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日前，中以大学生
创新设计邀请赛在常州大学开
赛，来自以色列理工学院和常州
大学的两国大学生“脑洞大开”
比拼创意。

以色列的大学生团队现场
展示了“无创尿动力学检测装
备”课题，运用流体力学以及高
速捕捉摄像机技术，通过分析病
人排泄出的尿液，帮助医生准确

诊断了尿路系统的疾病。这一
课题因为创意新颖获得了“最佳
创意设计奖”。

常州大学团队由制药、石油
化工、机械、材料等学院学生组
成。其中，华罗庚学院化工专业
大三学生苏子乔和她的团队介
绍的“肺功能检测仪”项目，获得
最佳技术发明奖。

据了解，以色列理工学院被

誉为“以色列的麻省理工”，拥有
纳米科技、生命科学等一流学
科。常州大学也历来重视创新
创业教育，在 2018 年全国高校
学科竞赛评估结果中，常大位列
全国本科高校第 73 名。以此次
活动为契机，两校也将进一步加
强科技文化交流，搭建青年创客
共享平台。

（包海霞 杨曌）

常州大学 中以大学生玩“头脑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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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2019 年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
职组工程测量赛项在江苏
城乡建设职业学院举行。
本次比赛共有来自全国 35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
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的 114 支代表队近 500 名
选手同台竞技。经过激烈
角逐，68支代表队获奖。

本赛项是本届国赛 87
个大项（89 个小项）中唯一
一个需要外业操作的竞赛
项目。竞赛包含理论知识
和操作技能两部分。根据
赛项规程要求，每队 4 名选
手须独立完成理论竞赛，合

作完成操作技能竞赛，重点
考核学生的技能水平和团
队合作能力。

工程测量赛项自 2009
年起已成功举办 7 届，本届
规模最大。据了解，江苏城
建学院除了将赛场最大化
地开放供现场观摩外，还开
设了赛况直播区，设置了赛
场内30个高清监控点，供候
赛选手及领队、教练在直播
厅观看赛场全景实时动态。

比赛同期还举办了专
业教研活动——世界技能
大赛混凝土建筑项目经验
分享交流。
（裴玮艳 杨曌 图文报道）

江苏城建学院

500名选手同台竞技

本报讯 日前，2018 年
度全国“两红两优”名单公
布，共青团常州旅游商贸高
等职业技术学校应用外语系
总支部委员会获评 2018 年
度“全国五四红旗团支部”。

该支部以志愿者队伍
打造为特色，以社团活动为
平台，以各类团组织活动和
竞赛为抓手，涌现出了一批
优秀团员和团员群体，近三
年涌现出了全国最美中职
生 2 名，省级以上优秀学生
干部11名，在省级以上微团

课、职业技能、模拟法庭等
比赛中更是涌现出一批又
一批金牌团员。值得一提
的是，该支部组织的 4 支志
愿者服务团队，已经连续多
年为新桥镇敬老院服务，还
参与常州高中生辩论赛、常
州市职业英语技能大赛等
赛会服务工作。

据悉，“全国两红两优”
是共青团中央授予全国各
行各业基层团组织和团员
青年的最高荣誉，每年评选
一次。 （王海燕）

2018年度全国“两红两优”名单公布

常旅商榜上有名

本报讯 日前，常州市
中小学“拥抱技术、变革教
学——录屏与视编软件应
用”第一期培训在刘国钧高
职校举行，本次培训面向局
属学校及天宁、钟楼两区中
小学、幼儿园教师。

培训以制作实际教学
微课为任务载体，从资源录

制、效果编辑、滤镜特效处
理等教学资源开发需求出
发，让学员初步掌握录屏与
视编软件 Camtasia Stu-
dio 使用方法，优化教学设
计，改善教学效果。培训过
程中，学员们现学现用，互
动积极。

（黄秀娟 皇甫）

刘国钧高职校视编软件应用培训

拥抱技术 变革教学

常州机电学院学子斩获国赛金牌——

他们跑赢了一场持续两年的“马拉松”

