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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由江苏省
纺织工业协会主办，江苏省服
装协会、江苏省服装设计师协
会协办的“2019 年江苏省十
佳服装设计师”评选落下帷
幕。19 名参赛服装设计师同
台竞技、各展风采。经过激烈
角逐，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
学院服装学院青年教师马德

东凭借系列服装作品《之乎者
也》获得“江苏省十佳服装设
计师”称号。

据悉，2019 年江苏省十
佳服装设计师评选共有 60 多
名设计师参赛，经过专家初
评，最终有 19 名优秀设计师
入围决赛。

（华建铭）

常州纺织学院

教师获省十佳服装设计师称号

本报讯 5 月 29-30 日，全
国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培训
会在常州举办。本次培训会由
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
所主办，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承办。来自全国 32 个省、市、自
治区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部分
院校、科研机构、行业企业以及
培训评价组织共 300 余名代表
参加了培训。

本次会议围绕《国家职业教
育改革实施方案》（以下简称“职
教 20 条”）的落实，“学历证书＋
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试

点工作的推进，邀请教育部职业
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副司长谢俐、
教学与教材处处长黄辉对“职教
20 条”的相关精神、1+X 证书制
度试点工作的相关政策做了全
面解读。

培训会还邀请首批参与试
点的五家培训评价组织分别介
绍 了 建 筑 信 息 模 型（BIM）、
Web 前端开发、物流管理、老年
照护、汽车运用与维修、智能新
能源汽车六个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的试点实施方案。

（杨曌 唐以志 张春平）

又讯 近日，第六届（2019）
全国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改革
与创新发展论坛在常州信息学
院举行。论坛涵盖新时代我国
职业教育深化改革创新发展的
主要任务、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
应用等；发布职业教育信息化年
度发展报告；涵盖“智能”模式在
实训教学中的应用，专业（群）、
课程与教材建设，数字化校园建
设以及资源库、开放课建设等内
容；并对职业院校教学能力比赛
提出思考。

（张煜 杨曌）

全国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培训会在常举办

全面解读全国1+X及“职教20条”

近日，由江苏省教育厅、
江苏省财政厅联合主办，南京
敦善青年交响管乐团出演的

“2019 年江苏省高雅艺术进校
园拓展项目——《乘着音乐之
舟环游地球》交响管乐音乐

会”首次来常演出。
本次演出在河海大学常

州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举行，
为近千名师生带来了一场艺
术盛宴。

张潇潇 图文报道

图片新闻

第 45 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
组委会近日公布中国参赛选手
名单，江苏省常州技师学院 2 名
学生在列。来自模具专业的学
生张维钰将参加工业机械装调
项目；来自通信网络应用专业的
学生姚晋将参加云计算项目。

记者了解到，我国共有 63
名选手代表中国参加第 45 届世
界技能大赛。大赛将于 8 月在
俄罗斯喀山举行。目前，各项目
参赛选手正刻苦训练，努力提升
技能水平，力争在大赛中取得优
异成绩，为国争光。

赛前一个多月，突遇难题

5月30日，记者来到省常技
工业机械装调中国集训基地时，
第 45 届世界技能大赛工业机械
装调项目参赛选手张维钰、第
44 届该项目冠军、助理教练宋
彪和省常技机械工程系主任、中
国技术指导专家组组长宋军民
正在为突发难题筹划应对方案
——就在昨天，集训组收到了世
赛组委会发来的参赛提纲，将新
增气动液压和电气综合控制这
两个操作系统，以考察选手气、
液、电的应用情况。“难度增加不
算，最重要的是，训练这两个模
块所需要的平台甚至元器件，国
内根本没有。”宋军民告诉记者，
目前，他们只能通过软件模拟程
序进行操作，同时抓紧时间，自
制操作平台。“尽量争取参赛前
能让选手练上两遍。”

这样的难题，在集训过程中
并不少见。2017 年，宋彪在备
赛第 44 届世赛时，所需的一台
机床全国只有广东的一所技师
学院有。宋军民带着宋彪连夜
赶去广东，练习操作了两天，又
连夜赶回学校。

“像宋彪这样的冠军，背后
所付出的艰辛，是不为常人所知
的，但更是我们所需要关注的。”
宋军民表示，参加各类技能竞赛
的选手们，都是通过层层选拔出
来的，虽然冠军最终只有一个，
但是，学生在其中的收获，却是
受益终身的。

