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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 1 月 10 日 ，常 州 民
盟·常州市书画院新春送温暖活动
在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举行。
众多书画名家齐聚一堂，将书画艺
术文化送进校园。

活动以现年 78 岁高龄的书法
大师王日曦挥毫“明志笃行”开笔，
现场 12 位书画大师挥毫泼墨，展
示国粹，为学校师生书写绘就了
80 余幅积极向上、励志的书画作
品，吸引了众多师生现场观摩交
流。

最后，常州书画艺术院副院长
朱翰钧向学校赠送了《奋进新时
代》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民盟盟
员美术作品集。

（裴玮艳 图文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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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从刘国钧高等
职业技术学校传来好消息，该校 3
项目入选 2018 年武进区“双十百
千”行动创新创业一般项目，分别
为刘天宋老师的创新项目《智能坐
姿检测仪》、虞益龙老师的创新项
目《自动开挂机及免提扬声对讲电
话装置》和高学群老师的创新项目

《基于手势动作的多关节机器人控
制系统》，入选项目数在同类学校
中位居前列。

武进区科技创新“双十百千”
三年行动计划（2016-2018）以重点
推动在常高校与武进区重点产业
互动发展为主要目标。三年中，武
进区与在常高校紧密合作，全力实
现“双十百千”目标。“双十”指紧密
联系在常十所高校，重点建设武进
十大产业；“双百”指全力对接百名
科研骨干教师，大力培育百家创新
型企业；“双千”指积极鼓励千名高
校学生创新创业，努力推动千项科
技项目落地。

据了解，此次“双十百千”行动
创新创业项目计划，共有重点支持
项目9项，一般项目83项。

（皇甫 杨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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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学校又如何看待
教师创新考核方式呢？记
者连线在常高校相关教学
负责人，他们均对这种做
法给予了鼓励。

常州大学质量管理与
评估中心副主任徐薇薇表
示，学校鼓励教师积极探
索考核内容与考核方式改
革，促进“知识考核为主”
向“能力考核为主”转变，
提倡突出学习、实践、科
研、创新等多方面素质和
能力的考评。“我们希望教
师采用除闭卷考试以外的
其他多种形式相结合的考
核方式，将过程性评价和
终结性评价相结合，逐步
形成考得好、学得好、用得

好 相 一 致 的 良 性 考 核 机
制。”

江苏理工学院教务处
副处长李锋则认为，试卷
考核是考察学生能力的一
种方式，但不是唯一方式，
且有些课程并不一定适合
采用试卷考核。“像莫晓琳
老师这样根据课程学习目
标和学生能力培养要求，
采取适合的方式考察学生
的学习效果，也是一种有
益的尝试。”他说，新的考
核模式对老师的专业素质
和教学评价能力要求也大
大提高，并且投入大量的
时间和精力，学校也将通
过政策引导，鼓励教师采取
多种形式的过程性考核。

创新考核方式，
对教师要求更高

一改以往书面考试的老面孔

别人家的期末考试，不做试卷“玩创意”

“我在客房的床上发
现一根头发，请问怎么解
决？”刚办完酒店入住的

“客人”向“前台”投诉，只
见“前台”礼貌而熟练地处
理纠纷，安抚客人情绪。
这是江苏理工学院酒店管
理专业公共必修课《酒店
礼仪与职业素养》考核现
场的一幕。几位学生分别
扮演行李员、迎宾员、前
台、客人等角色，模拟酒店
入住的情境，运用课堂所
学专业知识，进行实际操
作考核。

任 课 老 师 莫 晓 琳 介
绍，酒店管理专业培养的
是高星级酒店管理人才，

对服务人员的礼仪谈吐要
求很高，因此，她在期末考
试中设计了两项内容，考
查学生的仪容仪表仪态：
一是基本动作。学生将礼
仪动作与音乐节拍融为一
体 ，展 示 站 姿 、走 姿 、坐
姿、蹲姿和礼仪操等五个
方面。二是情境模拟，每
组设置一个典型的酒店服
务礼仪案例，学生分组进
行演练，老师全程录像，
邀请课程组老师一起进行
综合评定。学生陈静说：

