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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我是2013届高职护理专
业毕业生蒋丹，目前在日本刚刚取得
护理管理学硕士学位，已经成功申请
了千叶大学的博士在读，最近准备申
请日本护士资格考试……”近日，常
州卫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生蒋
丹从日本发回消息，向曾经的班主任
徐琳汇报她最近的学习情况，这让徐
琳倍感欣慰。从职校生到留日在读
博士，蒋丹用13年实现了自己的完
美蜕变。

职校、本科到研究生
始终怀揣“进修”梦

蒋丹于2008年考入卫校高职护
理专业，在校期间，班主任徐琳老师
鼓励同学们通过专转本、专接本、专
升本等方式提升学历。蒋丹便在这
样的考试氛围中准备参加成人高
考，并于2016年拿到了江南大学成
人高考本科学历。对学历提升，蒋
丹始终怀揣着“进修”梦。所以当她
在宜兴市中医医院神经外科工作了
3年，有同事提出想和她一起去留学
的时候，那颗渴求上进的心弦再次
被拨动。

“在医院工作时，经常会了解到
一些医生和护士被派去外地或者出
国进修，但是往往都是一些资历比
较老的医生和护士才能有这个机
会。对此，我一直很向往，渴望能有
继续深造的机会。”蒋丹告诉记者，
偶然的一次机会，同科室的同事提
出想和她一起留学，“我的第一反应
是留学这种事怎么会发生在我身
上？但又抱有一丝侥幸，是不是可
以试试？”最终，同事没有继续而蒋
丹却付诸了行动，申请了去日本的
语言学校读书。

从旁听生学起
求学的日子“紧张又有趣”

在日本的 3 年多时间，日子很
辛苦也很充实。因为有着明确的目
标，所以蒋丹坚定自己的每一次努
力，也清楚的知道，自己的付出都
是为之后的选择提供攀登的阶梯：
第一次联系教授时，不知道需要准
备什么，不知道邮件应该如何去

写，她就虚心向语言学校的老师请
教；第一次做研究计划书，对于一个
从未接触过学术的人来说，又是一个
极大的挑战，自己上网一步步查资
料，慢慢摸索。“经历了这一系列后，
我甚至对于留学的这一决定产生了
怀疑，‘放弃稳定的工作继续学习’
是不是错误的决定？”在日本学习一
年的语言后，蒋丹在继续工作还是
去读研究生间犹豫；她迷茫学习经
历不够；又担心自己是否能应对之
后的专业学习。

尝试着联系了多所学校，蒋丹确认
了国内的继续教育学历也被日本大学所
认可，她又重新振作起了精神。虽然接
近年底，相关的大学报名已基本结束，她
还是没有放弃任何的机会。在发了多封
邮件申请后，她终于联系上了茨城县立
医疗大学的教授。

整个求学的过程，蒋丹形容为“有
趣又紧张”。“教授需要对我进行一个
单独面试，检查日语能力以及对未来
进入大学之后的打算。第一次见面很
紧张，但是真正面试时，教授让我感觉
很亲切，交谈的过程很有趣。”蒋丹和
教授商量后，觉得自己立马去考硕士
可能有些困难，所以开始了一年的旁
听生学习生活，更快融入当地的环境，
准备考硕士。

从事科研
过程很痛苦，结果会开花

一年的旁听生生活，为蒋丹在申请

研究生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她成功就
读茨城县立医疗大学护理管理学硕士专
业，并“幸运”地获得了硕士期间的全额
学费减免。

“研究生的学习和之前的职校学习、
工作有很大不同。”蒋丹回忆起自己第一
次完成一篇论文，觉得“过程很痛苦，但
结果会开花。”她说，整个循证的过程，可
能要花大量时间去查阅资料、搜索文献，
但是当结果出来时，会有一种恍然大悟
的感觉，甚至还有自己意料之外的收
获。“在论文中的收获，也可以加以运用
到实际中，比如对待患有认知障碍的高
龄患者，如何更好的去护理他。”

今年3月，蒋丹顺利拿到了茨城县立医
疗大学护理管理学硕士学历，又成功申报了
日本千叶大学的健康管理护理学博士。

对于留学，蒋丹认为，肯定有很多人
从未想过自己会有这样的机会。“但来了
日本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和事之后，你
会发现，这并不是没有可能。”她身边的
很多伙伴，或是中专毕业，来日本之后读
私塾报考大学，或者报考研究生，他们的
努力过程或许看不到，但是能感受到他
们很努力地为自己争取希望。“所以，不
要放弃希望，敢想敢做，才能成为更好的
自己。” 尤佳 刘月娜

