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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2 日，常州纺织服装职
业技术学院“百草根”商贸集市在该校
体育场如火如荼开展。据了解，“百草
根”商贸集市为该学院大学生创业启
蒙教育的一大尝试，至今已坚持开展
了九年。

每周三下午，都是“百草根”商贸
集市开市的日子。22 日，“百草根”商
贸集市九周年庆，220个铺位、近1500
余学生创业者设摊，近万名学生消费
者参与庆典活动，营业额破十万元。

据该校创业学院副院长王磊介
绍，“百草根”商贸集市是在全仿真“现
实商贸集市市场的运营和管理模式”
下运作的一个校园学生商贸集市。“集
市包括‘工商局’‘城管局’‘税务局’
等 ，学 生 设 摊 前 都 需 领 取‘ 营 业 执
照’。”王磊说，这样全仿真模拟旨在让
学生熟悉市场经营全过程，培养学生的
创业基本素质，创业和市场经济意识，
了解市场运作的经济规律，激发学生的
创业热情与事业心。“学生在校期间初
步体验自主创业的感觉，品尝挖掘人生
第一桶金的酸甜苦辣。”王磊介绍，创始
至今，“百草根”经过九年的发展壮大，
已有2万余名学生参与创业实践，现成
为了该校创新创业教育的阵地。

记者了解到，除了百草根商贸集
市，该校还设置了百草根创业大讲堂
和百草根创业铺，邀请知名企业家前
来讲座，学生之间相互交流创业心
得。“学生在这些平台中的实践都会被
记录，累计到 16 次，即可获得社会实
践的3个学分。”王磊介绍，此外，学校
还打造了一“市”、一“堂”、一“报”、一

“会”、一“网”、一“课”、一“集”等七个
“一”的创业实践教育文化体系。如今

的“百草根”已成为常州纺院学子追逐创
业梦想的舞台，也是学校创新创业教育
的一张名片。

作为江苏省首批大学生创业示范校
和创业示范基地，常州纺院以培养青年
学生的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
能力为目标，全面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教
学改革，并推出了一系列的创新举措。

来自东台的学生小张在学校的帮助
下，在学院学子集贸城开设了一个水晶
研发工作室，主要从事手工制作，再在线
上销售。目前，该工作室的营业额每月
可达八九千元。“学校的老师在创业过程
中给了我们创业团队很多帮助。除了免

房租、水电等硬件支持，更重要的是专业
老师的指导。”小张说，毕业后她打算继
续她的手工事业。据了解，该校将创新
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设立创
意梦工厂、学子集贸城、企业实训营、创
业星街区，全面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创
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

课程是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中的关
键。学院构建了第一、二、三课堂协同育
人机制，分层次培养。学生在一年级进
行创新创业意识培养、精神熏陶，开展创
新创业通识教育，重在“启蒙”；二年级将
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知识融会贯通，开
设专业类创新创业教育，重在“模拟”；三

年级进行创新创业思维和企业运营管理
的综合教育和创业实践，实行跨学院、跨
专业的多元培养，重在“实战”。

今年 6 月，常州纺院成立了创新创
业学院，旨在为学生提供创业孵化。“创
新学院将向有创业需求和想法的学生提
供有效的技术指导和有力的优惠政策。”
据了解，学院的“创业诊所”定期组织创
业导师帮助创业者把脉、会诊，解决创业
过程中的问题；“创业银行”则为创业者
解决创业融资难问题；“创客联盟”为大
学生创业者提供创业交流互助平台，开
通资源共享渠道。王磊表示，通过“贴心
的政策支持”、“暖心的物质保障”和“省
心的配套服务”，护航创业孵化。

以赛促创也是提升创新创业能力的
方式之一。学校充分发挥创新创业大赛
的引领作用，通过创新创业大赛展示青
年学生的创新创业成果、激发创新创业
热情、打造创新创业氛围。该校作为常
州市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创新创业大赛
常设承办基地，已成功承办了九届常州
市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创新创业大赛。
而在近日，该校大学生创新创业发展中
心 被 江 苏 省 教 育 厅 认 定 为 “2017—
2020 年度江苏省大学生创新创业示范
基地”。通过双创大赛，融合自身特色与
优势，常州纺院已经走出了一条将专业
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深度融合、理论与
实践并重的“双创大道”。

常州纺院负责人向记者表示，今后，
学校将顺应新时代、新形势，积极丰富、
完善具有学校特色的创新创业教育体
系，探索一条符合学校办学目标和办学
定位的发展之路，逐步形成较强的“常纺
影响力”与社会辐射效应，不断提升人才
培养质量。 （尤佳 文/摄）

