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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 月 23 日，常州旅游
商贸全体教职工率先以长跑1500、
800 米开启该校第九届运动会的各
项赛事，“让老师跑起来”成为独特
的风景线。

观看比赛的应用外语系王宁同
学说道：“看到平时站在讲堂上的老
师在赛道上，感觉特别不一样，老师
们也是拼尽全力完成赛事。我也要
发扬这样坚持不懈的精神。”

据了解，在体育+美育理念指
导之下，该校在本学期新增了劳动
实践周、礼仪活动周课程，在教师
群体中发起了“阳光体育”活动。
校长秦益霖表示，在新形势新要求

下，要把体育运动当作一种习惯,让
身心健康成为一种追求，勇于挑战，
找到最美好的自己。

（王海燕）

常旅商第九届校运会

“让老师跑起来”

本报讯 10 月 22 日，常州老年大
学以我市非遗乱针绣为体裁而自行创
作编导的舞蹈《丝丝绣依依情》，在广
西南宁举办的“第六届全国老年大学
文艺汇演”中荣获银奖。

常州非遗乱针绣源于二十世纪
30 年代，因其采用长短交织、针法活
泼、线条流畅、色彩丰富、层次感强、风
格独特而自成一格，被誉为中国第五
大名绣。舞蹈《丝丝绣依依情》的创作
根植民间艺术，借鉴民族元素，以肢体
语言跨越时空、塑造了心灵手巧的绣
娘形象。

本届比赛有来自全国老年大学的
65 支优秀团队参赛，常州老年大学舞
蹈队脱颖而出荣获银奖，是该校在老
年艺术教育领域的重大突破。

（谢林玲 王芳）

老年大学

舞蹈乱针绣
获全国银奖

10 月 15 日，第四届中国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在厦门大
学落幕。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的参
赛项目“情系民生热豆腐——壹明唐
现做现卖豆制品连锁运营”荣获就业型
创业组金奖，实现了江苏省高职院校互
联网+创新创业大赛金奖的历史性突
破。全国仅两所高职院校获此殊荣。

这是该院多年深耕人才培养、培
育 工 匠 人 才 的 一 个 生 动 注 脚 。 自
1958 年创建以来，常州轻工职业技术
学院始终深深植根轻工行业，为轻工
行业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高素质
技术技能型人才，形成了鲜明的轻工
行业办学和育人特色。学院先后荣获
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1项、二等奖2
项，省级教学成果特等奖1项、一等奖
1项、二等奖8项。2008年，被确立为
江苏省示范性高职学院。

涵养匠心：“工匠精神”
激励学生正向成长

20 世纪 80 年代，一个世界性的
难题摆在了纺织人面前——牛仔布预
缩率稳定控制问题。几年后，常州黑
牡丹集团的青年技工邓建军破解了这
一难题。那时，他才从常州轻工业学
校毕业不久。

多年来，邓建军先后参与了500多
个项目的技术改造，独立完成了140多
个项目，陆续攻破 30 多个国际难题。
2005 年，邓建军被评为“全国劳动模
范”，并入选新世纪全国首批“能工巧
匠”，被称为“世界技工”与“金牌工人”。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工人，能走到
今天这一步，是母校给了我创新、创造
和攻坚克难的力量。”每次接受采访，邓
建军总是把一切归功于自己的母校。

2006 年开始，轻工学院构建以邓
建军“爱岗敬业、自强不息”精神为核
心的学校文化，建“建军班”、铺“建军

路”、植“建军林”、塑“建军像”，聘请邓建
军等 4 名省级产业教授和 17 名市级产
业教授在校任教，让“大国工匠”精神在
校园里落地生根；以“全国孝老爱亲最美
家庭”事迹为发轫点进行感恩知责教育，
形成了“工匠精神培育”与“感恩知责教
育”“双轮联动”的学校文化育人模式。

如今，第一批“建军班”学生手植的
“建军林”已经亭亭如盖。校园里也陆续
走出一批批高素质的能工巧匠：工电专
业的丁建华，毕业后被分配至南通工业
设备安装公司，帮助公司在行业情势低
迷中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工电专业的陈
春栋，毕业后创办了常州市理工微型计
算机研究所；软件专业的黄俊鑫，身体残
疾却坚忍不拔，先后开发了进销存管理
系统、一网缴费平台等，毕业后直接被常
州市政府点名要走⋯⋯

“培养匠才，首在立德立心。”一名大
国工匠的养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只有
涵育出一颗金子般的匠心，才能让学生
走得更远。

砥砺匠艺：“PECCW”铺
就学生成才之路

2012 年 9 月，当闫朝恒背着简单的
行囊，从连云港赣榆农村一路辗转走进
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的大门时，并没
有想到，他会在这里收获成功和传奇。

