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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在汽车工
程学院、航空与机械工程学
院/飞行学院特聘班导师聘任
仪式上，校党委书记曹雨平、
校长汤正华分别受聘为 2019
级车辆班、飞行班的特聘班导
师。

连日来，类似的“正能量”
充溢校园。全校中层以上领
导干部、思政课教师、优秀校
友，这些通常只能在学校或学
院大型活动中、课堂上看到的
身影，如今齐上阵，纷纷走进
全体新生班级和部分老生班
级，成为上百个班级学生成长
的引航人，开创常工院人才培
养历史的又一先河，成为“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中“找差距、抓落实”环节的重
要举措。

近百位特聘班导师的加
入，丰实了常工院学生工作队

伍的力量。据了解，接下来，
他们或发挥履历、资源丰富的
优势，或依凭广博知识和学有
专长，或立足丰厚的社会经
验，定期参加所指导班级的主
题党日团日活动、主题班会
等，一学期至少给学生上一次
思想政治理论课或形势政策
课，或主持召开一次主题班
会；指导学生开展创新创业、
学科竞赛、社会实践等活动，
为学生的学业、就业、创业提
供帮扶；主动进课堂、进班级、
进宿舍、进食堂、进社团、进讲
座、进网络，倾听学生诉求，协
调解决有关问题，做好学生的
人生导师、学业导师和良师益
友，推动形成“三全育人”新格
局，从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见
真章、见实效，让每一个学生
成人成才。

（周绍萍 杨曌）

领导干部、思政课教师、优秀校友齐上阵

受聘常工院特聘班导师

本报讯 11 月 4 日-6 日，
2019 年海峡两岸智能制造技
术人才培养高峰论坛在常州
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举办。

本次论坛由江苏省模具
行业协会和常州机电职业技
术学院联合主办。论坛上，

“常州机电-北京精雕产业学
院”“常州机电-蔡司智能检测
研发中心”“常州机电-模德宝
智能制造生产线技术研究中
心”揭牌，“模具技术实训基地
智能制造生产线”同时启运。
论坛邀请了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北京精雕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等专家学者、企业家作专题
讲座。

论坛期间还举行了海峡
两岸创意设计与 3D 打印技术
邀请赛、先进制造技术校园开
放日暨高新企业推介会等活
动。邀请赛吸引了来自台湾
高雄科技大学、江苏理工学
院、浙江省机电技师学院等高
校的10支代表队共40余名师
生参加。经角逐，台湾高雄科
技大学二队、常州机电学院模
具代表队获一等奖。

近年来，常州机电学院加
强与地方政府、行业、企业深
度融合，打造了一批集教学改
革、科技研发、成果转化、社会
服务为一体的产教深度新平
台。 （杨曌）

常机电举办高峰论坛

海峡两岸人才交流“智能制造”

近日，在常州信息职业技术
学院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之际，该校现代服务学
院举行 2019 年企业班主任（以
下简称“企班”）聘任仪式。25
位来自各行业的企业成功人士
受聘成为常信院现代服务学院
2019 级新生的企班，为学生提
供专业的心理咨询辅导、职业生
涯规划指导、优秀传统文化传播
等公益服务。

省内首创“企班”项
目，架起学院和社会的
桥梁

事实上，常信院“企业班主
任”项目早在 2012 年启动，属省
内首创。经过七年的探索实践，
企班团队现已扩大至 80 余人，
共三个梯队，三大运行模块，并
且找到适合在大、中专学生中传
授中华优秀文化的方式——举
办各类传统文化、主题式聊天、
大学生心理辅导等人文素质讲
座，同时以“岗位任职资格介绍”
方式为同学们提供专业基本素
质培育，架起学院和社会的桥
梁，取得了学校、学生、社会的一

致认可和高度评价。
该项目负责人胡雪芳老师

告诉记者，受聘的企业界人士基
本满足三项条件：热心公益事
业，所从事工作与学校专业对
口、行业匹配，并且有一定工作
经 验 以 及 较 高 的 沟 通 交 流 能
力。“企班团队构建了学生与企
业交流的平台，创新了校企深度
合作的模式，向师生传递了行业
企业最新信息。”

据了解，企班纳入学校的统
一管理，在协助各班班主任管理
好班级的同时，还要负责帮助学
生做好未来的学业职业发展规
划，每月至少一次到班参加主题
班会，为学生举办就业讲座，并
以兼职教师身份为学生讲授专
业知识，带领他们到企业参观，
参加工学交替活动，平时通过
QQ 群、微信群关注学生的思想
动向并保持联络。