“百草根”商贸集市开展九年

“常纺之路”培养学生创业素质

本报讯 26 日，常州西藏民族
中学第八届汉藏家庭结对活动在金
珠峰艺体馆启动。151 名藏族七年
级新生与“常爸常妈”结对，在常州
找到了一个温暖的家。

“相亲相爱，犹如茶与盐巴”，在
常州的土地上，近千对“常爸常妈”

正用实际行动积极践行着这句藏族谚
语。活动中，微电影《常藏青春》记录
了一名常藏学子的心路历程，让常爸
常妈对内地西藏班学生有一个更加直
观的认识和了解。

现场一个多小时结对仪式全程通
过网络直播，西藏家长在万里之外也
可以感受常州的无私大爱。

据了解，2010 年至 2017 年，八
年时间，汉藏家庭结对活动完成了由
尝试到成熟，由部分学生结对到每个
学生结对，由单纯的一次结对活动到
后 续 系 列 活 动 的 转 变 。 截 至 2016
年，共有 1138 名藏族学生与 1138 个
常州家庭结对。藏族孩子亲切地称
呼结对家庭的爸爸妈妈为“常爸”、

“常妈”。 （史磊）

第八届汉藏家庭结对活动

151名新生与“常爸常妈”结对

本报讯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总结部署全市教育
系统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11
月24日，全市教育系统加强党的建
设和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在田家炳高
级中学召开。

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市教育局局
长杭永宝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行十九
大精神主题宣讲，并总结部署了全市
教育系统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

杭永宝局长从八个方面宣讲十
九大精神：一是关于党的十九大的
主题和主要成果；二是关于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
是关于过去 5 年的历史性成就和历
史性变革；四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新时代；五是关于我国社会主

要矛盾的变化；六是关于“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的战略部署；七是关于我国经
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部署；八是关于坚
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会上，杭永宝全面部署了2018年
全市教育系统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
作。他指出，要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
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
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
进反腐败斗争，为全面提升教育现代
化建设水平、全面实施“五大行动计
划”提供坚实保障和支撑，并重点做好
五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加强思想政治
工作；二是加强基层组织建设；三是加
强干部人才队伍建设；四是加强党风
廉政建设；五是加强群团统战工作。

会上，辖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党组织
和市委教育工委直属党组织以书面材
料的形式进行了工作交流。 （教宣）

教育系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五大行动计划”
加强党的建设和思政工作

本报讯 11月24~27日，由教育
部主办的2017年全国职业院校信息化
教学大赛在山东济南举行。由常州刘国
钧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四组参赛队组成的
常州代表队荣获中职组课堂教学项目、
教学设计项目、实训教学项目四个一等
奖，占江苏省所获一等奖的四分之一，创
历史最佳成绩。其中，常州市课堂教学
项目组荣获全国一等奖第一名。

据了解，本次大赛分为中等职业教
育组、高等职业教育组和军事职业组。
每组均设立信息化教学设计、信息化课
堂教学、信息化实训教学3个赛项，覆
盖了中高职全部公共基础课程和专业

门类，并在平面锉削、零件尺寸测量、手工
点钞、食品雕刻等实践性教学中展示信息
化手段的应用，以此重点考察教师运用信
息技术、数字资源和信息化教学环境，实
施教学、解决难点、达成目标的能力。

大赛共吸引4114名教师参赛，收到
1587件作品，均创历届新高。经全国职
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组委会组织专家
对参赛作品进行初评，筛选出 372 件作
品入围决赛。其中，中职组信息化教学
设计比赛作品 117 件，信息化课堂教学
比赛作品51件，信息化实训教学比赛作
品 31 件。江苏队中职组共获 17 个一等
奖、5个二等奖、4个三等奖。

自2010年以来，教育部每年举办全
国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作为唯一
由政府部门主办的教师教学竞赛，全国
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国家、省、市、
校四级赛事体系不断完善，有力带动了
职业院校广大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的提
升，在职教战线形成了“学生有技能大
赛，教师有信息化教学大赛”的局面。

刘国钧高职校作为我市唯一职业
学校代表队参赛，学校获金牌数位列
全国首位。近年来，该校切实将“混合
式教学”“移动教学”“大数据分析”等
先进教育技术更好地服务于高技能人
才培养。 （教宣 黄秀娟 皇甫）

常州职校获全国信息化教学大赛4金

23 日，感恩节当天，常州轻工职
业技术学院余美芳感恩知责工作室的
同学们组织开展了一场特别的暖心感
恩活动——温暖从脚开始。他们分别
邀请自己的母亲、学校的保安大叔和
公寓宿管阿姨来到工作室，让他们享
受了一把足疗的惬意。

