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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工贸技工学校学生就业率达99％，工作还很体面——

航服专业毕业生“晋级”国际头等舱
月入万元以上

杨盈玉是海南航空
一名年轻的空乘员，毕
业于常州市工贸技工学
校航空服务专业。去年
11 月，她刚晋级到国际
航班头等舱，月入万元
以 上 。 而 和 她 同 班 的
30 位同学，也在毕业季
很快找到了心仪的航服
相关工作。

航空服务专业是常
工贸的特色专业之一，
去年 40 多位毕业生全
部 走 上 工 作 岗 位 。 此
外，像汽修、数控等技能
型专业学生，在结束一
年的顶岗实习后，也都
顺利就业。据统计，常
州市工贸技工学校学生
就业率高达99%。

登上“高大上”的国际头等舱，工贸妞仅用1年时间

其实，不止航空服务专业，
该校的幼教、汽修、数控等热门
专业毕业生也非常吃香。杨道
才说，幼教类 2011 级首届毕业
生 38 人，全部走上工作岗位，
在我市各大幼儿园任教。“国家
开放二胎政策以后，幼教领域
缺口变大。现在我们 2012 级
的学生开始实习，已经被各大
幼儿园提前预订了。”

而像数控、汽车维修高技
能类人才，通过订单班、推荐就
业等方式，也都能保证学生一
次性就业率达 99%。杨道才透
露，汽修专业人才供不应求，学
校准备今年成立奥迪、广本、大
众汽车的冠名班，订单式培养
人才，提高就业质量；数控专业
就业好、起点高，且学校与常州
常发集团、华威雅克模具公司、

东洋机电等知名企业合作多
年，每年各用人单位都会从数
控专业招一二十名毕业生。“我
们的学生可塑性较强，培养一
两年后，基本可以独当一面。”
杨道才说，而且，企业也经常提
供机会让学生得到全面发展，
如进入东洋机电一年后，学生
就能去韩国进修。

杨曌 文 照片由校方提供

校企合作订单式培养人才，让学生毕业即就业C

那么，常工贸是如何培养
如此出色的学生的？据校团
委副书记、航空系部教师尹竹
君介绍，航空服务专业生源都
是经过专业老师筛选组班，平
时通过礼仪实训、外语课堂、
传统文化教育等模块教学的
全方位培养，打造内外兼修的
航服人员形象。“现在各大航
空公司都很重颜值、重气质，
因此我们在平时的教学活动
中，也都按照航服标准要求学
生，希望学生把专业素质上升
为习惯。”

学校的教育理念，也在潜

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的成长。
航服专业 G14 班的王祥以前是
个默默无闻的孩子，自从 2014
年进入航空服务专业，他当上
了校团委干部、班团支书，不仅
开朗了不少，连个人能力都得
到了很大提升。“大家对职校的
刻板印象可能是比较乱，但在
常工贸完全不会。”他说，学校
很注重培养学生个人素质，每
天都要求他们读 10～15 分钟
的弟子规。同时，军事化管理
加上班主任 24 小时跟班制，也
让王祥感觉到校方的用心。

值得一提的是，学校于去

年8月底，斥资300万元建成航
空高铁模拟实训舱，1∶1还原机
舱、车舱，面向航空服务、交通
客运服务专业学生。常工贸也
因此成为全常州市首家拥有飞
机、高铁模拟舱的职业院校。

高水准的培育自然收获了
不少用人单位的点赞。像杨盈
玉所在乘务组的乘务长就表
示，小杨的形象气质非常好，工
作能力也很强，经常收到乘客
的表扬信。“她从实习到转正，
几乎每天的考核都是优秀。相
信过不了几年，就可以晋升管
理层了。”

课堂训练都按航服标准要求，学生已把专业变成习惯B

杨盈玉是常工贸航空服务
专业学生，在常工贸学习期满
后，她直升到北二外旅游管理
学院对口专业“深造”了 3 年。
在校期间的最后一年，她成为
海南航空公司的一名实习空乘
员，仅每月工资就已达到 8000
元。

