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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常州第一升学”微信

本报讯 7月2日，常州老年大
学举办“丝韵悠长葫芦丝教学成果
汇报演出”，芦声传情，丝韵悠长，一
个个精彩节目吸引了现场观众。

据了解，常州老年大学在2011
年就开设了葫芦丝班。葫芦丝音色
轻柔细腻，简单易学，又方便携带，
深受中老年朋友的喜欢，每次开设
新班都很快报满。目前常州老年大
学共有 8 个葫芦丝班，在校学员
240多人。开设葫芦丝班八年多
来，累计学员近千人。现在天宁、新
北老年大学及一些社区老年学校都
开设有葫芦丝班。

2016年在常州市有关部门的

支持帮助下，老年朋友自发组织成立
了常州市葫芦丝联谊会，挂靠在常州
市音乐家协会。由于老年朋友喜欢扎
堆练习，该校又积极开辟第二课堂，利
用社区的公共社会资源，将葫芦丝教
学活动向街道社区延伸。先后在怡康
花园社区、茶山街道、逸景花园社区、
中华孝道园常州办事处、新北的养老
院、中凉社区、河滨花园等地设立了活
动点。与此同时，学校搭建平台让老
年朋友在各种场合展示自我。如每学
期期末举办老年大学葫芦丝联谊活
动，至今已连续举办了九场葫芦丝汇
演，还鼓励葫芦丝社团参与社区公益
文艺演出等。 （谢林玲 王芳）

老年大学葫芦丝班开设8年

芦声传情 丝韵悠长

本报讯 每年的暑期干部研修班
是常州教育的品牌项目，是全市教育
系统干部提升思想素质、领导能力和
业务水平的主要学习交流平台。又值
新一年暑期伊始，新一届研修班如期
而至。7月3日，2019年暑期常州市
教育系统领导干部高级研修班开班典
礼在常州外国语学校举行。本次研修
班为期三天，主题为“不忘初心 牢记
使命——培养高素质干部，领航高质
量发展”，通过高层引领、专家解读、跨
界交流、主题讨论、线上分享等形式全
方位切入，给学员提供丰富的精神食
粮。

培训班上，江苏省武进职业教育
中心校张伟贤作为校长代表，从职业
教育角度出发，围绕产教融合主题，
作了题为《深化产教融合，构建职业
学校育人新生态》的交流发言。他结
合自2013年调任学校以来，参与并
见证常州教育高质量升级发展的感
悟，阐述了“新时代职业教育，应不忘
聚焦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培养初心，牢
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使
命”“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提高人才培
养质量，是实现职业教育高质量升级
发展的必由之路”的观点看法，对学
校在推进产教融合育人模式改革方
面所做的一些实践探索，与培训班全
体学员进行了分享。

武进职教中心自2008年五校整
合以来，历经十余年融合发展，在区
委、区政府和上级有关部门的正确领
导和大力支持下，坚持以党的十九大
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为指导，认真学
习习近平系列讲话精神，全面贯彻党
的各项方针政策，在“厚德精技、融技
于道”理念引领下，坚持“提高质量，提
升内涵，打造高品质升级版”发展目
标，以深化改革为动力，以人才培养为
根本，不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完善产
教融合、协同育人机制，积极服务地方
经济发展，各项事业稳步推进，办学水

平和综合实力有了全面提升。2019年，
学校与武进开放大学实现全新融合，发
展定位进一步明确，依托开放大学办好
成人学历教育和社会教育培训，依托职
教中心办好“3+4”、对口单招综合高中、
高职高技、中职中技、国际升学等多层次
全日制教育。

近年来，在强调职业教育要进一步深
化产教融合的时代背景下，学校加大了在
培养“德技相融，致力培养‘张启明’式优
秀员工”、打造“理实相融职教‘最美课
堂’”、探索“创新驱动，构建产教融合育人
新生态”的实践力度。经过努力，“张启
明”式急企业之所急，想企业之所想的优
秀毕业生，受到所在单位领导和人事经理

