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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 月 20 日，由常州
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建工党总支交
通党支部、常州轨道公司建设分
公司党支部、中铁十九局集团常
州地铁 2 号线 TJ03 标项目党支
部共同举办的“校企合作，共育人
才”主题党日活动在常州地铁 2
号线TJ03标项目现场举行。

现场，项目负责人介绍了项
目建设的规模、工期、质量要求
以及目前的施工进度，与大家分
享了项目党支部在建设过程中
起的作用以及党员先锋突击队

在攻克项目技术难关、克服建设
困难中发挥的党员模范带头作
用，使交通支部的党员和地下隧

道工程专业的入党积极分子很
受启发。

（李灵 李艳霞 图文报道）

常州工程学院

校企合作校企合作 共育人才共育人才

日前省教育厅发布信息，刘
国钧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杨昕会计
名师工作室、单艳芬机械工程名
师工作室入选江苏省名师工作
室。至此，刘国钧高职校拥有江
苏省职业教育名师工作室 7 个，
数量位居全市首位，全省前列。
据悉，从首届评选开始，每届评选
该校都有教师入围。

近年来，刘国钧高职校师资
队伍建设成果丰硕，学校高层次
人才、优秀教学团队、“双师型”教
师比例在全省职业学校名列前
茅。以“名师工作室”建设为抓
手，打造名师团队成为学校的重
要举措。学校组织人事处处长傅
旭红介绍，目前学校拥有江苏省
名师工作室 7 个，常州市名师工
作室（名师工作坊）17 个，市创新
工作室4个，市劳模创新工作室1
个，校名师工作室 7 个。“我们希
望把名师工作室建成名师成长的
摇篮、热点问题的研究中心、优质
资源的整合基地和优秀成果的展
示舞台。”

搭上工作室“快车”，
“青椒”飞速成长

朱梦佳是刘国钧高职校会计
专业的一名“青椒”（即“青年教
师”），亦是杨昕会计名师工作室
的一员。就在上周刚刚举行的常

州市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上，她指
导的学生一举夺得会计类赛项一
等奖。“这份成绩属于整个工作
室。”朱梦佳说，备赛期间遇到瓶
颈时，工作室成员帮着解决，还邀
请行业企业专家对指导老师进行
指导。

2015年进入工作室，四年来，
在工作室领衔人杨昕的指导下，朱
梦佳感受到了自己的飞速成长：参
与教学资源开发建设，主编《绩效
评价分析报告》，专业学科基础更
扎实；指导学生参加省市级职业技
能大赛，成绩保持全省第一方阵；
校企合作开发数字化资源课程，信
息化教学平台崭露头角；积极探
索、申报教学成果奖，参加常州市
教学能手评选⋯⋯“这个平台给了
我很多宝贵机会，我的教科研能
力、教学能力都得到了提升，目前
已评到中级职称。”自我成长的同
时，朱梦佳也不忘尽自己所能帮助
同事，发挥辐射作用。

像朱梦佳这样不断成长的
老师，杨昕会计名师工作室里还
有 11 人。杨昕介绍，名师工作
室集结了一群既有鲜明教学主
张与风格，又有共同教学理想和
追求的教师，发挥以老带新的

“传帮带”作用，“青椒”的教科研
水平显著提高。在他们的努力
下，工作室从 2015 年的校级蜕
变为 2018 年市级，直到今年，成

功入选为省级名师工作室。毕
业生对口就业率也相应提高，岗
位适应能力强。他们中，约 40%
成为技术骨干，30%成为班组长
等管理人员，多人被学校评为

“就业创业明星”。
“工作室承担着教师发展、学

生成长的使命，已从单纯的教研
团队向集专业教学实践、课题研
究、师资培训等多项功能于一体
的教师合作共同体转变。”杨昕
说，接下来，工作室还将实现一系
列“小”目标：建强省级会计专业
群；建成省会计现代化实训基地；
研究推广有创新特色的“双轮驱
动，四阶递进”课程体系；开发一
批信息化教学资源；建好优秀团
队；开展一系列社会服务；促进学
生发展，提高职业能力和综合素
养。

