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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21年7月13日—15
日，江苏省首届嘉年华活动教师职业
能力大赛在徐州举行。江苏省常州技
师学院选手张兵、邹婷婷分别获得机
械类、电工电子类一等奖，赵锴文、徐
雁分别获得公共类、交通类二等奖。

参赛选手通过现场抽题，临场手
写教学设计文本，制作说课ppt，最终
完成现场说课与答辩。这对教师的课
程教学理念、教学设计能力、信息化手
段处理能力、教学基本功等多方面能
力都是一次全方位的考验。

此外，在学生才艺作品评选中，该
校的摄影和书画两个项目共获得11
个奖项，其中摄影作品《江苏大工匠宋
彪勇夺世界冠军》荣获特等奖。

获奖师生们表示，经过本次比赛，
自身的综合能力得到跨越性的提升，并
立志把比赛收获的教学新理念、新方
法、新手段带到课堂教学中，以赛促教。

据悉，2014年12月18日，第69
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将每年的7
月15日确定为“世界青年技能日”。今
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工业和

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
会、共青团中央在全国组织开展以“技
能成才 技能报国”为主题的世界青年
技能日宣传活动，深入解读技能人才
培养、使用、评价、激励政策措施，着重

展示技能人才在支撑产业发展、建设
制造强国、乡村振兴等方面作出的重
要贡献，总结推广技能人才建设工作
经验和成果。

（尤佳 周晓峰图文报道）

江苏省常州技师学院

首届省技工院校嘉年华活动教师能力大赛中获佳绩

本报讯 7月17日，常州市首
届职业教育“石伟平博导工作站”在
常州刘国钧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开
班。据了解，这是江苏省首个以职
业教育为主题的博导工作站。

博导工作站以华东师范大学终
身教授、博导石伟平为领衔，入站成
员10人，运行周期三年。

未来三年，工作站将在石伟平
教授的带领下，围绕职业教育发展
的热点、难点问题，把脉常州职业教

育发展实际，开展政策研读，实践探索
和课题研究，提升入站学员的专业水
平和管理水平，整体推动常州职业教
育专家型、研究型队伍建设。

据了解，10位学员来自我市各职
业学校，有校长、骨干教师和一线教师
等，三年学习周期中，10位学员将主
持一项省级及以上课题，并完成相关
课题研究工作；推动所在单位组织申
报省级、国家教学成果奖等。

（尤佳 姜芳孜）

全省首个职业教育
博导工作站在常启动

本报讯 7月17日，由中国合
唱协会主办的“第十一届中国魅力
校园合唱节”在上海保利剧院唱
响。常州市荆川小学呦呦合唱团完
美演绎两首较高难度的作品，在60
多支队伍中脱颖而出，喜获一等奖。

呦呦合唱团成立于2019年，由
该校专业教师刘旻指导。团队成员
由四至六年级学生组成。合唱团成
立两年，每周坚持训练，且多次参加
各类演出，深受好评，今年上半年获
常州市中小学艺术展演合唱比赛一
等奖。

为了在此次比赛中更好地表现歌
曲，老师和孩子们放弃暑假休息时间，
不畏酷暑，认真积极地投入排练，在唱
歌气息、咬字吐字等方面有了明显的
进步。

精彩的演唱获得大赛评委的一致
认可。专家点评环节中，中国合唱协
会副理事长、中国音乐学院教授、指挥
家吴灵芬指出团员们在音准、合唱歌
唱声音的质量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
希望他们能加强业务修养，增强研读
和解剖作品的能力，提高自己的水
平。 （尤佳 孙丹）

常州市荆川小学呦呦合唱团
获全国比赛一等奖

本报讯 科技赋能农业，实现乡
村振兴。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花农
匠神”青年大学生团队自2019年成立
以来，始终致力于研究推广花卉营养
钵灌装技术。日前，该团队成功入围第
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
创业大赛江苏省选拔赛暨第十届江苏
省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决赛。

“花农匠神”青年大学生团队成立
于2019年，团队骨干成员均来自于农
村，涉及数控、管理、机械设计、机电一
体化等多个专业。通过走访调研全国
最大的苗木交易市场之一——常州夏
溪花木市场，学生们发现在充分调动
农民种植花木的积极性，帮助农民脱

贫致富，有效拉动地方第三产业的发
展，带活一方经济的背后，花卉种植在
营养钵灌装作业上存在人工效率低、
老龄化严重，劳动力缺失的痛点。相对
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和高体力强度的
工作吸引不了年轻人。

根据这一现状，学生们开发了花
卉营养钵灌装技术，通过自动化多气
缸同步工作机构完成营养钵分离工
序，四个自动化工位同时工作，最快可
达到每小时20000个营养钵的灌装
速度，效率比人工提高20倍。此技术
已经申请发明专利一项，获得第十七
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
作品竞赛江苏省决赛一等奖。