常州卫校毕业生蒋丹：

从职校生到留日在读博士的完美蜕变

本报讯 7月11日至13日，常
州市第十届高中学生峰会举行。来
自全市26所学校的100多名学生走
进常州大学，开展学习交流。

今年峰会的主题是“百年华章耀
青春，科技创新树先锋”，高中生们首
次走进大学，在三天内开展了团队风
采展示、党史学习教育主题参观、“模
拟挑战杯大赛”等丰富的内容。

此次峰会设计了一个“48 小
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让学生们挑
战——峰会“模拟挑战杯大赛”。

“挑战杯”竞赛被誉为中国大学生科
技创新创业的“奥林匹克”盛会，组织
高中生参加“模拟挑战杯大赛”，激励
学生们敢于挑战，敢于在挑战中开展
集体合作，用团队力量成就优秀。

常州市高中学生峰会，从2011年
起已经连续举办了10年，迄今有千余
名优秀高中学生代表参与其中。峰会
培养与锻炼了学生的思辨力、创造力
与实践力，引导学生们把青春奋斗融
入党和人民事业，成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 （尤佳）

常州市第十届高中学生峰会举行

首次走进大学，聚焦科技创新

本报讯 7月 5日上午，2021
年服装陈列设计1+X证书制度试
点全国师资暨考评员培训班开班典
礼在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举
行。来自全国35所院校的60余名
专业骨干教师出席会议。

常州纺院为全国纺织服装行业
1+X证书制度试点“岗课赛证”融
通职教联盟副理事长单位，会上，该
校服装陈列设计“1+X”证书师资培
训基地揭牌。

本次培训班为期6天，主要涵
盖服装陈列设计职业技能等级标准
解读、考核方案及要点解读、培训师
专业和授课能力、卖场实操训练、实
训考核、小组总结答辩等环节，采用
课堂教学培训与企业卖场实操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

培训分线上和线下两个阶段。线
下阶段又分：理论培训、现场实操、小组
研讨、理论考核和汇报答辩五个部分。
培训聚焦服装陈列设计职业技能等级
标准，将职业技能等级标准与专业教学
指导方案相结合，技能考核与课程考
试、技能大赛、岗位技能测试相融通，培
育了一批具备服装陈列设计职业技能
等级证书培训能力和考评能力的“高级
教师”，推进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
确保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认证质量。

学员之一、安徽职业技术学院教
师喻英认为此次培训内容丰富、针对
性实操性强，对服装陈列类专业教师
是一场“及时雨”，为今后的专业建设
及1+X证书职业技能培训和鉴定都
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尤佳 蒋珂佳）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举办

服装陈列设计1+X证书制度试点
全国师资暨考评员培训

南极岛冰雪乐园坐落于迪诺水
镇，它是一个集南极科普探险、冰雪
游乐体验、冰雕景观观赏等于一体
的室内冰雪主题体验馆。

这次，作为小记者的我可以免
费进入乐园游乐体验。工作人员安
排我们穿上了羽绒服、羽绒裤、雪地
靴，全副武装的我们走路一摇一摆
还真有点像企鹅。穿戴完毕，乘着
电梯来到二楼，打开厚厚的棉门帘，
一股凉意扑面袭来，顿时暑意全

消。我们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疯狂地
玩起来了：利马尔飞天大滑道、冰岛迷
宫、耐克岛极寒探险、走进爱斯基摩、
多伦多对对碰、波斯湾极速滑车、穿越
卡拉法特隧道、布朗断崖速降、企鹅岛
雪橇冲浪，每个项目我都体验了一次，
让我快乐无比。

南 极 岛 冰 雪 乐 园 让 我 们 在 炎
炎夏日里深切地体验了神秘的极
地冰雪世界，乐园出口处的姜茶也
让我们感受到了乐园工作人员的
关心和温暖。南极岛冰雪乐园我
还会再来的！

三河口小学五（1）班 金承宇
指导老师 卞雅君

在冰雪世界里撒欢

常报小记者公益夏令营——冰雪体验营

“穿越”季节，在暑假里“过冬”
神秘的南极冰雪世界究竟是什么样

的？常报小记者公益夏令营——冰雪体
验营在6月30日开展。三河口小学的常
报小记者们来到位于迪诺水镇的南极岛
冰雪乐园，学习了极地科普知识，了解了
北京冬奥会的相关情况，体验了乐园刺
激的冰雪游乐项目。

小记者们列队集合后，穿上
了厚厚的棉衣棉裤，哈哈，我们个
个都成了胖娃娃，又仿佛一只只
胖企鹅！进入园中，一股寒气扑
面而来，让人一下子感觉从夏天
穿越到了冬天。首先映入眼帘的
是一只只冰雕的恐龙，同伴们都
被它们深深地吸引了，瞧，一头