工作室建设，成就学
科发展“领头羊”

名师工作室的建设，不仅为
大批中青年教师的专业成长搭
建了平台，还成就了多位领衔
人，营造了“抱团发展”的良好氛
围。

2015 年 5 月，该校王猛机电
技术应用名师工作室入选首批
50 个重点建设的江苏省职业教
育名师工作室。在领衔人王猛的
带领下，工作室荣获“全国机械行
业职业教育服务先进制造专业领
军教学团队”等称号，团队成员均
取得了不同层次的专业化成长，
工作室成员、“青椒”单艳芬也于
今年迅速成长为“江苏省名师工
作室领衔人”。作为领衔人，王猛
牵头教育部、省教育厅机电类专
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的编制，主
编国家规划教材多本；积极开展
专业建设、教师团队建设等主题
的省市级以上主题报告（讲座）；
担任常州市青年英才的导师，负
责全程的培养工作；被其他市级
以上名师工作室领衔人聘为导
师、顾问等。“工作室的建设，对我
更新教育理念，以及对机电类专
业建设、课程开发及专业课程的
理实一体化教学行动研究有着很
大的促进作用。”王猛说。

杨曌 文 丁锦华 摄

刘国钧高职校再添2个江苏省职业教育名师工作室

打造“多功能”的教师合作共同体

本报讯 近日，教育部
“人文交流经世项目”首批
“经世国际学院”入选院校
评选结果揭晓，常州机电职
业技术学院信息工程学院
申报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人
才培养”项目成功入选。

该项目旨在将产业界
的创新创造及时转化为教
育技术新产品和学校教学
资源；促进校企有效合作、
产教深度融合；加快和扩大
教育对外开放，推进高校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院校
的交流合作，联合培养国际

化人才，共同为“走出去”的
中资企业提供人力资源服
务。

近年来，常州机电职业
技术学院构建“一核六领”
国际合作模式，打造高职教
育国际化品牌，国际影响力
不断提升。就在近日亚洲
教育论坛组委会举办的“亚
太职业院校影响力 50 强”
评选活动中，常州机电职业
技术学院成功入围“2019
亚 太 职 业 院 校 影 响 力 50
强”。

（高淑红 杨曌）

常州机电学院

入选教育部首批
“经世国际学院”项目

本报讯 日前，在江苏
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2019 年
军训结训典礼上，首届国旗
班身着戎装亮相。

据国旗班负责人、国防
协会指导老师唐锋介绍，第
一届国旗班共有29名队员，
其中 8 名是今年从空军、陆
军、武警部队退役复员的。

“组建国旗班可以进一步加
强学校国防教育和爱国主义

教育，展现当代大学生积极
向上的精神风貌，促进校园
精神文明建设和青少年思想
道德建设。”2019 级城市燃
气工程技术专业的旗手秦朗
表示，成为国旗队一员，感到
很光荣。“部队的经历让我更
加自律自强，作为一名退役
军人，今后会更好地服务班
级、服务学校。”
（裴玮艳 杨曌 图文报道）

江苏城建学院

首届国旗班精彩亮相

本报讯 在刚刚结束的
全国大学生英语演讲比赛
江苏赛区选拔赛中，常州
旅游商贸高等职业技术学
校应用外语系陆沁吟、唐
娜、黄晶晶三名同学经过
两天的角逐，从 188 名选手
中 脱 颖 而 出 ，荣 获 金 牌 。
其中陆沁吟、唐娜分获第
一名、第二名，为特等奖，
即将代表江苏省大学生参
加国赛。

比赛分即兴演讲和现

场问答环节，考验学生的语
言能力、思维能力、跨文化
交际能力以及分析与解决
问题的能力。

据悉，从 2016 年至今，
常旅商学子已经连续 5 年
获得省级以上英语类技能
大赛的金牌。在此次大赛
中获奖的陆沁吟目前是学
校五年级的学生，已通过全
国大学英语六级和剑桥商
务英语高级证书。

（王海燕 杨曌）

旅游商贸高职校

学子再夺英语技能省赛金牌

朱梦佳（左）在指导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