余美芳老师家庭先后收养了 5 位
孤寡老人，被中央文明办等部门评为

“全国五好文明家庭”“全国最美家庭”
和“全国孝老爱亲最美家庭”。其事迹
被中央台报道，并受到习近平总书记
的接见。

轻工学院充分挖掘这一校本文化
资源，在学生公寓辟出专门房间，命名
为“余美芳感恩知责工作室”，进行以

“孝老爱亲、感恩知责”为主题的传统
教育，并利用这一场所的特殊氛围，将
这里作为学生日常思政工作的场所和
来校家长与学生交流的场所。

吴佳伟 文/摄

本报讯 日前，常州市第三中
学 8 位同学提出的《关于进一步改
善环卫工人生存现状的提案》（本报
曾于 2017 年 3 月 2 日报道），获得了
国家住建部的回复。

据了解，此提案最终由常州市
第三中学与上海奉贤中学联合提
出，再由全国政协委员、致公党江苏
省委委员、南京艺术学院教授、著名
书法家徐利明先生提交至今年全国
政协大会。

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回复
函中对这份提案给予了高度评价：

“提案经过了充分调研，对环卫工人
权益保障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具

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并表示将结合提
案建议，在今后重点做好相关工作。

提案参与者，学生王昊表示，这份
回复和提交提案的经历，让所有同学
们接受了民主的洗礼，更在他们心中
种下了一颗“民主协商”的种子。

模拟政协社团是市三中公民教育
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通过
系列活动课程，践行和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培养学生从公民的视角、社
会与国家的高度看问题，用科学的方法
去分析问题并尝试运用合理方式解决
问题，引导学生由关注生活到放眼社
会，培植学生作为社会一份子的自主、
自醒、自强意识。 （杨春玉 温惠红）

市三中：

学生提案获国家住建部回复

常州市小记者协会征集合作伙伴常州市小记者协会征集合作伙伴
常州市小记者协会是由常州市中小学新闻爱好者自愿结成，依托《常州晚报》从事新闻相关活动的全市联合性组织。旨在通过媒体平台，整合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等资源，构建提升中小学生综合素质的大平台。

协会接受常州市委宣传部、常州市文明办、常州市教育局、团市委和常州市民政局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目前有近两万名常州晚报小记者，分布在全市170多所学校，工作机构设在常州日报社教育培训工作室。

为了给小记者提供多样化的增值服务，常州市小记者协会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合作伙伴，欢迎机关企事业单位、知名商家、社会各界与我们联系，让常州晚报小记者团架起我们互动的桥梁，实现合作共赢。

一、征集对象
1、小记者实践基地。能供常州晚报

小记者参观、采访、体验，能给小记者提供

锻炼自己的综合实践能力和开阔视野的

基地，包括机关企事业单位、旅游景点、农

庄、茶园、果园、特色商家、拓展基地等。

2、小记者培训基地。能给常州晚报

小记者进行集中培训活动的场地，合作对

象包括各培训学校、艺术培训中心等机

构。

3、小记者协会联盟知名商家。能给

小记者购物提供一定折扣的优惠或为晚

报小记者家庭消费提供优惠。

二、合作条件
1.有独立法人资格、过硬的服务质量

和接待能力。

2.具有良好的信誉品牌，在所属行业

有一定的影响力和良好口碑。

3.为小记者或家长提供各项专属优

惠，且有利于小记者的成长和发展。

三、招募程序
1.向常州市小记者协会提出申请。

2.常州市小记者协会工作人员现场

参观，商谈合作事项。

四、权责事项
1.相关权益

①由常州市小记者协会授牌，所有合

作伙伴将全部汇编成册赠送到2017年度

的全体常州晚报小记者手中。

②一旦成为常州市小记者协会合作

伙伴，将享受常州日报社品牌宣传和推广

的各项优惠。

③在《常州晚报•小记者周刊》及小

记者官方微信平台合作伙伴宣传介绍。

④通过小记者们的笔尖和镜头，对合

作伙伴进行采访宣传，有助于提升知名度

和影响力，获得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

丰收。

2.相应义务

常州市小记者协会合作伙伴有效期

一年，并提供针对小记者的特许优惠政

策。服务质量自觉接受媒体监督，并提供

品质优良之服务。

五、目前活动基地（部分）

常州四药公司、龙控集团恐龙园、东

方盐湖城、淹城春秋乐园、嬉戏谷、孝道

园、天宁宝塔、常高新集团……

六、联系地址及洽谈热线
常州市小记者协会
办公地址：
常州报业传媒大厦1201室
常州日报社教育培训工作室
联系电话：86601082

13861290800
联系人：高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