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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2017江苏暨常州职业教育活动周

高职院校发挥所长，开启“共享”模式

上周五，常州旅游商贸高等
职业技术学校分外热闹，来自
意、日、美、英、新、加、澳、韩8个
国家和中国港台地区的来宾齐
聚一堂，参加学校第二届国际交
流合作论坛。两天的行程，来宾
不仅见证了常州菜研究院成立
海外分院、跨境选修课程上线，
还见识了台湾大仁科技大学和
旅商学子的厨艺、茶艺、调酒技
能，令他们称赞。

论坛上，常州菜研究院阿
德莱德分院揭牌成立，这是常
州菜研究院在国外设立的第一
家分院，并将在一年以内，与阿
德莱德学院合作开设常州菜体

验中心，对外营业并且开展中
餐培训工作，在该学院形成系
统的中餐烹调课程。

同时，学校跨境课程选修
正式上线。此次上线共有包含
茶艺服务、管理会计与决策、酒
店运营、营养学、意大利语等
15 门课程，涵盖意大利巴巴雷
乔旅游管理学院、英国纽曼大
学、新加坡TMC等海外合作院
校，将实现课程互通，不用走出
校门即可在网络学习多方的课
程，促进教学资源的共享，提升
人才培养的国际标准。

值得一提的是，活动当天
所有的餐点茶歇，均由旅商烹

饪专业学生亲自操刀，并推出
一系列富有常州地方特色的菜
品以飨外宾。

据了解，常州旅游商贸高
等职业技术学校现与 10 个国
家、2 个地区开展了 22 个项目，
以项目驱动满足学生和家长的
不同需求。

自上周 2017 江苏暨常
州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动以
来，在常各高职院校都在如
火如荼地开展职教体验活
动。他们中，有的带领初中
生体验“绿色生态”的奥义，
有的奔赴职业技能大赛赛
场并一举夺金，还有的颇具

“国际范儿”，与海外来宾分
享职教成果，连“歪果仁”也
啧啧称赞。

本期大学版，带你一起
走进这些学校，一睹常州职
教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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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四，来自西藏民族中
学的 160 余名师生，走进江苏
城乡建设职业学院，体验园林
插花及微景观设计、木工操作，
感受“绿色生态”。

修枝、剪叶、插花、造型⋯⋯
插花组，每一位同学的花材不
尽相同，他们发挥着自己的想
象力，以“奥运手捧花束”为主
题进行作品造型。在专业老师
的指导下，孩子们创作的花艺
作品既有形式，又有内涵，还能

将各种插花艺术风格巧妙借
鉴、融合，并注入新的理解和创
新。

另一边，园林微景观设计
组，同学们在小小的圆形玻璃
器皿中，放入苔藓、多肉等植
物，加上各种篱笆、砂石、卡通
人物，构成生动的场景，展现内
心的小天地。看到自己亲手制
作的成品，孩子们很开心，纷纷
表示对绿色建筑和生活有了更
加深刻的认识。

据了解，江苏城乡建设职
业学院特别为中小学生安排
了竞赛获奖教师作为职业体
验主讲师，同时，还为每门课
程配备了辅讲教师。课程设
计针对中学生特点，考虑科学
性、知识性和趣味性，集理论
与实践于一体，寓学于乐。此
后，中学生还有机会进校体验
智能楼宇、盆栽师、家庭花园
布 置、纸 盒 变 变 变 等 职 业 项
目。

近日，从 2017 年第十届全
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上传来好
消息，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代表队在电子产品芯片级检测
维修与数据恢复赛项一举夺
金，同时为江苏省代表团斩获
首枚金牌。

据了解，该赛项主要检验
选手在真实的工作场景下对电
子产品维修工艺与流程、计算
机应用、电子产品的故障检测
与维修、存储设备维修及数据

恢复等方面掌握的关键技能和
职业素养，以及对质量、效率、
成本和规范的意识。在大赛规
定的 4 个小时内，选手按要求
完成 8 块功能电路板的检测维
修、1 块硬盘电路板的检测维
修、5块故障存储介质数据恢复
以及相关工作报告的填写等工
作任务。

