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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江苏省常
州技师学院“祖国你好 筑梦
前行”迎建国 70 周年暨第三
届校园文化艺术节开幕。

开幕式上，师生同台演
绎精彩节目，充分展现了师
生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节
目尾声，80 位师生深情合唱
歌曲《我和我的祖国》，全体
观众起立挥舞国旗跟唱，场
面震撼。

活动中，该校第 45 届世
界技能大赛选手张维钰和姚

晋也登上舞台，向同学们讲
述个人成长历程并送上成才
寄语，体现出青年工匠的榜
样引领。

据了解，今年是该校连
续第三年举办校园文化艺术
节。作为校园文化的品牌活
动，本届校园文化艺术节将
陆续开展社团展演、“校园喜
剧人”相声小品汇、才艺秀、

“一二·九”大合唱等系列活
动，预计将持续到12月底。

（王宇琳）

江苏省常州技师学院

师生同台献礼
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本报讯 近日，江苏理工
学院三杰精神“咏”流传——

“领航·开学第一课”暨中吴
讲堂开讲。

据悉，此次“领航·开学
第一课”以“学子心向党·启
航新时代”为主题。课上，
300 余名同学认真聆听了由
常州三杰纪念馆（常州名人
故居管理中心）负责人、研究
馆员黄明彦带来的《热血三

杰的五四印迹》，以及该校艺
术设计学院三杰精神与红色
文化传承理论普及宣讲团学
生代表分享的实践感悟。此
外，活动还呈现了音诗画节
目《永 远 的 青 年 ：“ 常 州 三
杰”》，全体人员手持国旗合
唱《歌唱祖国》，引导青年学
生以理论学习提升思想政治
素养。

（杨曌 井莹）

江苏理工学院

开学第一课“话三杰”

本报讯 9 月 22 日上午，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举
行了 2019 年“1+X”建筑信
息 模 型（BIM）（以 下 简 称

“BIM 证书”）职业技能等级
考试试考工作，40 位考生完
成理论考试和实操考试的
机考工作。该校是教育部
公 布 的 全 国 首 批“1 + X”
BIM 证书制度试点院校之
一，同时也是全国首批 18 个
试考点之一，江苏省仅有两
所院校获批。

据了解，BIM 证书分为
初 级 、中 级 和 高 级 三 个 等
级。本次试考面向初级，试
考结束后，正式考试将会全
面启动。同时，还会陆续安

排中级和高级证书的试考和
正式开考工作。试考通过的
同学将获得首批 BIM 职业
技能等级证书。

江苏城建学院在原有专
业设置的前提下，确定了 10
个可参加 BIM 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的试点专业。各专业
针对“1+X”等级标准，制定
了“课证融通”方案。

据悉，国务院发布的《国
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

（即“职教 20 条”）中提出了
启动“1+X”证书制度试点工
作，建筑信息模型（BIM）是
教育部首批公布的 6 个职业
技能等级证书方向之一。

（裴玮艳 杨曌）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启动全国首批
“1+X”BIM证书试考工作

“常州曾叫尝州？怪不得有
这么多吃货！”“‘江山代有才人
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是常州人赵
翼写的？”“圩墩遗址可以追溯到
母系社会？”⋯⋯

近日，这些有关常州历史文
化的话题在常州旅游商贸高职校
火热起来。原来，新学期学校的
楼宇、道路都有了特殊的“名字”：
22栋楼宇以与常州有关的名人命
名，从常州人文始祖季札到现代
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32位先贤
名达在旅商“聚首”；道路以常州
历史沿革、名巷命名，从延陵、毗
陵到青果巷、双桂坊，8巷18道，
让旅商人穿梭在常州古道名巷的
时空，濡染先贤名达的学人风采。

校园环境成“网红”，
学生争相拍照打卡

今年暑期，常旅商完成了“如
境”校园文化标识系统改造，初步
形成了“看 2500 年常州历史文
化，品地道常州地方美味，悟至善
至美人生境界”的校园文化景点
布局。

学生王宁幸运地成为了第一
批全面接触学校校园文化建设和
导游词的讲解候选人，她认为，这
是母校的一次颠覆。“当我们走进
校园的那一刻，我和小伙伴们有
一个完全不同的感受，就是我们
不仅置身于校园里，更是在文化
乐园里。”她说，打卡拍照成为近
阶段大家课余时间的重要活动。
最喜欢的打卡处，王宁直言是“青
果巷”：“教学区连廊的位置命名

