系列活动分

为立冬分享会、立冬养生记、

立冬小诗人、巧手绘立冬、神

奇的酒曲、巧手酿黄酒等多个

子活动。作为立冬主题模块

的收官活动，新开设的巧手酿

黄酒互动课程无疑为学生提

供了实践探究、社会交往等多

元表达的时间和空间，也为学

生提供了更多的兴趣培养和

习惯养成的机会，从而帮助学

生获得知识性学习和社会性

成长“两条腿”走路的本领。

本报讯（记者 王梅） 在

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大背

景下，学校如何创新形式、整

合资源上好思政课？11月12
日，由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与

附校合力推出的“启航讲堂”

开讲，小语种课程与思政课

首次碰撞便擦出了“红色”火

花，沉浸式体验课堂让在场

大学生与小学生收获满满。

不同于以往的思政课，

“启航讲堂”首讲以诵感言、讲

故事、演话剧、听党课等多样

化的“沉浸式”学习方式“亮

相”。由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

际商务外语学院原创的党史

学习教育独幕话剧《百年启

航》带领师生们“走近”1919
年从上海启航的留法勤工俭

学运动，了解蔡和森等先辈们

为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

传播、组建旅法共产党早期组

织等所作出的努力。

除了在形式活泼的话剧

中了解历史，贯穿全剧的法

语交流场景也成为孩子们学

习小语种的鲜活教材。四

（2）班李伊涵说：“比起平时

的法语社团课，哥哥姐姐们

的精彩表演更让人过目不

忘。”原来，自今年 4月起，学

校联合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推

出了小语种“启航计划”，全

面升级学校的课后服务。共

开设 3个法语、4个日语启蒙

班，每周为220多名小学生教

授日语和法语。

“‘启航讲堂’创新大中

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模式，

将小语种课程与思政课融会

贯通，试图以沉浸式、体验

式、情景式党史学习形式打

破不同学段间的学科壁垒。”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商务

外语学院法语和汉语国际教

育教工联合党支部书记游晓

航认为，通过讲好“四史”中

的外语故事，可以启发学生

探索外语故事中蕴含的红色

基因，激发学生主动学习党

史、用心感悟党史，让丰富的

红色文化资源真正成为学生

的力量之源、情感之源和动

力之源，也将党史学习教育

融入校园文化建设。

大手牵小手，同上一堂

课。当天，上海对外经贸大

学“红牛”公益宣讲团的优秀

大学生代表华天玮、马烨昕、

章锋成结合他们近年来深入

基层调研收获的丰富素材，

讲述了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

的“前世今生”，探寻国歌展示

馆与历史博物馆里的红色足

迹，描绘了杭州市黄湖镇青山

村的乡村振兴强国之梦。听

完“哥哥姐姐们”的精彩分享，

四（2）班学生杨珺暄憧憬起自

己的大学生活，她说：“将来我

也要像哥哥姐姐们一样，走遍

祖国的山山水水，感受我们国

家悠久的历史文化。”

当天，围绕“留学生与党

史”这一主题，上海对外经贸

大学附属松江实验学校党总

支书记张辉还为大家上了一

堂名为《建党百年来两次留

学潮和归国潮》的微党课。

党课以五四运动、新中国成

立、改革开放为节点，讲述了

仁人志士带领中华儿女追寻

民族复兴梦想的事迹。

“如果说小语种‘启航计

划’开启了我们附校学子探

索语言新世界、寻找人生新

兴趣的启航之旅，那么，今天

的‘启航讲堂’则是推进高校

与基础教育在党建和课程建

设上深度合作，进一步发挥

大学和附校外语课程与红色

活动育人合力、挖掘语言课

程中的红色基因、构建大中

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重

要创新探索。”上海对外经贸

大学附属松江实验学校相关

负责人表示，学校将继续以

立德树人、铸魂育人为根本

任务，依托特色思政课程，培

养学生的爱国情怀、社会责

任感、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

纪念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周年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大师剧《汪尧田》首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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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大学研究员张国军
当选世界陶瓷科学院院士

为法治中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华政首届“从法杯”大赛落幕

“别人家的孩子”究竟是个怎样的存在？
□沈苇磐

将立冬的醇香装罐封存
九亭四小特色创意课程玩转二十四节气

外语课与思政课
擦出“红色”火花

上经贸大附校“启航讲堂”开讲

大师剧《汪尧田》首演。 通讯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