除了电子产品芯片级检测
维修与数据恢复，常信院今年
还有 2 支队伍代表江苏省征战

光伏电子工程的设计与实施、
软件测试赛项的国赛。

当然，校内的职业技能大
赛也精彩纷呈。上周，常州信
息学院“中英文导游才艺大赛”
开幕。本次比赛采用校企合作
的方式进行，特别邀请常州景
尚国旅销售总监项矢宇担任大
赛评委。大赛议程设置也参考
企业实际工作场景，包括自然
人文景观、地区特色、历史文化
等景点的中英文讲解。

刘国钧高职校

花甲校友聚首母校
本报讯 上周日，恰逢母亲

节，常州市原第七中学 74 届校
友，回到阔别 40 多年的常州刘
国钧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向母
校捐赠礼物以表感激之情。

常州市原第七中学是刘国
钧高职校前身之一。1989 年，
常州建立刘国钧职业教育中
心，在全国首创城市职教中心
建制模式，同时撤销原常州市
第七中学、原常州市商业中学，

两校师生并入新校，后学校升
格为常州刘国钧高等职业技术
学校。43 年前的母校虽已华
丽转身，但花甲校友情深依旧。

仪式上，校友们将自己的
留青竹刻工艺作品、著作、全马
完赛证书和奖牌，以及珍藏多
年的校运动会奖状，捐赠给母
校，并共同植下金桂树，以表对
母校的良好祝愿。

（皇甫大欢）

常州纺织学院

毕业生服装设计破“壳”而出

本报讯 5 月 10 日下午，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举
行 2015 级服装与服饰设计专
业优秀毕业作品展示。

发布会上，31 名学生在全
国服装设计师唐炜为首的教师
团队指导下，以“壳”为主题，分
为“海洋”“天空”“故事”“花卉”
四个系列，共展示了 112 套服
装。作品以“大国工匠”为基
准，精巧创意、精心设计、精选
面料、精湛制作，以立体主义与
古典主义的手法，从充满建筑

感的服装廓形，到弥漫波普艺
术的形式表达，努力打造出充
满 张 力 的 服 装 轮 廓 ，粗 犷 廓
形 与 民 族 柔 美 相 互 映 衬 ，全
力塑造出具有民族质感的新
视觉，充分展示了该校“技术
教育与艺术教育相互交融”的
育人特色。

据悉，学院将遴选出其中
88 件作品，参加 5 月 18 日在北
京举行的 2017 中国国际大学
生时装周展示。
（华建铭 杨曌 文 章建宏 摄）

江苏城建学院
初中生学插花、设计园林微景观，体验“绿色生态”

常州信息学院
获全国技能大赛一等奖，为江苏队摘首金

旅游商贸高职校
国际来风，与“歪果仁”共享职教成果

西藏民族中学学生设计园林微景观

常州轻工学院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获佳绩

本报讯 近日，从 2017 年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天津主
赛区传来捷报，常州轻工职业
技术学院代表队在物联网应用
技术和智能电梯装调与维护赛
项分别斩获全国二等奖，取得
喜人成绩。

此次大赛由教育部联合
36 家部委单位共同主办，高职
组设有常规赛项 45 个大项。
天津主赛区第一阶段比赛中，
常州轻院信息工程系袁凯烽、

何涛老师带领黄焕林、赵子鑫、
李红芳3名学生与来自全国94
支代表队同台竞技，最终荣获
物联网应用技术赛项二等奖。

另外，智能电梯装调与维
护赛项在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
学举行，来自全国 74 支代表队
参加。常州轻院电子电气工程
系 张 建 根、陈 晓 林 老 师 带 领
2015 级学生刘伟和 2016 级学
生孙磊组队参赛，荣获团体二
等奖。 （吴佳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