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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月13-15日，
第五届中国“互联网+”大学
生创新创业大赛全国总决赛
在浙江大学举行。常州信息
职业技术学院“领域之心——
国内领先的数据安全服务
商”项目团队从来自 4093 所
院校的 109 万个团队中脱颖
而出，斩获职教赛道金奖。
这是学校首次获得该项赛事
的全国金奖，实现历史性突
破。

中国“互联网+”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是目前我国覆
盖面最大、影响最广、成果最
多的大学生创新创业盛会。

本届大赛共有来自全球五大
洲 124 个国家和地区的百万
个团队报名参赛，参赛项目
和学生数接近前四届大赛的
总和，是一场“百国千校”的
世 界 大 学 生 创 新 创 业 盛
会。

近年来，常信院不断深
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大力
实施“强基、筑巢、培智、育
苗、护航”五大工程，构建“教
学、载体、师资、活动、保障”
要素齐全的五位一体双创教
育体系，师生创新创业能力
持续提升，在各类双创比赛
中屡获佳绩。 （江新）

常州信息学院

中国“互联网+”
创新创业大赛斩获金奖

10 月 15 日，委内瑞拉国家
特色乐团克里奥尔六重奏音
乐会在常州大学举行。

整场音乐会由中委两国
艺术家联袂演出，常州大学艺
术学院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
音乐节目也精彩亮相。音乐
会高潮迭起，为在场师生们献
上一场视听盛宴，赢得阵阵掌
声。

据了解，常州大学与委内
瑞拉玻利瓦尔大学于 2016 年
共建孔子学院，目前已培养学
员2000余名。

杨曌 庄媛 图文报道

中委艺术家同台献艺

本报讯 近日，江苏恒立
液压股份有限公司为常州工
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卞虎等
34 名优秀实习学生颁发企
业奖学金，共计10万元。

今年 5 月，常州工业职
业技术学院与江苏恒立液压
股份有限公司共建“恒立学
院”，通过有效整合校企双方
师资、设备、管理等优质资
源，与企业深度融合，开展了

“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
试点班。当时还在大二的卞
虎，和其他 42 名同学，按照

“现代学徒制”培养计划，到
企业接受学校老师和企业导
师“双导师”共同授课。他们
跟着企业导师，学技术技能
操作培训、行业发展、生产安
全、职业规划、质量体系、职
业道德与职业精神等；跟着
学校老师，学思政课程、专业
理论与实践课程等，“双导
师”共同评价学业积分。“我
们经过 2 个月的跟岗实习，
就能脱离导师独立上岗，成
为顶岗实习生。等我们拿到
毕业证，就能成为正式员工
了。”卞虎说。

而在以前，学生大三实
习期或毕业后才能到企业，
跟着师傅学习 2-3 个月，以
适应企业的管理与生产技术
要求，再经过至少 3 个月的
顶岗实习期或试用期，才能

独立上岗，承担一定的生产
任务。“通过以‘现代学徒制’
模式进行的跟岗实习，大大
缩短了学生到企业员工的过
渡期，降低了企业的用人成
本，激励了企业参与产教融
合，校企合作的积极性。”常
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
蒋新萍说。

据了解，学校早在 2012
年，就与恒立液压股份有限
公司建立了“恒立订单班”。
2019 年，在七期“恒立订单
班”的基础上，校企双方共建
企业学院“恒立学院”，将课
堂搬入企业，形成集上课、实
训、毕业实习实践、就业一体
化的育人模式。

目前，学校已与常州星
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共建

“星宇学院”，与常州孟腾智
能装备有限公司共建“孟腾
智能工程学院”，与东方盐湖
城、常州广电大陆国旅共建

“东方盐湖城企业学院”和
“广电大陆国旅企业学院”。
校企共同开展了基于“职业
岗位轮换”的学徒遴选，构建
了企业学院的课程体系，践
行“双轨多段”的校企协同育
人模式，实施“学校课堂+企
业课堂+网络课堂”结合下的
多元教学，推行“师徒共同成
长”的双导师制。

（李颖 杨曌）

常州工业学院

在校生获企业奖学金，
未毕业先上岗

日前，从江苏城乡建设职业
学院传来好消息，该校建筑智能
化工程技术专业 2016 级藏族学
生索朗旺久顺利通过选拔，被西
藏自治区森林消防总队教导大
队录用，成为了西藏新一批“火
焰蓝”。