团队在2年多内开展新型农民和
义务培训5场，惠及农户100多户。分
别与武进区新华苗圃签订100万个营
养钵灌装服务合同，与恒森苗圃签订
60万个灌装合同。单个农户通过技术
外包，获得毛利分别超采用人工灌装
作业30倍和18倍以上。同时，同花卉
种植公司签署首套订单5台，直接带
动中青年回流就业20余人，间接吸引
超过100多人从事花卉种植行业。团
队还与武进区花木园林协会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通过多方面培养人才、拉动
学生实习就业等方面对产品进行推广
与应用，带动乡村振兴发展。

（徐莹 孙晓瑨 尤佳）

科技赋能花农，实现乡村振兴
本报讯 日前，2021年常州市科

普教育基地认定名单公布，通过单位
申报、实地考察、综合评审和公示等程
序，我市共有33家企事业单位被认定
为常州市科普教育基地。33家单位
中，包括11所中小学、在常高校和高
职院校。

开展常州市科普教育基地认定工
作旨在鼓励社会力量支持和参与科普
事业发展，开发和利用社会科普教育
资源，充分发挥科普教育基地在提高
公众科技素养中的重要作用。今后，
我市将不断完善科普教育基地设施，
充分发挥科普教育基地的科普宣传和
教育功能，提升科普服务能力和水平，
加大科普宣传力度，吸引更多公众走
进科普教育基地，享受优质科普服务，
让科普教育基地成为推进科普工作社
会化、群众化、经常化的有力杠杆。

（尤佳）

链接：11 所被认定为 2021 年
常州市科普教育基地学校名单

溧阳市溧城镇西平小学 航模科
普教育基地

常州市新北区河海实验小学 骐
骥科普教育基地

常州市谭市小学 微生态园科普
教育基地

常州市新闸中心小学 创意智造
科普教育基地

常州市武进区遥观初级中学 航
模车模科普教育基地

常州市同济中学 吉他科普教育
基地

江苏理工学院(生物信息与医药
工程研究所) 生物信息与医药工程
科普教育基地

常州市北郊高级中学 创想智造
科普教育基地

常州市第二十四中学 科创课程
科普教育基地

常州市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智能装
备学院） 机电一体化科普教育基地

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智能控
制学院）无人机及智能机器人科普教
育基地

11所学校被认定为
常州市科普教育基地

普通类本科批次录取已接近尾
声，根据我省高招录取安排，7月25
日至26日进行普通高校招生第二阶
段志愿预填报，7月27日至28日第二
阶段志愿正式填报。今年，高职院校招
生有哪些新变化？开设哪些新专业？记
者采访了高职院校招办负责人了解各
校情况，为考生们提供志愿填报信息。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计
划招生1659个，新增4个专业

2021年该校招生计划比去年多
近700人，共1659人：历史类计划是
去年的4.5倍，达676个计划；物理类
835个；艺术（美术）148个，均比去
年增加。该校今年设有专业43个，主
要为普通类和艺术类。新增专业4个：
区块链技术应用、工业互联网应用、工
业互联网技术、密码技术应用。

区块链技术应用为全国高职首批
区块链技术应用专业，专业合作单位
主要有北京智谷星图教育科技有限公
司、江苏知链科技有限公司。工业互联
网应用培养具有工业网络规划与运
维、工业数据采集软件编程与数据处
理等工业互联网产品技术服务人才；
工业互联网技术是中国特色高水平专
业群“信息安全与管理”所属专业。密
码技术应用专业培养掌握密码理论与
技术、密码管理、密码应用、密码测评
等专业综合知识和技术的一流密码
人才。该校是全国首批开设密码技术
应用专业的10所高职院校之一。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
院：增加近300个江苏普高批次
计划

新高考第一年，为了进一步做好江
苏省内的招生工作，常州纺织服装职业
技术学院今年较去年增加了近300个
江苏普高批次计划，同时调整了部分中
专生计划。此外，该校今年还新增吉林、

山东两个省份的招生，总计划30人。
在专业方面，该校的热门专业服装

陈列与展示设计专业由普通类转成了艺
术类，将进入高职艺术类批次录取。

该校今年与各高校合作的联合培养
项目今年已全部录满，包括服装与服饰
设计4+0项目（与江苏理工学院合作办
学）、环境艺术设计4+0项目（与常州工
学院合作办学）这两个专业。此外，影视
动画3+2项目（与常州大学合作办学）
提前招生投放了计划，普高阶段将不再
投放计划。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省内
普招计划1538个，新增4个专业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是一所以化
工技术和建筑工程为特色的高职院校。
今年普招，该校在江苏投放计划1538
名，比去年增加一倍多。

据介绍，根据市场需求，该校今年新
增4个专业：电子商务、机械制造及自动
化、生物制药技术、建筑设备工程技术。
其中，电子商务专业引入京东等校外资
源，构建“学校—政府、学院—产业、师
生—企业”三维联动的培养机制；机械制
造及自动化专业，与机械制造企业——
森松集团签订校企战略合作协议，校企
联合培养，实施“森松订单班”；生物制药
技术专业与30家企业开展广泛合作；建
筑设备工程技术专业，专业发展依托全
国医疗建筑职教集团，为毕业生提供基

