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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由“学习
强国”学习平台举办的“我爱
我的祖国”微视频、摄影作品
大奖赛获奖名单在该平台公
布 。 经 三 轮 评 审 ，共 评 出
1060 件获奖作品。其中，常
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创
意学院口述史研究中心、融
媒体工作办公室负责人张超
的 团 队 作 品《核 武 人》从
11767 件微视频作品中脱颖
而出，荣获三等奖，成为江苏

省高校唯一获奖作品。
据了解，获奖作品《核武

人》拍摄团队是国内最早从
事“核武人”记忆采集的团
队，也是目前采访范围最广、
采访人数及素材量最大、专
门从事“核武人”口述历史研
究的团队。自 2013 年起，团
队开始了采访拍摄工作，走
访了青海、北京、陕西、河南、
河北、山东、安徽、江苏等地，
采访了大量的历史见证人。

为了进一步深化产教融
合，团队指导创意学院影视专
业学生将口述史料进行整理，
整理出20余万字，完成毕业创
作口述历史纪录片《寻根的蘑
菇云》，成功申报中国传媒大学
口述历史研究中心项目，并在
第四届口述历史国际周展出，
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2019
年5月，该项目成功入驻常州
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口述历
史研究中心。 （董颖 杨曌）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学习强国”平台微视频比赛获佳绩

本 报 讯 近 日 ，从 江 苏
省高等教育学会外国留学
生教育管理研究委员会传
来喜讯，常州工业职业技术
学 院 荣 获 2019 年 度“ 江 苏
省来华留学生教育先进集
体”荣誉称号，该校涂艳群、
许佩霞老师获得“2019 年度
江苏省外国留学生教育管
理先进个人”荣誉称号，高
阳老师获得“2019 年度江苏

省外国留学生优秀辅导员”
荣誉称号。

据悉，常州工业职业技
术学院是常州地区唯一一所
获此殊荣的高职院校。近年
来，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高度重视国际交流办学，把
提升国际交流办学水平作为
学校八大工程、六大重点项
目建设之一，严格按照江苏
省高校外国留学生工作“提

高质量、规范管理、完善政
策、防范风险”的总体思路，
对照教育部《来华留学生高
等教育质量规范（试行）》，梳
理分析学校外国留学生教育
中的问题和不足，并在留学
生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专题
讨论并逐步解决，多措并举
助推学校外国留学生教育管
理工作提质增效。

（李颖 杨曌）

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获评我省来华留学生教育先进集体

本报讯 日前，江苏理工
学院数理学院物理教工党支
部来到溧阳市周城小学，开
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科
学大篷车进校园”活动。

活动中，江理工老师以
讲练结合的形式，演示了力
学、声学、光学、电磁学等二
十多种科普实验仪器。“穿墙
而过”、电磁感应、希勒喷泉、
静电跳球⋯⋯孩子们看完演
示之后积极参与体验，并结
合讲解和自主思考，循序渐
进揭开了其中奥秘。

据了解，江苏理工学院

物理演示实验室作为省级科
普基地，面向全市中小学生
免费预约开放，讲解员均为
一线党员教师、教学能手，每
年接待来访学生超 2000 人
次。为更好辐射偏远郊区学
校，让更多青少年有机会现
场体验科普，学院通过“科学
大篷车”送科普进校园活动，
在孩子们心中播下科学求知
的种子。

近期，“科学大篷车”还
陆续开进湖塘桥实验小学、
李公朴小学等多所学校，为
同学们送去集科学性、知识

性、趣味性为一体的“科普套
餐”。

（吴婷 杨曌 图文报道）

江苏理工学院

“科学大篷车”进校送“科普套餐”

再有一周就要过年了。家庭聚
会上，大学生免不了被亲戚询问“个
人问题”，甚至还有热情的三姑六婆
给他们张罗着相亲。

对于相亲这事，有人理解，也有
人排斥。在常高校大学生怎么看？
来看记者调查。

一项调查
大学生对相亲普遍保

持“观望”态度

记者在在常高校发放了一份关
于大学生相亲的调查问卷，共回收
177份有效问卷。

数据显示，只有不到 10 人有过
相亲经历，但最终都没有成功牵手。

“你认为相亲信息真实可靠吗？”
对于这一问题，77.97%的学生认为

“需要过滤”，13.56%的学生认为“基
本真实”，6.21%认为“虚假不可靠”，
只有2.26%的人认为“真实可靠”。

“你认为由相亲建立的恋爱关
系稳定吗？”68.93%认为“很难说”，
23.73%认为“不稳定”，只有 7.34%
认为“稳定”。

那么，大学生到底如何看待相
亲？多数学生认为，大学相亲未免
为时过早，大学生正是各种观念发
展的重要阶段，婚姻观可能尚未成
熟。“通过相亲这种人为制造的方
式，虽有可能是契机，但是很难修成
正果。”一名受访学生表示。