他是从江苏城建学院毕业
的首批 9 位藏族学生之一。他
的到来，给学校增添多元文化的
同时，也让学校因材施教，用人
性化教学管理，帮这位西藏小伙
圆了消防梦。

学的专业在藏区用
不上，学校“破例”为他
转专业

初到江苏城建学院，录取在
建筑设备工程技术专业的索朗
旺久，一个月学习下来，发现该
专业主要学习的内容是建筑水、
电、通风与空调的施工、运维与
管理等知识与技能。“像空调，在
我们藏区运用很少，感觉对我回
乡就业帮助不大。”加上不太会
说汉语，又是初到江南地区生
活，各方面都不适应，他一度萌
生退学的想法。

班主任管名豪得知这一情况
后，找来傈僳族的同学和圣，陪旺
久度过适应期。周末和节假日相
约到周边城市，感受风土人文。
彼时，旺久与和圣在市中心发现

大量监控用的摄像头，这在西藏
也很常见，旺久便询问管老师是
否能学习这类设备的知识，而这
正是江苏城建学院建筑智能化工
程技术专业的学习内容。

建筑智能化所涉及的系统
主要是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安
全防范系统、消防报警及联动
系统和综合布线系统等。“学习
建筑智能化专业后，回到藏区
能 更 好 地 服 务 西 藏 、建 设 祖
国。”于是，旺久提出转专业申
请，得到了校方认可。该校原
本规定需要第一学期结束才可
以转专业，为了旺久，他们“破
例 ”开 出 绿 色 通 道 ，入 学 一 个
月，旺久就如愿转进建筑智能
化工程技术专业。

因材施教“量身定
制”，藏族小伙信心大增

如何管理好这批来自西藏
的学生，让他们学有所成，江苏
城建学院开始思考。“语言是藏
族学生学习的一道障碍，他们之
前虽然接受过汉语教育，但由于
不是母语，他们在汉语授课时还
是常有听不懂的情况；数理化等
基础课，相对比较薄弱，这成为
第二道障碍。如果学校再采用
统一的人才培养标准去衡量他
们的学习过程，他们极有可能完
成不了学业。”管名豪说，经过学

校讨论研究，最终形成了针对少
数民族地区学生的教学体系，成
立专门的少数民族学生基础课
强化班，定期为他们的计算机、
英语等基础课补课；在不降低学
习难度和考试大纲的同时，适当
降低考核标准；还定期组织座谈
会，了解他们来常后相关情况和
困难，在能力范围内帮助解决。

旺久想学搭建筑外围的脚
手架，学院便联系实训中心给他
安排了架子工的培训课程；针对
旺久生源地的特点，授课时着重
培养建筑智能化弱电系统施工
技术，对专业核心技能如安装调
试摄像机、安装调试消防主机等
内容要求他 100%掌握；安排校
企联动的实习，教师定期走访实
训基地，了解他们的实习情况。

与此同时，管名豪还鼓励他
参加学校各类文艺汇演和校运
会，在班级旅游时将他安排在外
向的同学一组，融入班级氛围，
旺久的信心增强了不少。

森林消防战士的梦
想，专业助力实现

在旺久大二的时候，他得
知拉萨地区要在 2019 年招收
一批应届毕业生作为森林消防
战 士 。“ 我 的 毕 业 时 间 刚 好 满
足，但还是有些担心自己条件
不 够 。”于 是 ，旺 久 找 到 管 名
豪。“老管”给他打了一针强心
剂——分析了建筑智能化专业
课《消防报警及联动系统施工》
与应急救援消防扑救工作的相
通之处，旺久终于明白他成为
消防战士的专业优势，于是在
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他开始
了体能训练。长跑、平板支撑、
举杠铃、引体向上⋯⋯他抓住
一切空闲时间锻炼自己的耐力
与爆发力。

索朗旺久告诉记者，“索朗”
在藏语里是“幸运”的意思，他认
为回到家乡，像神鹰一样保护西
藏雪域是每个西藏小伙子的梦
想：“我很感谢江苏城建学院的
老师们和同学们，让我能够顺利
完成学业，返回家乡，为家乡的
发展贡献力量。”

杨曌 图文报道

江苏城建学院藏族学生被藏区消防大队录用

专业助力西藏小伙圆梦消防战士

索朗旺久近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