2015 年 9 月毕业后，小杨
凭借全优的考评成绩顺利转
正，且从实习期服务的国内经

济舱一跃而上，登上了国际航
班头等舱，天天和明星名人照
面 不 说 ，月 薪 更 是 直 升 到
15000 元左右。据小杨透露，
同班也有 5、6 位同学在深圳航
空、海南航空当上空姐、空少
的，其余的也都在机场从事值
机、VIP 贵宾室、安检等地勤工
作。

常工贸副校长杨道才告诉
记者，学校航空、交通、护理、导

游、旅游管理等高端服务业专
业，采取“3+2”中高职直通车模
式，3 年中职后，直接升入对口
特色高职院校继续学习，为合
作单位定向培养输送人才。学
校目前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
院、江南影视职业技术学院等
10 多家高等院校合作办学，直
签就业单位包括东方航空公
司、海南航空公司、上海铁路
局、常州机场等。

A

本报讯 4月28日下午，常州
市第二批社区教育特色项目工作
室在常州开放大学正式启动，立
项了包括开放大学、天宁区茶山
街道社区教育中心、金坛社区培
训学院等领衔的10个工作室。

据了解，此次立项的第二批
社区教育特色项目工作室，内容
丰富、类别多样、覆盖广泛，具体
包括：金坛社区培训学院的“金
坛民间文化挖掘与传播”特色项
目工作室、武进社区培训学院的

“知识型企业新员工培训”特色
项目工作室、天宁区茶山街道社
区教育中心的“瑞文有约社区

行”特色项目工作室、天宁区兰
陵街道社区教育中心的“尤辉互
联网技术培训”特色项目工作
室、钟楼区五星街道社区教育中
心的“运河文化传播”特色项目
工作室、新北社区培训学院的

“孟河医派与幸福养生”特色项
目工作室、常州工学院的“中医
文化与居民健康”特色项目工作
室、常州开放大学的“演讲与朗
诵艺术”特色项目工作室、常州
开放大学的“指尖上的技艺”特
色项目工作室、常州开放大学的

“信息素养与智能生活”特色项
目工作室。 （仲红俐）

常州开放大学

第二批10个社区教育
特色项目工作室正式启动

本报讯 4 月 28 日，民革常
州市委“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
150周年——常州民革党员书画
作品展”开幕式在刘海粟美术馆
举行。

此次书画展集中展示了5位
民革党员书画家的艺术创作成
果 100 余幅。其中，江苏理工刘
海粟艺术学院秦杰、丁奕、邹轶

泓三位教师的76幅作品参展。
据悉，此次展览展出的作品

囊括了书法、绘画、雕刻等不同
艺术形式，多数作品屡次获得国
家级、省级、市级荣誉，部分作品
被知名博物馆、艺术机构收藏。
展览从 4 月 28 日持续至 5 月 3
日，为期6天。

（钱峰 吴婷）

江苏理工学院教师作品

参加纪念孙中山诞辰150周年
书画展

本报讯 4 月 28 日，常州大
学第二十届大学生科技学术节
暨大学生科技作品展开幕。来
自学校各学院的 40 多项大学生
科技作品进行了公开展示。

“我们这款防弹衣采用了新
工艺，特别能提高安全系数。”制
药与生命科学学院、护理学院大
三学生樊白白正在向同学介绍他
们团队的创意作品——荣获去年
大学生挑战杯国赛一等奖的“防
弹衣合成材料聚苯硫醚新工艺”

（如图）。同时参展的还有5个获
奖项目，包括“嗜热细菌前期开发
及其在污水处理中的应用”“石化
企业电能耗监测与节能诊断云平
台”等。当然，还有接地气的“硬
币分离机”“自动还书分类机”“自
动黑板”等学生作品，引不少学生

驻足围观。现场，参展团队为吸
引人气，还面向师生推出了路演、
互动参与活动，让大家近距离接
触科技、了解科技。

据了解，本届大学生科技学
术节将开展科技学术竞赛、讲座
论坛、科普实践等三大类共 75
项活动。

（史鋆 杨曌 文摄）

常州大学举办大学生科技学术节

展示40多项学生科技作品

学生在模拟舱实训

航服专业形体训练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