的高度赞许；在全市率先引进德国“胡格”
教学模式，全面提升了教学效果和学生综
合能力，打造出“最美课堂”；此外，还收获
了近300次在技能双创大赛中摘金夺银
的感动瞬间。一个个融合发展的小故事，
生动地反映了学校在产教融合上进行的
新探索，取得的新业绩。

多年的职教筑梦路，武进职教中心
紧贴地方产业实际，形成了以“合作办
学、合作育人、合作就业、合作发展”为引
导，“机制公设、资源共享、专业共建、人
才共育、模式共创”的“集团化五共办学
模式”，与常武地区近300家企业建立了
合作关系，牵头成立了武进职教中心教
育集团和常州明都汽车职教集团。

展望未来，学校拟将深化产教融合
的关键瞄准供需对接、资源转化、价值交
换和利益共享，将资源、平台、机制等要
素融会贯通，通过“融入、融通、融合”三
个阶段，最终形成良性互动的全新生态
系统。

新常州，新职教；新时代，新担当。
武进职教中心全体师生将以发展为己
任，讲好融合发展“小故事”，做好产教融
合“大文章”，以常州市“产城融合”综合
改革试点项目为依托，以服务区域经济
转型升级为目标，为争创“全国领先、世
界一流”的职业教育领航学校努力奋斗，
为助推常州教育事业高质量升级发展贡
献更大的力量。 （李玉平）

武进职业教育中心校

深化产教融合，构建职业学校育人新生态

本报讯 近日，在常州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牵头组织的技能大
师工作室创建现场观摩活动中，来
自全市相关单位的 40 余人对常工
院嵇明军技能大师工作室进行走访
参观。

嵇明军为常工院产业教授、常州
市嵇明军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人，长
期在生产一线从事工厂电气自动化系
统的设计、安装、调试等工作。嵇明军
技能大师工作室自落户常工院电气信

息工程学院以来，以工匠精神作为培
养技能人才的宗旨，发挥高技能人才
的引领作用，担任学院《电路分析》《模
拟电子技术基础》《组态软件》等课程
的教学工作，能够因材施教，善于把晦
涩难懂的理论进行通俗化讲解，赢得
学生好评，并已带领学生们发明了十
多项专利，还成功举办了6期大国小
工匠——“小鲁班”体验校园公益活
动，被评为常州市2019年度优秀技能
大师工作室。

活动现场，通过观看技能大师工
作室宣传片，参观实训技能鉴定场所，
听取技能大师介绍，面对面交流等，大
家对技能大师工作室如何搭建平台、
发挥作用，更好地服务企业和社会有
了更清晰的认识，纷纷表示将学习先
进经验，结合企业实际创建好技能大
师工作室，积极发挥工作室在带徒传
技、技能攻关、技艺传承、技能推广等
方面的重要作用。

（崔涛 王超）

弘扬工匠精神，引领人才培养

常工院嵇明军技能大师工作室创建显成效

本报讯 常州科教城高职院校
“课程思政”教学研究合作联盟成立
会于近日在常信院举行。该合作联
盟的成立是落实《高校思想政治工
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的一项
重要举措。会上，常信院崔毓娟、李
琳等老师对“课程思政”示范课建设
情况进行了汇报，与会专家依次点
评并深入交流“课程思政”课堂教学
改革相关问题。

常信院近年高度重视人才培养
与思想政治教育相融合，积极探索
以“课程思政”为目标的课堂教学改

革模式，通过开展“课程思政”第一批
示范课建设，优化课程设置，修订专业
教材，完善教学设计，加强教学管理，
全面落实高职院校立德树人的根本任
务，也力争能提供一种实现思想政治
教育与知识技能教育有机统一的建设
路径，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
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有效落实

