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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 月 30 日，中国—
南非职业教育合作·技术技能人
才培养磋商会在常州召开。会
上，由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与
博众、亨通等企业以及南非地方
政府合作设立的“常信院南非博
众学院”揭牌成立。

据了解，作为教育产业同步
走出去的重点项目，博众学院将
成为常信院在南非的分院，完全
按照市场化运作，拟建成国内、
国外两个基地，即可以在国内基

地为南非培养学历留学生，也可
通过国外基地为南非的相关产
业培训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还
可为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培训员
工。据了解，常信院还将联合中
国与南非产业研究专家、政府人
员和重点企业，合作成立中非产
业发展与合作研究院，重点研究
南非及其非洲国家产业结构及
发展，为走出去企业人才培养、
科研合作、创新与成果转化，提
供方向指引。

当天，常州信息学院智能工
厂奠基。该工程是联合政府、企
业、研究所共同打造的以培养智
能制造领域复合型人才为目标
的大型综合实训、研发、科研、生
产平台的智能工厂，计划投资 2
个多亿，规划建筑面积 2 万 4 千
多平方米，预计 2020 年全部完
工。智能工厂也将成为中国南
非职业教育合作联盟平台的一
个共享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平台。

（黄丽娟 杨曌）

常州信息学院 在南非设立分院

本报讯 近日，江苏省人
民政府发布了《关于表彰第八
届江苏省农业技术推广奖的
决定》，由常州大学农业信息
化技术研究院朱轮老师参与
完成的“基于云平台的农产品
安全监管信息化体系开发与
推广应用”喜获二等奖。该成
果目前已经在我省各市及所
属区县、乡镇全面铺开，得到
广泛应用。

据了解，该奖项是省政府
为了表彰在推进农业技术创
新、加快农业科技推广应用，
形成一大批农业新品种、新
技术、新模式成果，对推进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发挥重
要作用的先进科研单位和个
人而设立，在全省农业科研、
教学、推广战线中具有影响
力和权威性。 （龚婧）

常州大学

科研成果获省农业技术推广二等奖

本报讯 近日，江苏医疗
器械认证企业联谊会成立暨
医疗器械新法规研讨会在江
苏理工学院举行。会上，江
苏理工学院与北京国医械华
光认证有限公司共建的医疗
器械行业人才联合培养基地
揭牌。

据悉，医疗器械行业人
才联合培养基地除了在高校

培养医疗器械行业所需的紧
缺人才之外，还将面向社会
提供围绕医疗器械知识体系
的系统培训课程，为医疗器
械行业培养应用人才。医疗
器械行业人才联合培养基地
的建立，强化了江理工与医
疗器械企业的联系，推动该
校医疗器械相关学科的建设
发展。 （叶霞）

江苏理工学院与北京国医械华光认证

共建医疗器械人才联合培养基地

本报讯 近 日 ，“ 文 化 点
亮生活”主题活动“传创·智
享——常州艺术高等职业学
校艺术作品分享会”在北大街
半山书局举行。常高艺服装
设计、民间工艺美术专业的部
分优秀学生代表为观众展出
了设计制作的 50 余件漆艺、
刺绣、刻纸、望山手工包、原创
品牌《无界》苗绣包、蜡染等文
创产品，吸引观众千余人次。
现场还分享了制作者的创作
体会和心得。

工美专业学生万红利，被
师生称为“文创大咖”，其蜡染
作品《蜡&续写》2017 年获得
省工艺美术精品大赛金奖。
她在分享中介绍了她学习制
作乱针绣和蜡染工艺的成长
故事。目前她已经创办了自
己的工作室“Motive 手作”，
私人订制产品也很受欢迎，蜡
染《耕织·宴会》刚刚入选首届
常州青年美术作品展。

服装设计专业的同学则
带来了他们设计制作的手工
包，这款手工包运用了多样
化的捆扎手法，结合传统刺

绣，创造出了别样的精美图
案。

目前，常高艺的民间工艺
美术专业已经连续招收了五
届学生，学校长期聘请国家级
工艺美术大师孙燕云（非遗项
目乱针绣传承人）、江苏省工
艺美术大师沈华强（非遗项目
留青竹刻传承人）等为客座教
授，通过工作室培养等方式，
为地方非物质文化的保护传
承和创新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陈冬晴 季文君 张经亮 文摄）

