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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6日，2018年
华夏基金会项目学校年会
暨华夏急救培训表彰会在
刘国钧高职校召开，来自全
国各地 60 所职业院校的
130人参加。

会议聚焦职业教育信
息化，围绕“‘互联网+教育’
时代的职业教育”主题，着重
就立体化教材建设与应用，
视频交互、微课等资源开发
和使用进行引领、分享。

据悉，华夏基金会于

1982 年在香港注册成立，
基 金 会 资 助 项 目 遍 布 全
国。1988 年，基金会赠款
50 万美元，与常州市政府
合作在全国首创城市职业
教育模式华夏职业教育中
心——这便是刘国钧高职
校的前身。多年来，该校作
为基金会项目学校师资培
训基地，承接了数控车床、
物联网应用技术职教师资
培训等多个项目。

（皇甫大欢）

华夏基金会项目
学校在常交流

十月，在常各高校的新生又迎
来社团间的招募之战。校园内，各
社团为“招兵买马”，纷纷开展创意
无穷的招新活动。

汉服社的成员，现场穿着中
国传统的汉服，进行情景表演；音
乐协会则摆出乐器，现场演奏；武
术协会派出会员在自己的展位前
演示、双节棍、散打；街舞社更是
在人流中即兴起舞，活泼的音乐
配上动感的舞蹈，吸引了不少新
生的目光⋯⋯

一位来自常州工学院工商管
理专业的新生小张说，在这次社团
招募中，她选择了青年志愿者协
会，“我之前就关注了志愿者协会
的活动开展情况，我希望通过各类
志愿活动，锻炼自己的胆量和能
力，同时也想帮助更多的人。”

据了解，目前在常各高校社团
中，几乎每个学校都有相应的爱心
社团和志愿者服务社团，一般也都
是社团中人数规模最大的。除了
爱心类社团受到追捧之外，还有一
些艺术类、兴趣类的火爆社团，如
街舞社、动漫社、篮球社、机器人协
会等也成为社团中的“明星”，备受
新生小鲜肉们的欢迎。

常工院
文学潮流不曾离开，更从

未退却

据常州工学院负责学生社团
工作的团委书记许文婷老师介绍，
目前该校已建成校级注册社团
191 个，其中全国大学生百强人文
社团1个。

“新绿文学社”创建于 1985
年，至今已 33 年，是学校历史最
长，影响范围最广的学生社团。指
导老师崔涛教授称，社团每个月都

会定期安排学校青年博士做通知
类的讲座，并由指导老师带领，参
与学校每年的常态活动。如“人文
素养展演”“母语表达技能大赛”

“经典朗诵大赛”等学校传统活动，
都由“新绿文学社”承办。

后期，崔教授希望通过各类
活动，增强高校之间的互动、增加
作品的发布渠道，让学生们在写
作能力方面有更大提升。他还建
议有文学爱好的学生，学会欣赏
生活中的各类情趣和美好，增加
感触，有感而发写出更有思想的
内容。

机电学院
推动正能量电竞活动，传

递理智的游戏观念

常州机电学院的图书馆六楼
空间很大，曾是校电子图书馆，存
放 一 些 DVD 等 。 学 校 考 虑 到
DVD 等设备已日渐落后，而电子
竞技作为一门体育竞技类项目，则
越来越被社会所承认和重视，于是
便开辟了这层楼，安置了 21 台最
顶配的电脑设备，打造了电子竞技
社团活动平台，同时也是现代化电
子资源展示平台，里面安置了大荧
幕，每周五社团会播放电影，成为
全校学生的“网红场所”。

目前该社团成员有200多人，
社长吴少川来自模具技术学院，他
和其他核心成员一起管理，组织开
展全校电竞大赛，利用课余时间训
练战术，先后参加多个比赛。在吴
少川看来，除了参加比赛，社员们
通过电竞社的联合活动，根据自身
喜好来担任活动策划、领队、战队
经理、裁判、解说等，从中得到锻
炼，这才是电竞社真正的使命。

常卫校
啦啦操社团的她们这样诠

释“才貌双全”

近期，在江苏省职业学校第九
届啦啦操比赛中，常州卫生高等职
业技术学校的啦啦操社团，获得示
范及展示套路双料冠军，并以总分
第一的分数荣获团体比赛一等奖。

“这支队伍很有魔力，能使每
一位队员都变得更优秀。”该社团
的老队员小董同学感慨道，社团自
2013 年成立，5 年来，在指导老师
华云娟的带领下从无到有、从弱到
强，一路走来，青黄不接的啦啦操
队曾一度陷入困境，在学校领导和
体育组的共同努力下，教练团队大
胆启用新生，在校赛遴选的基础上
于今年 3 月，才组建了一支由 17
级学生为主的啦啦操队。 周静

爱心社团最多，兴趣类最受欢迎

在常各高校“百团大战”

本报讯 10月15日，第
四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在厦
门大学落幕。常州轻工职
业技术学院参赛项目“情
系民生热豆腐——壹明唐
现 做 现 卖 豆 制 品 连 锁 运
营”最终在 15 支决赛团队
中脱颖而出，勇夺就业型
创业组金奖，实现了江苏
省高职院校互联网+创新
创 业 大 赛 金 奖 历 史 性 突
破，全国仅两所高职院校
获此殊荣。