选手在国赛的出色表现，还
得益于学校的“全人格”育人模
式。常州机电学院以学生为中
心，重构项目化学习内容、变革
课堂学习模式、开展立体化学习
评价，形成了一套基于项目学习
的高职院校“全人格”教育模式。

“我们不但注重学生专业能
力的培养，还关注学生社会能
力、方法能力等非专业能力，并
以项目化的形式有机融入到课

程和专业教学实践中。”党委书
记曹根基介绍，在该模式下，学
生不再是分门别类的上课，而是
完成一个个精心设计的项目，

“教材”变成了“学材”，“教学”变
成了“陪伴”，学生在“做中学、学
中做”。学校则将“全人格”评价
指标融入到这些项目中，让原本
抽象的素质能力变得可测，让素
质培养具备可操作性。

历经八年多的探索实践，

“全人格”育人成果显著。近年
来，该校涌现出中国大学生年度
人物、全国大学生自强之星等一
批先进典型，并在各类大赛中频
频摘金夺银。

据了解，“全人格”育人模式
现已在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等全国
10 余所职业院校推广应用，约
300所高职院校学习借鉴。

杨曌 陈翼 图文报道

5 月 18-20 日，全国职业
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现代电气
控制系统安装与调试赛项在常
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举行。来
自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的
105 支代表队参加本项竞赛。
经过激烈角逐，由常州机电学
院电气工程学院机电 2017 级
学生朱新淼和王伟组成的代表
队脱颖而出，赢得金牌。

金牌的背后，既饱含着两
位“95 后”的技术与激情，也得
益于学校“以赛促教”的先进人
才培养模式。

电路设计、安装接线、程序
编写、运行调试、故障排除⋯⋯
长达 4 个小时的国赛现场，就像
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胜负往往
在毫厘之间。但朱新淼和王伟
却镇定自若，在各自的专业领域
展现出沉稳的“大将风范”。

朱新淼是编程担当。“我喜
欢与代码相伴，面对屏幕上一行
行纷乱的代码，我反而会比较耐

心、冷静。”备赛期间，每当有负
面情绪袭来，他都会找老师聊聊
天，缓解压力。

相比之下，王伟则是“逆流
而上”型选手：“我更喜欢带着压
力参加比赛，稍许的紧张感能让
我打起百分之两百的精神。”他
说，只有保证头脑思维清晰，才
能尽量做到零失误。

“他们整体实力都很不错，

但是今年比赛压力也不小。”指
导老师马剑说，参赛队伍逐年
递增，今年比去年新增了 15 支
队伍，三十多个省市的“高手过
招”，竞争激烈。而主办方为了
拉开成绩梯度，题目越来越难，
虽然“主场作战”可以免去车马
劳顿，但团队实际备赛却铆足
了 劲 ，目 标 直 奔 一 等 奖 的“ 卫
冕”。

马剑介绍，本次比赛项目已
与国际对接，很多都是工业自动
化技术的核心内容。“两位选手
在 4 小时比赛中完成的任务，放
在企业里，可能需要团队花费数
周甚至数月才能完成。”

国赛的另一个变化，在于“德
技并重”，将职业素养纳入考核范
围。考官评分，对走线是否美观、
清晰，操作是否规范，都有非常明
确的要求。比如接一根电线，就

含有近 10 个具体要求。“看似苛
刻，其实传递的正是让学生追求
卓越的‘工匠精神’。”

技能大赛是培养“大国工
匠”的最佳熔炉。在指导老师王
青看来，通过技能大赛磨炼学生
的工匠精神比锻炼技能更为重
要，“对待学生，要用可持续发展
的理念，着重赋予他们学习新知
识的方法和解决新问题的能力，
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大国工匠。”

这样的育人理念落到大赛
人才选拔上，指导老师则更为青
睐“自己要好”的学生。“比起头
脑聪明来说，我们更看重踏实肯
学、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愿意主
动钻进去的学生。”王青说，朱新
淼和王伟，不仅成绩优异，每学
期都拿学院一等奖学金，还都能
吃得下备赛这番苦，在互补中一
起进步。“但凡有一个人畏难撂
挑子，这仗都打不赢。”

“全人格”育人，已向全国推广

以赛促教，培育“大国工匠”

高手过招，直奔“卫冕冠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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