常州艺术高职校

学生文创作品分享会开进书局

零下五度坚守岗位，常工院外国语学院105名志愿者

成为常州U23亚锦赛的“小太阳”

常工院外院介绍，本次志愿
者招募，原定 90 个名额，近 300
名学生报名。经筛选、面试、培
训，1 月初，志愿者悉数上岗。
学 生 分 布 在 球 场 内 外 各 个 岗
位。比赛期间天气恶劣、气温
低，但他们还是很好地完成了

工作。
其实，不仅是本次比赛，志

愿者的身影，还活跃在很多重大
赛事活动中。据外院党委书记
谢金楼介绍，像常州国际动漫艺
术周、羽毛球大师赛、“文化100”
常州国际民间艺术周等，都有学

生参与志愿服务。据统计，2017
年，外院开展各类青年志愿者活
动累积超过100余次，公益服务
时 长 超 过 3000 余 小 时 ，吸 引
1100 余名学生参与，占全院在
校生总人数的99%以上。
杨曌 文 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

新年伊始，常州迎来了史
上最高规格的足坛赛事——
亚足联 U23 锦标赛决赛阶段
比赛。

零下五度的冬日里，赛场
上，对手酣战，观众助威。赛
场外，青年志愿者们忙忙碌
碌，同样成为亮丽风景线。

据了解，本次常州赛区的
比赛，常州工学院作为唯一一
支高校志愿者团队，共派出
300 余名志愿者，其中 105 位
进行全程服务，均来自学校外
国语学院。

“中国队球员杨立瑜进球，得
一分。”1月9日的揭幕战比赛，就
在中国队进球庆祝的同时，广播
里传来播报员陈政的声音。

曾播报过在常举办的女足
赛、羽毛球大师赛，常工院商务
英语专业大三的陈政算是颇有
经验的老将了，但这一次，小陈
需要全程独立完成中英文播报，
他坦言“压力山大”。“这次比赛
关注度和影响力非常大。我不

能 出 一 点 差 错 。”小 陈 说 。
于是，从去年 12 月底开始，陈政
就做起了准备：向音乐教育系的
学长讨教开嗓练声的方法；储备
相关足球知识和专业术语；熟读
文稿。不过，最大的难题，还是
播报球员名字。“常州赛区的球
队有七八支，像卡塔尔、乌兹别
克斯坦等国的球员名字，都比较
难念。”为了发音标准，陈政在赛
前联系到各队队长，录下所有队

员名字的读音，回去反复练。
终于，陈政迎来揭幕战“首

秀”。当天的两场比赛，他从
11:30 一直工作到 22:00，中途
没有休息，更无暇吃饭。“将信息
准确传递给现场一万多名观众，
是我的职责。”

在 1 月 27 日 的 颁 奖 仪 式
上，13 页的中英文稿件，陈政一
气呵成，语速快、零差错、音色纯
正，获得亚足联的点赞。

同是商务英语专业，大二的
刘诗大则当上了冠军队——乌
兹别克斯坦（以下简称“乌国”）
队的联络官，不仅要操心赛程、
球队动向、各方协调，还要与球
员们同吃同住同行，俨然 24 小
时待命的“经纪人”。

刘诗大说，联络官是最早
开始工作的。由于乌国是穆斯
林国家，所以他也和球员们一
起，吃清真餐；球队商讨战略谨

慎，但吃饭时间不谈工作，因
此，他为了拿到第二天出场队
员的名单，一直等到凌晨三点
才睡；此外，还要陪逛街、陪就
医检查⋯⋯小刘说，最难的是语
言关。“不是所有球员都会英语，
所以沟通起来比较困难，必要时
只能靠手机翻译软件。”

1月27日总决赛当天，乌国
对战越南。双方紧咬比分，小刘也
跟着紧张。直到加时赛最后一分

钟，乌国终于进球，以2∶1战胜对
手，小刘激动地与球队按摩师抱在
了一起，“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带了
一支冠军队，辛苦都值了。”

很专业 他是足球播报员，全程中英“秒切”零错误

很辛苦 他当球队“经纪人”，24小时待命

很给力 千余学生参与志愿服务，服务时长超3000小时

刘诗大和乌国门将教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