从大学期间开始创业并申请多元复
合发酵豆腐专利，到毕业时收购常州琼
玉豆腐有限公司，再到创立“壹明唐”豆
腐连锁品牌。短短几年时间，闫朝恒就
成长为远近闻名的“豆腐大王”。2017
年，“壹明唐”加盟店及直营店总数达
600 多家，遍布上海、江苏、贵州等数个
省份，年营业收入达到 3630 万元，带动
就业5000余人。闫朝恒坦言，创业的道
路并不是一帆风顺，前进的每一步都离
不开母校的支持，更离不开在校期间受
到的实践磨砺。

在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像闫朝
恒这样敢于创新、勇于实践的学生很
多。为了夯实学生的成才基石，学院探
索创建了“PECCW”这一独特的人才培
养模式。PECCW 意为“依托工程项目

（P）、建立企业学院（E）、重构课程体系
（C）、聚焦课堂改革（C）、搭建教学工坊
（W）”，把传授知识、培养能力、提高素
质融为一体，按照企业岗位要求重构课
程地图。这种以职业素养为目标的培养
模式，让课堂教学与实际生产“无缝对
接”，也为学生搭建了一条快速成长为

“工匠”的通途。
不久前，学院收到了一封来自张家

港华芳金陵国际酒店的感谢信，对在酒
店毕业实习的学生王卉给予了高度肯
定。王卉在实习中“以情服务，用心做
事”，以敬业爱岗的精神和一流的职业素
养赢得了酒店上下和客人的好评，被评
为“五星礼仪大使”。

多年来，学院为轻工行业和区域经
济发展培养了五万余名高素质技术技能
人才，涌现出了全国劳模邓建军、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吴宏胜、江苏省
技能状元周晶、“感动江苏”十大人物王
辉等一大批能工巧匠和创业典型。学院
被评为“江苏省高技能人才摇篮奖”。

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
主席团名誉主席徐匡迪在来校调研时盛
赞：“在这样好的学习环境中，学生不仅能
学到制造的技术，更能学会制造的艺术。”

磨砺匠才：“金牌教练”引
领学生创新实践

时值仲秋，校园里的桂花开了又谢。
学院的“金牌教练”韩迎辉老师却丝毫没
有关注到。从9月份开学以来，他就一直

“泡”在学院产教园里的“教学工坊”：带学
生做实验、指导科创、迎战职赛⋯⋯

2010年至今，韩迎辉指导学生在全
国高职院校技能大赛中荣获了8个一等

奖，他也因此多次被评为全国优秀指导
老师和省技能大赛先进个人，2017年荣
获江苏省“五一劳动奖章”。

在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的校园
里，像韩迎辉这样的“金牌教练”还有很
多。金牌获奖团队指导老师沈治介绍，
仅他所在的电气工程与技术学院，近几
年先后走出了 20 余位金牌选手和 10 多
位“金牌教练”，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一项赛事中获得 12 金、4 银、1 铜的好
成绩。“其他的比赛获奖更多，金牌数数
也数不过来。”

为了提高学生的技能水平，近年来，
学院创建了工程师训练营，并与周边多
家企业合作创建了校企合作人才培养基
地，打造出了前校后厂的培养模式。

在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老师在
企业生产一线摸排机械设备，学生在车
间里跟着工人师傅实训实习，已成为常
态。学生们创新思维“火花四溅”，创新
实践“遍地开花”。

近几年，学生在各类国家级、省级技
能大赛中获一等奖 120 余项、二三等奖
数百项。学院连续3次被省教育厅授予

“江苏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先进单位”荣
誉称号。

在今年的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常
规赛项中，学院获得奖牌数 23 枚，全国
排名并列第 17、江苏省排名并列第一。
大赛中，当参加“风光互补发电系统安装
与调试”的3名同学完美完成工艺时，现
场的外国观摩团人员纷纷竖起大拇指，
连声赞叹：“No.1！”

10 月 22 日，经省政府批准，常州轻
工职业技术学院正式更名为“常州工业
职业技术学院”。学院党委书记缪昌武
表示：“培育‘大国工匠’是高职院校的时
代使命和责任担当。未来学院将进一步
探索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规律，
持续孕育匠心、打造匠才、成就匠人，培
养出更多的‘大国工匠’，成为高职院校

‘工匠人才’培育的典型。” 杨劲松

──来自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人才培养工作的报道

涵养匠心，育新时代“工匠人才”