企 班 团 队 运 行 升
级，量身定制课程计划

王建兴是江苏众诚国际物
流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总经理，
同时也是最早在常信院进行传

统文化推广的倡导者。从 2013
年加入该校企班队伍开始，王建
兴 就 提 议 给 新 生 举 办“ 成 人
礼”。此后，每年新生入学活动
中，“成人礼”便成为必不可少的
一项。此外，他还召集企班团队
共同讨论、“集体备课”，为新生
精心打造、量身定制讲座内容。
从大孝到小孝，深入浅出地为同
学们讲述“孝道”。讲座震撼了
学生的心灵，孝文化在大学生心
中扎根。讲座后，同学们的反馈
都很积极，异地学生主动致电父
母表达关心，和家人建立了良好
的沟通。“听了王老师的《百善孝
为先》讲座，收获满满，感慨万
千，从现在开始，我会好好爱父
母，孝顺父母。”2018 级电商专
业王孝敏说。

“先成人后成才。高校在培
养高水平技能人才的同时，更要
注重人格素养的提升和道德品
行的培养。”王建兴说，企班是高
校教育的有力补充，通过与学生
面对面沟通，对他们进行心理引
导和专业辅导，培养大学生的成
熟心智和阳光心态。

今年，2019 级新企班与往
届企班经过交流探讨后，将企班
团 队 运 行 模 式 升 级 至“3.0 版
本”：根据 2019 级新生各阶段的
特点，制定详细的课程计划，同
时在原有模块学习中，为同学们
量身定制一批新课程，如“专业
认知实习”中的各类讲座；开展
一系列适合学生的活动，其中既
有“常信夜话”“茶禅一味”等主
题式聊天，也有关于励志、职业
生涯规划、心理健康的专题讲
座，还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校
园行”活动等。现代服务学院
互联网金融 192 班的企班、常州
市人力资源协会副会长高进才
说，自己很愿意与大学生分享产
业发展前景、行业发展最新动
态，并协助他们做好未来的学
业职业规划。

杨曌 图文报道

常州信息学院省内首创“企业班主任”项目，七年来——

“企班”不忘初心，点亮学生成才之路

本 报 讯 日 前 ，“ 书 写 青
春·魅力校园”英文手抄报设
计大赛在常州艺术高等职业
学校举行。共有 230 份参赛
作品参与角逐，最终 36 份佳
作脱颖而出，分获低年级组和
高年级组的一、二、三等奖。

据了解，本次大赛参赛数
量创历史新高。其中 2019 级
学生参与率最高，共 92 份作
品。一张张设计精美的原创
英语小报以“书写青春·魅力
校园”为主题，以英语知识（原

创、英语格言、谚语、诗歌、散
文、歌词等）为主要内容，以手
绘为创造性设计，饱含着同学
们收集、学习、归纳、设计及创
作的心血。

36 份获奖佳作从资料搜
集、版面设计、色彩搭配到英
语书写，全是学生自己独立完
成。作品不仅色彩丰富、图文
并茂、书写美观，给人以赏心
悦目的感觉，而且内容切合主
题，设计上给人以美的享受。

（周恬逸）

常州艺术高职校

英语绘就魅力校园

本报讯 10月31日-11月1
日，江理工举行“食美常州、品味
非遗”非遗美食进高校暨江苏理
工学院第二届美食文化节。近
30 家常州地方知名企业现场展
销百余种常州特色美食和非遗
美食，以及非遗美食的制作技
艺 ，吸 引 数 千 名 师 生 前 来 品
尝。

本次美食文化节由江苏理工
学院、常州市烹饪餐饮行业协会、
常州市非遗保护中心联合主办。
开幕式上，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
承人叶莉莉带来了国家级非遗代
表性项目名录曲艺类项目——

“小热昏”表演，新紫金大酒店梁
仕海大师展示了文思豆腐的制作
工艺，得到师生的阵阵掌声。

美食文化节现场，常州特色

美食加蟹小笼包颇受欢迎。“这
个加蟹小笼包肥而不腻，蟹香扑
鼻，味道非常鲜美。”江苏理工学
院大一新生朱汉希告诉记者，他

不仅品尝到了特色美食，还对常
州的非遗美食文化有了更加深
入的了解。

（杨曌 许琳 图文报道）

江苏理工学院

非遗美食进高校

常信院“企班”胡美华（左）在与学生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