‘青果巷’，能感觉出学校对我们
最大的期待。”而最有趣的打卡
点，自然是云嵩楼了。“这是学校
的标志性建筑，我们打卡拍照的
时候，纷纷网搜楼名背后的故事，
对常州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又加
深了理解。”

浓厚的人文气息在校园里氤
氲。刚刚过去的教师节，全校79
个班级邀请老师参加主题班会。
不少班级的主题不约而同地围绕
校园文化环境展开，师生互相考
一考：“宣怀楼”的名字由何而
来？哪栋楼现在叫什么？⋯⋯创
意设计专业的同学们，更是饱受

启发，亲手制作了校园文化布局
拼图，献给母校。

浓缩常州历史文化
精华，“如境”魅力校园答
五问

校园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用
什么景最合适？如何让常旅商成
为“进入大门看文化”的地方？学
校旅游管理专业为国家级示范专
业，如何拓宽专业师生的社会服
务功能？常州的旅游文化资源丰
富，学校能为地方文化发展做出
什么贡献？

结合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沉
淀，常旅商最终确定了将常州历
史文化资源融入校景中。校长秦
益霖认为，校园建设的最高境界
是“没有校园”，“校景合一”是很
好的方向。“我们一直致力于打造
3A级校园景区，挖掘整合学校发
展文化、专业文化和地方文化资
源，实现校园文化与人才培养的
互融互通。”

他说，文化自信的底气在哪
里，校景的核心就在哪里。让学
生有切实的感受、切身的体会，从
身边的文化渊源说起，是常旅商
校园文化建设的基本理念。因
此，“看2500年常州历史文化，悟
至善至美人生境界”，成为学校环
境建设的目标。

去年起，学校党委书记蔡廷
伟亲自领衔、组织团队，规划设计

校园文化建设方案。一年来，团
队在全校师生中广泛征求意见，
方案一经公布就受到了师生热
议。如今，从旅商看2500年常州
历史文化已经成为全校共识。

蔡廷伟透露，下一步，他们还
将开发地方文化校本课程，将文
化的浸润从外部环境内化到学生
的内心。

打造常州市民的城市
客厅，成为地方亮丽名片

事实上，常旅商“如境”魅力
校园所承担的，不仅仅是校内学
生的德育基地。蔡廷伟告诉记
者，她更是一座特别的常州历史
文化博物馆，一个富有文化气质
的旅游专业培训实践基地，一个
对市民开放的休闲广场和城市
客厅。

目前，常旅商成立了常州旅
游文化研究院、常州菜文化研究
院；2017 年获评江苏省旅游研
学基地，是省内唯一获评的职业
学校；在国际化办学背景下，学
校每年接待国内外师生人次过
万⋯⋯如今的常旅商，已然成为
龙城的一张亮丽名片。“常州正
在打造高质量旅游明星城市，我
们也希望通过常州地铁的开通，
向大众敞开旅商大门，邀请市民
参观校园，品地道常州菜。”蔡廷
伟说。

杨曌 王海燕 图文报道

探访常旅商“如境”魅力校园

2500年常州历史文化，都浓缩于此

本报讯 9 月 21 日，常州工
学院“三杰”群雕落成仪式暨“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红色教育专
题活动在该校举行。

据了解，常工院自 2018 年
10 月启动“三杰”群雕建设项
目，今年 9 月正式竣工。“三杰”
群雕的落成，是学校开展爱国主
义革命传统教育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要载体。

当天，该校“三杰”创建班学
生代表也参与了活动。为充分
利用“三杰”故乡独特的教育资
源，常工院从 2018 年 3 月起，在
全校范围内开展首届“秋白班”

“太雷班”“代英班”创建工作。
经过申报、答辩和遴选，19 个优
秀班级参与到“三杰班”的创建
中来。经过一年的努力，今年 3

月，共有 9 个班级分别被授予
“秋白班”“太雷班”“代英班”荣
誉称号。

（杨曌 王超 图文报道）

常工院常工院““三杰三杰””群雕落成群雕落成

学生在“如境”校园拍照打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