不过，也有学生认为，对于相
亲，不必过分排斥。“在自己对找对
象完全没有头绪时，父母安排相亲
会是个好的选择。”

态度转变
高颜值女友被父母反

对，他直言“还是应该相亲”

“我觉得应该相亲。”在常一高
职院校学生小曹说，“因为自己找
的，爸妈不同意。”

小曹告诉记者，女朋友是前两
年在老家南通认识的，长相很不错，
就是家庭条件不太符合父母要求，
加上姑娘在外省念的是民办专科，
两人异地恋，因此，恋爱时“阻力”有
点大。

去年春节，双方家长见了面，女
朋友还亲自下厨，烧了一桌菜招待
小曹一家，但是仍然没得到小曹父
母的欢心。

经历过这段感情后，小曹的婚
恋观有了些许改变——找对象不能
只看颜值。他说，家里介绍的也不
会差，可能更适合自己。“我们这一
代，可以实现恋爱自由，但结婚还是
要得到父母祝福。”

奇葩经历
相亲网站“改头换面”被

“征婚”，原是校友挖的“坑”

小何是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2018 届毕业生，通过专升本升入苏
州科技大学。就在今年伊始，他的朋
友纷纷询问自己是否有对象。“我打
开微博才知道，一个名叫‘鹊桥缘遇’
的微博账号擅自用我的照片征婚。”

“苏州科技大学老师！老家南京
人！身高 1.77 米，1989 年生未婚！
年薪 25 万！⋯⋯”就在小何的照片
上方，微博文案如是写道。他哭笑
不得：上面这些看似“人生赢家”的
描述，说的是我吗？我啥时候变成
老师了，还是南京人？且不说身高，
看看年龄，我好歹是个“95后”，哪有
这么显老。

那对方是通过什么渠道得到了
小何的照片呢？原来，前段时间一
位校友加了小何的微信，并张罗着
给他介绍对象，被他婉拒。校友觉
得他的朋友圈照片拍得不错，就给
公司的小编拿去用了。

“通过这件事，我发现这些所谓
的‘相亲网站’不太靠谱。”小何说。

杨曌 图片来源于网络

大学生，你准备好相亲了吗？

本报讯 日前，常州开放
大学老年学院首届声乐班举
办结业音乐会。老年学员们
精神矍铄，风采卓然，为观众
带来了一场视听盛宴。表演
者中，最大年龄为75岁。

整台演出共 13 个节目，
包含独唱、重唱、小合唱、表

演唱等多种歌唱形式。演唱
曲目中既有《我和我的祖国》

《我爱你，中国》《祝福祖国》
等饱含深情的爱国歌曲，也
有《思念》《我的深情为你守
候》《牵手》等时代金曲。老
年学员以自身丰富的情感体
验抒发了爱国热情，也唱出

了时代情怀。
据 悉 ，本 届 声 乐 班 自

2017年春学期组班，很多学员
都是零基础入学。经历了初
级、中级、高级三年的学习，60
名学员圆满结业，不仅收获了
丰富的声乐知识，演唱技艺也
有了很大进步。 （王云）

常州开放大学

首届老年声乐班“唱响”音乐会

学生饶有兴致体验科普实验

时间：2020年3月7日(周
六)-2020年3月8日（周日）

地点：常州刘国钧高等职业
技术学校音乐厅（图书馆三楼报
告厅C）

报名：
1、现场：常州经济开发区富

民路296号刘国钧高职校办公

室，联系电话：68785290。
2、网络：登陆刘国钧高职校

官网www.czlgj.com，下载报
名表并发至lgjoff@163.com。

常州神力电机股份有限公
司为制造大中型电机冲片、发
电机定转子冲片、铁芯的专业
化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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