“三角龙”正在觅食，真是贪吃；
两头“霸王龙”在尽情地嬉戏玩
耍，十分可爱；“雷龙”则独自一

人 ，在 四 处 张 望 ……“ 啊 ！
啊！……”一阵叫喊声从高处传来，
好奇的我们顺着声音，飞快地爬上
楼梯，先后坐上圆形的“雪车”，紧
紧 抓 住 旁 边 的 把 手 ，工 作 人 员 一
推，我们就如一支支离弦的箭，滑
了下去，耳畔再次响起我们的叫喊
声，真是又惊险，又刺激。

最好玩的非碰碰车莫属！随着
计时器“嘀”的一声，游戏开始了，
我们坐上自己的“汽车”，在冰面上
行驶，你碰我，我碰你，真是别样的
有趣！

三河口小学五（5）班 熊高颉
指导老师 姚琴娟

有趣的冰雪项目

冰雪乐园里有众多的游乐设施，
可以游玩的项目很丰富，有滑雪橇、溜
冰、滑雪等。一进入，我就被漂移滑雪
吸引了，坐在橡皮圈上，双腿跷起来并
拢，从上面滑下来。工作人员把我从
三米高空推下，然后随着轨道滑下去，
先往左滑又往右滑，重复两次，途中橡
皮圈左晃右晃，坐在上面的我心里别

提有多惊慌了。
接着，我误打误撞跑到了更刺激的

滑雪项目，从差不多十米的高空滑下来，
滑下去的人，没有一个不叫着喊着的。
终于到我了，我摆好刚刚漂移的姿势，工
作人员又一次把我推了下去，我一下就
慌了神，叫喊声惊天动地，真是又紧张又
刺激！从高空滑下去时，我的“坐骑”很
调皮，知道我特别紧张，还跳起来，我叫
喊得更厉害了。

三河口小学五（5）班 李昊鑫
指导老师 姚琴娟

刺激的游戏

我轻轻推开冰雪乐园内场的
门，一阵凉意扑面而来，眼前的世界
让人惊奇，这是一个冰天雪地的世
界：每个小动物、每面墙、每座建筑
都是由冰雕刻而成的。场地中间是
一条翻腾的蓝鲸，加上炫彩的灯光，
仿佛要把我们带入一个奇幻的世
界。两旁是活泼可爱的企鹅，它们
排着队向我们招手，好像在欢迎我
的到来。

我们游玩的第一个项目是企鹅
岛雪橇冲浪。它是一条由冰雕刻而

成的滑道，踏上台阶，看着同学们一个
接一个滑下去，我兴奋极了。终于轮
到我了，我接过垫子，从容地坐下，工
作人员轻轻一推，我就飞快地滑了下
去，还没来得及害怕就到了终点。

离开雪橇冲浪，我们来到了三楼
的利马尔飞天大滑道。这次的滑道有
4米多高，看着就让人发颤。好在，这
次的滑具是“大轮胎”，我紧紧地拉住
两边的把手，感觉手心都出汗了。我
的心怦怦直跳，闭着眼睛就飞了出
去。不料中间设计了一个角度，我一
下子腾空而起，一下子又快速落下，形
成了一道抛物线。真是太刺激了！

三河口小学四（6）班 唐子涵
指导老师 承佳梅

畅玩冰雪世界

一进入冰雪乐园，零下的低温让我
们瞬间从炎炎夏日掉进了寒冷的冬季，
各种冰雕动物，让我意识到这里是一个
真正的冰雪世界，我打量着周围的一切，
很兴奋。

我们游玩的第一个项目是坐在一个
类似于游泳圈的座位上面，然后顺着滑
梯滑下去。我有点紧张，双手紧紧地抓
着握环，冲下去的时候，我不由地屏住了
呼吸，真是太刺激了！

接着，我们去玩了冰雪轨道车。

轨道车载着我们在弯弯曲曲的冰雪
滑道里左摇右摆地向前滑去，虽然没
有上一个项目那么刺激，但还是非常
好玩。

最后我们大家一起玩了个冰雪碰
碰车，大家嘻嘻哈哈地撞了个“稀里哗
啦”，才心满意足地离开了这个神奇的
冰雪世界。

三河口小学四（4）班 姚佳雯
指导老师 承娴

冰雪大冒险

我们玩的第一个项目是冰上
滑滑梯，工作人员为我们准备了
一艘玩具“小船”。看着前面的人
坐着“小船”一个个飞速地滑了下
去，我有些害怕。我在心中默默
给自己打气：“加油，你可以的。”
终于我勇敢地坐了上去。“嗖”的
一声，我就钻进了滑滑梯底部的
海洋球里。哈哈，真好玩。我拎
着“小船”上了楼梯，完全忘记了
脚下踩的是冰，还有刚才排队时
的恐惧。