10 月 23 日，香槟湖小学迎来了
40 位来自青海玉树曲麻莱县的藏族
孩子，进行为期一天的汉藏学生手拉
手活动。

四年级老师朱欣荣为汉藏学生精
心设计了一节《我有友情要出租》绘本

课。整个阅读过程形象生动，吸引了
孩子们的注意力，激发了他们对绘本
故事的兴趣。

绘本课后，汉藏学生举行大联欢活
动。四年级学生为大家带来了扬琴《喜
讯》、现代舞《barbarbar》，把全场气氛带

到了高潮；能歌善舞的藏族同学为大家
带来了集体舞《欢腾的玉树草原》《吉祥
之舞》和大合唱《赞美三江源》。

当天，“格桑花”还与香槟湖小学
学生一起，展开篮球运球游戏文化交
流，体验包馄饨。 潘静 图文报道

香槟湖小学：

牵手格桑花，汉藏一家亲

本报讯 10 月 27 日，由省教
育厅、省体育局主办，省学生体育协
会职业学校工作委员会承办的江苏
省职业学校第五届田径比赛在南师
大仙林校区举行，来自全省30多所
职业学校近千名运动员参加此次大
赛。

刘国钧高职校 16 名田径队运
动健儿获高职组团体总分第一名、

高职男子组第一名、高职女子组第一
名好成绩，这是继2017年第四届田径
比赛之后，又一次包揽三项第一。

该校共荣获奖牌26枚，以总得分
253 分、领先第二名 78 分的绝对优势
高居得分榜首位。其中黄志强在 400
米栏、陈思在 800 米、张媛媛在 1500
米比赛项目中破省大会纪录。

（王家琪）

刘国钧高职校

全省职业学校田径比赛再夺冠

本报讯 近日，河海大学常州校
区人文社科部赵晓春副教授在《思想
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上进行创新，
借助 APP 的课堂投屏、线上签到、主
题讨论、投票评分等功能，令学生反客
为主，积极参与到课堂学习中来。

据赵晓春老师介绍，采用“智慧课
堂”能提高学生在思修课堂上的参与
度，从而取得良好的教学成果。她从
2015 年开始对教学方式进行改革创
新，实行智慧课堂，开展线上线下混合
式教学。今年秋季又新增了使用学习
APP的环节，提高课堂的参与度。

除了课堂讨论以外，还有课后发起
线上话题讨论。赵晓春采用精华置顶的
激励方式及时反馈，让每一个学生发表
学习感悟和内心体悟，将思修课的学习
与思考落在实处、更加深入。“黑土麦田，
实 干 兴 邦 ”“ 对 人 工 智 能 发 展 的 思
考”⋯⋯这些立意深远的话题都是这些
大一新生们根据课堂内容发表的讨论题
目。赵晓春表示，“相比起往届，这一届

‘00 后’的同学着实给我带来惊喜，‘水
帖’明显变少，精华帖层出不穷。”

对于课堂上“00 后”同学们的活跃
表现，课堂外讨论的精彩纷呈，赵老师表

示这并不是单方面原因造成的。“学校正
全面落实教育部关于思政课教学改革的
各项要求，我也更加注重师生互动、生生
互动，更加注重对学习过程的考核，同时
学生们对思政课的逐渐重视也是不可忽
略的因素。”

思修课的创新巧妙将学生与教学紧
紧联系在一起，打开了良性互动的趣味
模式，让学生真正成为课堂的主人。“亲
身参与到教学当中，能更好地了解我们
的课题，在这个过程中更深入地理解了
教学内容。”学生李佳龙如是说。

（毛瑞婕 陶燕 胡卓依）

河海大学常州校区思修课再创新

新增课上APP环节和课后线上讨论

本报讯 首届常州市“粮以载
德 ，食 育 修 身 ”主 题 教 育 活 动 于
10 月 26 日在江苏常州城北国家粮
食储备库举行。该活动由常州市教
育局、市粮食局、团市委联合举办，
旨在倡导全市青少年自觉践行尊重
粮食、节约粮食的传统美德。

活动评选出全市 46 所初高中
校、职业学校的 46 名校园宣传大
使，他们将向全校同学和身边的伙
伴发出行动倡议，培养居安思危、惜
粮如金、节粮成习的良好风尚。同

时，监督父母与亲人，在全社会倡导形
成健康饮食、合理消费的理念。

活动现场，学生宣传大使们实地
体验和学习了种粮、运粮以及粮食储
备等多个环节，进一步认识食物、珍惜
食物。

记者了解到，此次系列活动，我
市各中学的食育教育将与综合实践
课、主题班会课等课程相结合渗透，
举行光盘行动等活动，推进食育进校
园，建设食育文明礼仪，提升学生的
品格修养。 （教宣 尤佳）

首届食育修身主题教育活动

46名宣传大使倡议节约粮食

用废旧纸盒制作成“城砖”，近
日，鸣珂巷幼儿园的中班学生用这
样有创意的形式，搭建了一个长约
十米、高约半米的“长城”。据了解，

10 月为该园的爱国教育月，该园通过
祖国知识大冲浪、道德讲堂情景剧表
演，对幼儿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陆雨青 图文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