“全员、全程、全方位”三全育人的教育
目标。

当天科教城5所高职院校参加，
共同为合作联盟成立揭牌。

（张夏雨）

科教城高职院校成立

“课程思政”教学研究合作联盟

本报讯 近日，常州籍华侨、游
泳名将王晓红带着家人，走进了
博爱课堂，与博爱的学子们面对
面交流。

王晓红的儿子为五年级的部分
孩子介绍了他的居住城市和所在学
校，博爱的孩子们也热情地用英语
介绍学校的情况和常州的风土人
情。与此同时，来自江苏理工学院
德语系的在读博士和他的学生也来
到了博爱小学，为四五年级的孩子
带来了两节别开生面的德语课。孩
子们在课上学到了一些简单的字母
发音，并试着用德语进行简单的问
候。在游戏和互动中，孩子们对德
国有了深入的了解，并产生了浓厚
的兴趣。

据了解，作为常州市首批国际理
解教育示范学校，博爱小学近年来积
极推进国际理解教育，先后与澳洲和
英国的两所小学结为姐妹学校，定期
展开交流、访学活动，通过走出去、请
进来的方式，不断开拓博爱学子的国
际视野。

去年，博爱小学又被批准成为江
苏省华文教育基地，这也是我市小学
阶段唯一的省华文教育基地。学校先
后与澳大利亚墨尔本Elstenwick小
学，英国曼彻斯特 Ashton West
end小学，日本高 市柱本小学结为
友好学校。据悉，今年9月，该校将派
一名语文教师赴德国汉园杜塞尔多夫
中文学校进行为期两年的中文教学。

（张蔚 尤佳）

博爱小学德语进课堂

丰富国际理解教育内容

每天晚上的7点至7点半，是刘
国钧高职校住校生雷打不动集中收看
《新闻联播》的时间。这一传统已经坚
持了十多年。“每天观看新闻联播，能
让我们及时了解国内外发生的大事，
同时感受到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和不
断壮大。这也坚定了我们要学好技
能，以技能强国的决心。”经管系四年
级学生唐倩娇告诉记者。

《新闻联播》作为全国影响力最大
的电视新闻栏目，对职业学校学生进
行思政教育是最好的教育素材之一。

“《新闻联播》包罗万象，大到国家大
事，小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都在它的
关注范围之内，而这些内容都能够在
思政课上找到对应。”该校思政教师邱
逸峰告诉记者，这也是学校多年坚持
倡议学生收看《新闻联播》的原因。

据了解，多年来，刘高职始终重视
学生的时政教育，除了收看《新闻联
播》，还会在思政课堂经常性开辟“时
政大家谈”板块。

“中美贸易战”成为最近刘高职思

政课堂中最热门的话题。“中国的发展让
美国产生紧迫感，作为中国人感到很自
豪。”机电一体化专业学生王诚在“时政

大家谈”的环节中，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但是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也必须承认
与美国的差距，更要提升自己的技术和

能力，早日获得对手的认可。”
“针对时政问题，学生们可以畅所欲

言，哪怕提出疑惑。大家会一起讨论，最
后教师作出引导。”邱逸峰表示，通过网
络，学生接触到的信息繁杂且难辨真假，
所以对于一些问题存疑很正常。而思政
老师需要做的就是用事实说话，不回避
问题，“要注重正面引导及与学生的交
流，让学生学会思考和分辨，用掰开了、
揉碎了的方式让学生进脑入心践行，学
懂弄通悟透。”

据悉，除了把握课堂这个思想战线
主阵地，刘高职还创新开发“第二课
堂”。“刘国钧老先生是我校得天独厚的
校本资源。将其实业报国和实业救国的
人生历程与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
神结合，提炼出适合时代特点的刘国钧

‘工匠精神’内核，能更生动的诠释出‘国
钧精神’。”邱逸峰告诉记者，现在学校的
思政课堂，会走进国钧纪念馆；“国钧讲
堂”又让学生们成为讲述的主角之一；此
外还构建“四横四纵”实践活动体系，理
论实践相结合，课内课外相结合，校内校
外相结合，线上线下相结合。

如今，刘高职的思政课给学生的印
象已不再是刻板和说教，丰富的活动、
不同的体验，让学生真懂真信真用，培
养出一批批有民族复兴大任担当的“大
国工匠”。 尤佳

思政课堂的刘高职经验

木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