“刚学的知识就能在实操
考试中用上，对我们未来
的工作、同事交流都有帮
助。”

眼下，正值期末考试阶段。
就在大家复习迎考之时，在常高校这群老师却

一改以往书面考试的老面孔，纷纷推出创意期末
考，有的以诗作画、拍微电影，还有的做菜铺床、假
期实践调研⋯⋯于是，学生们不用“挑灯夜战”，而
是从容准备各种“实战”。

记者从在常高校了解到，近年来，许多高校开
始改革专业课期末考试形式，不再“一考定论”。

去年大热的电视节目《中
国诗词大会》，如今“火势”蔓延
到了艺术专业：常州大学艺术
学院视觉传达系专业必修课

《色彩构成》期末考试，就引入
一首唐代古诗，学生需在悟出
诗意的基础上作画，以评估其
综合修养。

“与以往直白命题，提笔开
画不同，这回得先读懂一首唐
诗。”该门课程老师陈辉说，试题
要求学生以唐代韩愈的《晚春》

“草树知春不久归，百般红紫斗
芳菲。杨花榆荚无才思，惟解漫
天作雪飞。”为设计背景，用色彩
对比与调和的原理和方法，设计
创作一幅色彩构成作品。

“这首古诗反映的其实是
诗人面对暮春景象，积极向上，
希望莫负春色的心情。”陈辉

说，虽说学生对诗的理解见仁
见智，但总体把握不能有太大
偏差。纵观学生的作品呈现，
70%~80%能够达到他的要求。

视觉传达专业 2018 级学
生王炜霞的作品《晚春》获得了
93 分的高分。她表示，自己第
一次遇到这样新颖的考题。“这
也提醒我们今后不仅要重视绘
画技能，传统文化的积累也不
能忽视。”

其实，这已经不是陈辉第
一次“另辟蹊径”了，他还曾用
无锡乐曲《二泉映月》、江苏名
歌《茉莉花》作为考题，要求学
生用色彩表现。“学生到常州求
学，就应该对江苏地方传统文
化有所了解，对他们今后在当
地从事相关艺术设计工作会有
帮助。”

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是“自
媒体”。如今，拿起手机，拍下
视频，剪辑APP简单操作，就能
在社交平台发布共享。而这一
新潮“玩法”，被河海大学常州
校区老师秦卫明借鉴过来——
他的《大学语文》期末考核，没
有笔试，而是小组合作拍摄微
电影。

“《大学语文》的精髓在于
其人文精神和人格培养，提高
学生的综合素质。”秦卫明说，
传统的考试形式比较单一，他
便考虑，以拍微电影的形式，充
分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将教
学目标和学生兴趣有机结合。

“现在的大学生大多接触过手
机视频 APP，对这方面有一定
的了解；同时，编剧、拍摄、剪
辑、音乐、导演，各司其职，人人
参与，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也
能得到培养。”

秦卫明曾有过电视台工作
经 历 ，“ 老 本 行 ”便 是 拍 摄 剪
辑。考虑到大一新生对电脑剪
辑软件和编剧还比较陌生，他
便花了三节课时间讲解软件剪
辑要点，同时鼓励学生以自编
剧本或改编小说的方式进行创
作。“主题可以自由发挥，能反
映当代大学生的精气神即可。”

在他的引导下，学生的微
电影非常出彩，有对未来人工
智能的畅想，有对“老人该不该
扶”等社会特点问题的观察，还
有励志追梦、珍惜时间等抒怀
感悟。学期末的课堂上，秦卫
明当堂播放了学生作品，并让
大家参与评选，课堂气氛很活
跃。“通过这次团队合作完成微
电影作品，我不仅学会了电脑
剪辑，还在人际交往和沟通上
有了进步。挺喜欢这样的期末
考试。”学生曾显煜说。

回溯传统文化，
色彩构成课“以诗作画”

自媒体时代，
大学语文课拍起微电影

展仪表谈吐，
礼仪课前台服务“情景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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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曌 图文报道

《色彩构成》学生期末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