于洁净和空气品质控制技术的高端医疗
设备行业的发展机会。

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新增
6个普职专业

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今年在省内
的招生计划与去年相当，该校今年新增
6个普职专业，分别是城市轨道交通机
电技术、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制造与维护、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智能技术应用、智能
机器人技术和体能训练专业。

此外，该校今年招生的3个“3+2”
专本分段培养项目中，两个是新增项目，
分别是与盐城工学院合作的高分子材料
智能制造技术，后段专业名称为高分子
材料与工程；与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
合作的国际商务专业，后段名称国际经
济与贸易。这两个专业分别招生35人和
40人。该校与常州大学合作的机电一体
化技术继续招生，今年计划招收40人。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新增
5+0本科培养项目1个

今年，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新增
本科联合培养项目一个，为汽车检测与
维修技术专业，合作高校是江苏理工学
院。该专业计划招生40人，普通类考生、
选考物理即可报考。

据了解，该专业为省示范性高职园
区重点建设专业、省级特色专业、江苏省
高水平骨干建设专业，今年首次试点

“5+0”的培养方式，学生考核合格后，即
可获得本科学校文凭。

学生在5年的学习中，主要学习“汽
车发动机、电气控制、自动变速器”等技
术，能进行汽车制造、试验、售后服务与
管理、检测与维修等，主要的就业方向为
汽车销售企业和汽车服务企业从事汽车
机电技术服务、服务质量检测、企业管理
等工作。

此外，今年，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取消了普高统招注册入学批次。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新增
与南师大合作的“3+2”专业

以建筑业及其相关产业为依托开设
特色专业的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今年
在我省有1227个招生计划，所有专业兼
收选考历史和选考物理的考生。

今年该校新开“3+2”转本贯通培养
项目，分别与南京师范大学、常州大学和
徐州工程职业学院展开合作，其中与
211本科南京师范大学合作的建筑电气
工程技术专业尤为亮眼。该专业兼收选
考历史和选考物理的考生，其中历史类
计划招生2人；物理类计划招生38人。
据介绍，该专业在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
院学习五年，其中前三年高职阶段考核
合格者，后两年本科阶段教育继续在高
职院校内学习，有普通本科与高职联合
实施教学，毕业后颁发对应本科院校文
凭。 尤佳

第二阶段志愿填报中

在常高职院校省内普招计划增加
与高校联合培养项目受学生欢迎

7月29日 体育、艺术类专科批次录取
7月30日（9:00—15:00）公布未完成招生计划的院校专业组、专业（类）及计划数，符合条件但未被录取的考生填报征求志愿
7月31日 录取体育、艺术类专科批次征求志愿，降分录取
8月1日—4日 普通类专科批次录取
8月5日 公布未完成招生计划的院校专业组、专业（类）及计划数
8月6日（9:00—15:00）符合该批次报考条件但未被录取的考生填报该批次征求志愿
8月7日—8日 录取该批次征求志愿考生，降分录取

链接：专科批次录取时间安排
本报讯 为帮助外国留学生更

好了解中国共产党，了解中国社会，
讲好中国红色故事，7月16日，常
州大学组织来自巴基斯坦、老挝、乌
兹别克斯坦、也门和埃塞俄比亚的
5名外国留学生参观了常州瞿秋白
纪念馆、恽代英纪念馆和张太雷纪
念馆。

在讲解员的讲解下，留学生们
了解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瞿秋
白、恽代英、张太雷为中国人民谋幸
福和为中国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故
事，纪念馆中一幅幅历史图片、文字
介绍和珍贵的视频给留学生们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参观结束时，留学
生们分享了学习心得体会，也门留
学生扎贺说：“三位中国共产党人的
人生历程和英雄事迹给我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之所以中国共产党能够
领导中国人民摆脱西方列强欺辱，
把中国从一个贫困国家发展成为世
界第二大经济体，就是因为中国有
像他们一样的共产党员。”来自老挝

的留学生林富洋表示，很荣幸参观了
“常州三杰”纪念馆，我深深感受到了
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瞿秋白、
恽代英和张太雷三位中国共产党员才
华横溢，他们为中国革命和国家发展
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们应该被
历史铭记，我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我会
将他们的故事分享给我家乡的朋友。”
埃塞俄比亚留学生大卫最后说到。回
到学校后，5名外国留学生将所见所
闻分享给了在校留学生，并在微信朋
友圈、Facebook、Instagram等社交
媒体上抒发感受。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北京大学留学
生们的回信中指出：“读懂今天的中
国，必须读懂中国共产党，欢迎外国留
学生到中国各地走走看看，更加深入
地了解真实的中国。”为贯彻习总书记
回信精神，常州大学组织留学生参观

“常州三杰”纪念馆，之后，学校还将安
排外国留学生们参观茅山新四军纪念
馆、参观中共一大会议纪念馆等，感知
丰富多彩的红色文化。（包海霞 尤佳）

讲好中国红色故事

常州大学组织外国留学生
参观“常州三杰”纪念馆

省常技办学成果在会议现场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