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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 月 15 日，常州
工学院师范学院邀请全国著
名教育家、原常州师范学校校
长邱学华教授走进“名师、名
校长、名校友”大讲堂，开启

“三名”大讲堂第二讲。学院
师生及来自附属小学、幼儿园
的部分老师聆听了讲座。

邱学华教授以“邱学华的
尝试之路”为题，通过自己的“尝
试”人生经历和教育生涯，向大
家全面展示了尝试教育理论形
成的过程以及他的成长故事。

随后，邱学华教授又以
“尝试学习的原理与策略”为
题，结合课堂教学案例和现场
互动，展示尝试课堂教学的操
作策略，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
性，让学生通过自学，寻找解

决问题的方法。
据了解，常工院将成立

“邱学华尝试教学研究工作
室”，吸纳有志于尝试教学研
究和推广的师生加入。

为更好地传承百年师范
教育，进一步提升师范人才培
养质量，常工院师范学院推出
了“名师、名校长、名校友”三
名大讲堂，通过举办一系列的
学术盛会，达到碰撞思想、陶
冶情操、浸润心灵的效果，打
造师范学院“百年师范，百年
传承”的文化品牌。首场讲座
邀请了常州市局前街小学教
育集团校长李伟平，与大家分
享《“儿童成长节律”课程的构
建与实施》的学术心得。

（张志欣 杨曌）

提升师范人才培养质量

常工院推出“三名”大讲堂

本报讯 5 月 11~12 日，江
苏省常州技师学院2019年高技
能人才创新班自主招生考试在
该校举行。据了解，今年学校
共拿出 4 个专业共 140 个招生
计划，报名考生近 300 人，人数
与往年基本持平。

据 该 院 副 院 长 赵 正 文 介
绍，参与自招的四个专业分别
是：汽车机电师 (中德国际班）、
现代物流、药物分析与检验等 3
个六年制技师班，和一个五年
制大专班广告设计与制作专
业。

考试现场，不少考生不约
而同地向记者提到世界技能大
赛冠军宋彪。这位来自省常技
的“大国工匠”，俨然成了大家
的学习目标。丽华中学的考生
小潘就是宋彪的“粉丝”，他告
诉记者，宋彪的事迹让他很受
鼓舞，对省常技也更加向往。

“将来如果有机会进入省常技

读书，我希望自己也能成为像
宋彪哥哥那样优秀的人才。”

一些陪同考生的家长，也
袒露了自己的心声。家长周女
士说，选择报名参加职业院校
的自主招生，一方面考虑到以
孩子目前的学业成绩来看，考
上重点高中希望不是很大。“现
在国家越来越重视职业教育，
虽然不是人人都能成为宋彪那
样的顶尖人才，但是读职业院
校学好一门技术，也是比较理
想和现实的出路。”她说，另一
方面，参加自招相当于让孩子
在中考前多一次机会。“我们也
跟孩子商量了一下，能通过自
主招生提前录取当然最好，即
使没被录取，中考以后仍然可
以再作选择。”

采访中，“好就业”是考生
家长普遍抱持的想法和诉求。
据省常技招生就业处处长程智
江介绍，截至目前，学校已累计

为社会输送中高级技术技能人
才11万多人，其中高级工、技师
3 万余名，毕业生受到用人单位
的普遍欢迎，供不应求，就业率
稳定在 98%以上。去年校招会
上，像机电类专业等学校热门
专业的毕业生，用工供需比就
达到了 1∶21，6 个专业超过 1∶
10以上。

此外，学院教师和学生参
加全国、全省各级各类技能竞
赛也摘金夺银，屡获殊荣。学
院先后被确定为首批“全国技
工院校师资培训基地”“国家高
技能人才培养示范基地”、国家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首家

“ 全 国 技 工 院 校 师 资 研 修 中
心”，荣获“全国职业教育先进
单位”“国家技能人才培育突出
贡献奖”等荣誉，在全国职业教
育中素负盛名，被誉为“技师的
摇篮”。

（杨曌）

江苏省常州技师学院2019自主招生考试现场

不少考生冲着宋彪来了

本报讯 日前，2019 年全
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电子产品芯片级检测维修与
数 据 恢 复 赛 项 决 赛 落 下 帷
幕，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以团体第一名的好成绩，摘
得该赛项一等奖，为学校斩获
2019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首枚金牌。这也是该校从
2017 年起，第三年获得该赛
项一等奖，且2018、2019年连
续两年获得一等奖第一名。