后来，我们还玩了冰上碰碰

车、极速飞车……其中我最喜欢的
是冰上碰碰车。我和三个好朋友一
起玩，我们你撞我，我撞你，不时还
来个飘移、大回旋，真是不亦乐乎！
我还坐上了一个大轮胎，双手紧紧
抓住旁边的绳子，负责游戏的工作
人员对准轮胎使劲一推，我立刻从
高处冲了下来。天哪，中间还能起
飞，我吓得闭上眼睛尖叫起来，双手
死命地拉住两旁的绳子生怕被甩下
去，终于安全地到达了终点，好刺
激！爽！

从冰雪世界出来的时候，只感
觉外面好热呀，让我真正体会到了

“冰火两重天”！
三河口小学五（3）班 杭逸涵

承艺楠 指导老师 李素敏

冰火两重天

进入乐园，一股寒气就扑面
而来。“哇！好美啊！”我惊叹着。
在灯光照射下这里晶莹剔透，银
光闪闪，到处是用冰做的雕塑：有
可爱的北极熊，有胖胖的企鹅，还
有好多美丽的建筑，真是一个冰
雪世界！

我们先去玩了用冰做的滑
梯，那里排着长长的队伍，像一条

巨龙。终于轮到我们了，我们坐在
专用的工具上，工作人员把我们轻
轻一推，我们就从滑梯上滑下去，可
好玩了。

接着我们又去玩了一个像“过
山车”的项目，滑道长长的，又滑又
长，像一条软的丝带。还有碰碰车，
大家都带上安全帽后，坐在自己选的
碰碰车上，你撞我一下，我撞你一下，
玩得不亦乐乎，真是又刺激又好玩。

冰雪世界真是一个美丽的地方！
三河口小学四（4）班 马文宇
指导老师 承娴

冰雪奇幻世界

炎热的夏天，我想最开心的
莫过于来一场“冰与火”的较量。
还未进冰雪乐园的内场，满头
大汗的我就感到了丝丝凉意，
经过老师有序点名排队之后，
我听从工作人员指示换上了羽
绒服、羽绒裤和雪地靴，怀着激
动、兴奋的心情，跟着工作人员
进入园区，气温越来越低，大家
的汗水早已消失。园区内有很
多冰雕，恐龙、企鹅、北极熊等，
配上五彩的灯光，我仿佛置身

于一个奇幻的世界，小伙伴们个
个欢呼雀跃。

让我们感兴趣的还是里面的各
大游乐项目，三种不同风情的冰雪
滑道，让我们全方位体验冬日才能
享受的冰爽快乐！从晶莹剔透的水
晶滑梯顶端，瞬间向坡底俯冲，伴随
着小伙伴们欢乐的尖叫声，带来千
钧一发的刺激感受。而我最喜欢的
是“多伦多碰碰车”，小伙伴们带上
头盔，驾驶着碰碰车，驰骋在宽阔的
冰面上，一辆辆碰碰车越滑越快，时
而迎面而来，时而擦肩而过，欢呼、
尖叫响彻整个园区。

三河口小学四（6）班 朱卿
指导老师 徐群

“冰与火”的较量

本报讯 为深入推进省级高水
平专业群建设、探索校企合作人才
培养新途径，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
院全过程工程咨询产业学院日前正
式揭牌。

据了解，该学院的成立，旨在
推进该校省级工程造价专业群内
涵建设，学校将与产业领军企业和
行业协会共同实施“双主体招生、
双导师育人、双身份学习、双主体
评价”的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构
建学校、地方政府、行业、企业互相
协作、优势互补、资源整合、开放共
享的协同育人体系，形成教育教学
与建筑产业深度融合、联动发展的
新局面。

“我们希望通过建立产业学院平
台来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升专业建
设质量、开发校企合作课程、打造实习
实训基地、建设高水平教师队伍、搭建
产学研服务平台，以共同培养高素质
复合型创新型的全过程工程咨询人
才。”该校校长朱东风表示。

下一步，依托产业学院，该校将更
高质量地发挥“政、行、企”职业教育人
才培养的重要主体作用。努力建设融
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技术创新、企业
服务、学生创业等功能为一体的人才
培养创新载体，汇聚发展新动能、推动
江苏建筑业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建
设“强富美高”新江苏提供科技与人才
的有力支撑。 （尤佳 裴玮艳）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全过程工程咨询产业学院揭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