据悉，此次参赛的项目
是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2015 届优秀毕业生闫朝恒
在 2016 年创立的“壹明唐”
豆腐连锁品牌，目前加盟店
及直营店总数达 600 多家，

年 营 收 入 达 到 7000 万 以
上，带动就业 5000 余人。
壹明唐在高速成长之后遇
到了发展瓶颈，为此学院领
导高度重视，组织相关创业
指导老师，于 2018 年初专
门成立了“壹明唐项目咨询
团队”，与闫朝恒一起梳理
规划企业的未来。经调研
后，项目组将壹明唐重新定
位，并塑造“供应链+门店
运营+营销推广”三核驱动
优势，确立了依托壹明唐资
源，打造“1+N”非遗餐饮品
牌孵化的商业模式。该商
业模式确立以后，已成功孵
化了“横山桥百叶”“豆市
河”等新品牌，目前还储备
了近10个新的餐饮品牌。

（李昆益 沈叶菁）

常州轻院

“情系民生热豆腐”
摘全国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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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常州晚报小记者
招募启动以来，小记者协会收到
很多家长和小记者们的咨询，我
们选取了询问次数较多的问题
做出回答。

问：常州市小记者协会和常
州晚报小记者是什么关系？

答：常州市小记者协会是由
常州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
教育局、团市委、常州日报社等
单位发起，经民政局注册的江苏
省一级社团，非盈利组织，协会
的主要展示平台为《常州晚报》，
所以协会小记者也称为“常州晚
报小记者”。

问：现在招募“小记者”的单
位很多，常州晚报小记者和其他
小记者有什么不同吗？

答：常州晚报小记者是常
州地区唯一一家经市教育局批
准招募小记者的组织，接受市
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教育
局、团市委、市民政局等单位的

监督，小记者各方面权益更有
保障，请家长们仔细对比，慎重
选择。

问：学校的小记者报名工作
何时开始，我们可以自己来协会
报名吗？

答：2019 年度小记者报名
是从 2018 年 9 月 1 日~12 月 20
日，在此期间，常州市 180 多所
中小学都会自主开展小记者招
募工作，如果在学校没有报上名
的，可以携带学生的相关材料直
接来协会，由协会进行审核是否
获得报名资格。

问：新年度的小记者证和装
备什么时候发下来？

答：新年度的小记者要经过
学校审核和小记者协会复核后
才能颁发证件，学校将新年度小
记者名单上报协会后，15 个工
作日内，协会工作人员会将报名
成功的小记者的证件和装备发
放到学校，由学校小记者站进行

统一发放。
问：新年度的小记者什么时

候开始参加活动？
答：今年 9 月~12 月报名的

是 2019 年度的小记者，新年度
的小记者权益要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享受，赠送的全年

《常州晚报》也要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投递。目前已成功
报名新年度小记者的，我们将尽
快发放小记者证，拿到小记者证
的新年度小记者，就可以报名参
加小记者协会组织的活动了，优
秀文章，也有机会在报纸上展
示。

问：平时小记者活动是怎么
开展的？

答：小记者活动开展大体分
两类，一类是学校自主开展的小
记者活动，小记者会员学校根据
本校实际情况，策划开展小记者
专场活动。另一类是协会策划
和组织的小记者活动，这些活动

会通过常州晚报、小记者官方网
站（www.changbaolexue.com）、
小记者微信公众平台（公众号：
czxjzxh）等平台发布，供小记者
和家长们选择报名参加。同时，
协会也会策划组织活动送进学
校，力争让每位小记者都能尽可
能多地参加活动。

问：小记者将如何投稿，贵
报需要怎样的稿件？

答：有特色的小记者活动稿
件以及征文，我们将择优选用发
表，希望小记者们积极关注，踊
跃投稿。投稿邮箱：czxjzyx@
126.com。来稿请注明学校、班
级、姓名、小记者证号、指导老师
姓名。

问：小记者的优秀稿件有哪
些展示平台？

答：《常州晚报》小记者周刊
是小记者优秀稿件的主要展示
平台，稿件还可刊发于《常州小
记者杂志》、常报乐学网上，我们

会为刊登文章的小记者颁发荣
誉证书，以资鼓励。

问：新年度的小记者权益有
哪些变化？

答：2019 年度，我们推出了
小记者的十大权益，凭小记者证
免门票的景点有恐龙园、春秋乐
园、嬉戏谷、东方盐湖城、孝道园
等，免费或优惠的景点后续还会
不断增加，协会将继续努力给小
记 者 提 供 更 多 的 免 费 采 风 选
择。另外，2019 年度，小记者协
会将大量增加活动场次，主题培
训、公益活动、采风活动等数量
更多，选择性更强。

常州晚报小记者、家长有任
何问题咨询、意见或建议，均可
联系我们，联系方式为：

电话：0519-86630997
邮箱：czxjzyx@126.com
地址：天宁区和平中路 413

号报业传媒集团12楼

2019年度常州晚报小记者招募问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