该赛项以电子产品主板
芯片级检测维修、硬盘数据
恢复为主要任务，将相关前
沿技术及技能融入比赛，检
验选手在真实的工作场景下
对电子产品芯片级检测维修
及数据恢复的能力与水平，重
点考查学生的职业素养、团队
协作、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自2011年设置该赛项
以来，共举办了7届。

（黄丽娟）

常州信息学院

全国电子芯片检修大赛摘金

本报讯 近日，由江苏理工
学院艺术设计学院主办的“《心
会》艺术学院教师十三人联合画
展”在常州运河五号创意街区美
术馆开幕。在常 10 余家高校学
者、书画爱好者、师生代表共
300余人出席开幕式并观展。

本次画展为期 7 天，共展出
吴锦川、秦杰、曹剑文等 13 位江
理工艺术专业教师的 150 余幅
作品，涵盖油画、国画、水彩、漆
画、陶瓷等类型，呈现出教师对
艺术的诚恳，对生活的细腻观察
和体悟，对人性的高度概括与提
炼，对古典理想和秩序的领会。

观展市民躬女士表示，这样
的画展活动很好。“平时像我们
普通市民，可能接触不到这样高
规格的画展。看过之后，觉得心
很静，能让我享受到宁静致远的
状态，也是对生活的美好向往。”

“一场没有语言的师生交流

会”，这是江理工艺术设计学院
学生杨旸对画展的形容。“这些
作品都是每天上课，老师的创
作。每看一幅画，都好像在与老
师零距离沟通，给了我更直观的

感受。”
据悉，江苏理工学院艺术学

院教师已连续 10 年在运河五号
举办联展。

（吴婷 杨曌 图文报道）

江苏理工学院

十三人联合画展展现艺术之美

本报讯 记者近日获悉，江
苏省教育厅将组织“省内专家”
赴指定高校开展江苏高校优秀
思想政治理论课示范课百场巡
讲活动。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李飞老师入
选“省内专家”团。

据了解，“省内专家”团由江
苏高校优秀青年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师“领航·扬帆”计划首批
培养人选、省内高校部分知名
专家学者和近年来在思政课教

学展示活动中表现突出的部分
思 想 政 治 理 论 课 骨 干 教 师 组
成。常州工业学院李飞老师曾
在首届江苏省高职高专中青年
教师思政课教学大赛中荣获特
等奖。

据悉，为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实施好“新时代高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创优行动”，高质量
办好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江苏省教育厅发布《省教育
厅关于开展高校优秀思想政治
理 论 课 示 范 课 巡 讲 活 动 的 通
知》。通知要求，我省于 4 月至
12 月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江苏高
校优秀思想政治理论课示范课
百场巡讲活动。李飞老师巡讲
的学校有 3 所，分别是常州纺
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常州机
电职业技术学院和江苏城乡建
设职业学院。

（张宏 杨曌）

常州工业学院

教师入选省优秀思政课巡讲“省内专家”

本报讯 日前，常州开放
大学举行 2019 年捐书励学
暨读书报告会。

据了解，捐书励学活动
由该校退休职工以集资的方
式自愿捐款，所得善款全部
用于购买图书。图书平均分
配到每个班级，班级设立图
书角，由专人负责图书的借

还和保管工作，保证图书的
完整与完善。

自 2015 年起，常州开放
大学退休职工连续五年开展
捐书励学活动，不仅教育学
生懂得感恩，也为形成风清
气正的校园文化做出了贡
献。

（王云）

常州开放大学

捐书励学掀读书热潮

本报讯 近日，常州大学
国际教育交流学院学生培养
推出新举措——国外合作院
校直播，助力学生规划学业。

上周，直播活动邀请中爱
151 制药专业学生徐晨骁，带
领同学们畅游爱尔兰梅努斯
大学。短短一小时，徐晨骁详
细介绍了梅努斯大学的校园
风光、全新的体育场所和教学
设施，让观看的同学惊叹不
已，对这所大学心生向往。

据了解，常州大学国际教

育交流学院不断总结学生培
养的特色，打破了传统的讲
座、座谈交流模式，结合时下
直播热点推陈出新，利用新媒
体技术开展一系列的国内外
学生直播活动：比如我的餐桌
我做主、领略圣西维尔大学风
光、梅努斯大学小吃一条街、
在国外合作院校如何学习、毕
业典礼等，让国内同学近距离
接触合作院校，并熟悉留学生
活，为将来出国学习做准备。

（杨曌 包海霞）

常州大学

创新推出国内外学生直播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