世赛 4 天比赛，始终对
着一台电脑

省常技三年级的学生姚晋
同样正在紧锣密鼓地备赛。他
参加的云计算项目，是第 45 届
世赛新增的项目。“这个项目一
共比赛4天，4天都是对着电脑，
处理‘突发’的网络问题，运用各
种云资源，维持网站正常运行。”
云计算项目中国技术指导专家
方宏告诉记者，这一项目除了考
察选手的信息技术，英语水平、
决 策 能 力 和 心 理 素 质 都 需 出
众。“比赛现场会直接计分并显
示，选手的压力可想而知。”

获得世赛参赛资格，姚晋是
从今年 3 月举行的国赛云计算
项目中脱颖而出的。国赛 22 支
代表队，还包括一些知名高校的
参赛选手。姚晋能成功晋级，与

该校信息专业人才培养密不可
分。从2000年开设计算机网络
应用专业以来，学校始终重视学
生的实际操作能力。“项目化学
习”“案例化教学”，引入企业实
际项目，让学生在校就能进行真
实情景的实训。“与企业紧密联
系，紧跟产业发展，让学生一上
岗就能很快上手。”信息系主任
丁国明说。

应届毕业生陈佳玉就是代
表之一，在校期间，他就获职业
院校“挑战杯”特等奖，同时还多
次获中国互联网协会颁发的原
创漏洞证明。虽然还未毕业，他
已被一家网络公司录用。“在校
期间，我被学校聘为校园安全测
试员，主要负责校园网的维护。
这个过程中，锻炼了我的能力，
更激发了我学习的兴趣，让我有
目的性地学习。”陈佳玉表示。

就业率每年稳定98%以上

在以赛促教，以赛促学的校
园文化中，一批批技能型人才
获得成长并得到企业肯定。在
5 月 21 日举行的 2019 年校园
招聘会中，包括中天钢铁集团
有限公司、埃马克(中国)机械有
限公司、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
限公司、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
份有限公司、常州恐龙园股份
有限公司、常州永邦汽车服务
有限公司等 250 余家知名企业
参会，提供有效就业岗位 4300
余个，涉及机械、电气、医药、信
息、汽修等多种与学校 800 多
名 学 生 专 业 相 契 合 的 行 业 岗
位，供需比为 1∶5.5。据悉，学
校 每 年 的 就 业 率 始 终 稳 定 在
98%以上。

记者了解到，目前，该校有
以机械加工、数控技术、信息技
术、电子电气、电子商务、现代物
流、生化制药等为主干专业，共
17 个专业群 56 个专业。其中，
今年计算机网络应用、药物制剂
和城市轨道交通车辆运用与检
修等三个专业升格成为高技班，
学生通过 6 年学习，成绩合格即
可获得高级技工证书。

尤佳 图文报道

全国共63人

省常技学生出征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

本报讯 6 月 3 日，常州机
电职业技术学院大学生记者
团二十余名学生记者前往镇
江北固山、西津渡，开展校外
采风活动。此次活动是该校
大学生记者团“素质提升计
划”系列活动之一，由常州日
报社教育工作室承办。常州
日报社教育工作室主任王芳、
视觉中心资深摄影记者张海
韵随团开展新闻采写讲座及
摄影指导。

在北固山，记者团成员凭
栏远眺，感悟厚重的历史；漫
步西津渡错落有致的街巷，欣
赏独特的建筑风格。他们用
快门记录风貌，用文字表达感
悟，收获了三百余幅高质量的
摄影作品和十余篇精彩的文
字作品。

王芳在讲座中指出沟通
与观察对写作的重要性，介绍
了通过学会“倾听”“追问”建

立沟通桥梁，加强“手写”时的
素材积累的方法；张海韵分享
了自己从业多年的摄影经验，
鼓励同学们大胆创新，探索独
特的拍摄视角。

“很高兴能有机会跟行业
一线的老师‘学功夫’。加入
记者团‘大家庭’后，认识很多
志同道合的朋友，也接触到更
广阔的平台，让兴趣更专业，
让青春更有价值。”记者团成
员李东庭说。

（杨曌 张小根 图文报道）

常州机电学院携手常州日报社

校外采风提升综合素质

助理教练宋彪在指导张维钰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