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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 月 2 日，常
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团
委举办“绽放战疫青春·
坚 定 制 度 自 信 ”第 八 届

“五四”论坛暨五四表彰
线上活动，对 31 个优秀
团 支 部 、673 名 优 秀 团
员、241 名优秀团干、147
名优秀志愿者、100 位抗
疫先进个人进行了表彰，
为全校青年树立青春榜
样。

本次论坛分为“疫”
线力量、战“疫”有我、寻
找答案三个篇章。疫情
期间，一线的英雄们在不

懈奋斗，常信学子也不甘
示弱。常信院志愿者的
身影频频出现在防疫一
线，先后有百余名同学投
入属地进行志愿服务，71
名同学参与常州团市委
组织的“战疫有我、青春
常在”居家青少年守护计
划，在战“疫”一线传递常
信温度。

论坛还邀请了 3 位
在校志愿者分享他们的
战“疫”故事，为广大常
信青年传递了奋进正能
量。

（杜俊枢 施艳青）

常州信息学院

“云端”传递五四炬火

本报讯 近日，常州
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发挥
艺术创意学院专业优势，
组织师生创作非遗刻纸
作品助力抗“疫”，祈福平
安。

据了解，非遗刻纸作
品主要反映发生在疫情
防控一线的感人事迹，宣
传预防知识，祈盼美好生
活。其中，学校“金坛刻
纸”杨兆群大师工作室特
聘教授杨兆群的作品《中
国必胜》、艺术创意学院非
遗研学创新工作坊李斌
老师的作品《“三不”娃
娃》，还代表江苏省优秀剪
纸艺术作品，参展中剪会
举办的全国“抗击疫情”剪
纸微展主题系列活动。

为继承和发扬中国
优秀传统文化，常州工业
职业技术学院于 2019 年
在校内成立国家级非遗
项目“金坛刻纸”杨兆群
大师工作室，打造“传承+
研 学 ”式 的 非 遗 创 新 基
地。工作室充分发挥学
校文化传承创新的优势
与作用，在校内开讲座，
给学生们讲解和演示金
坛刻纸作品，现场教授金
坛刻纸技艺，并作为选修
课和社团活动，深入第二
课堂，丰富文化传承与传
播 途 径 ，为 学 生 普 及 知
识、传授技艺，将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
学校。
（李颖 杨曌 图文报道）

常州工业学院

创作非遗刻纸作品，
助力抗“疫”

近日，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学生陆续返校。返校前，该校信息
工程学院班主任何瑞玉给班上的
每位学生推送注意事项，并仔细筛
查完全符合返校条件的学生。“我
带5个班，150个返校学生，一个都
不能疏忽。”

在何瑞玉的工作表格上，清楚
地标明了学生和家长的联系方式、
返校日期、返校方式、车次、到校时
间和学生的需求，她还一再提醒返
校学生做好自我防护。

何瑞玉是常州机电职业技术
学院信息工程学院“树人”书记工
作室的一员。复学这几天，工作室
党员教师组成志愿先锋队，协助完
成学生返校的各项工作。

据工作室负责人、信息工程学
院第一党支部书记楼竞介绍，“树
人”书记工作室成立于 2015 年，吸
纳了全院 38 名优秀党员师生。成
立以来，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工作室在党员教师与学生间架起

“桥梁”，积极探索党建与高职院校
杰出人才培养相融合的新途径。

特殊时期，工作室成员主动承
担起各项职能——做学生的“知心
姐姐”，帮毕业生找实习单位，还捐
献 物 资 助 力 韩 国 合 作 院 校 抗

“疫”⋯⋯一系列暖心故事的背后，

是基层党员身体力行诠释的责任
担当。

“老师，我会不会生病？家人
会不会有事？”今年 2 月，大一学生
庄雯（化名）向班主任蔡蓉蓉在线
求助。原来，庄雯的奶奶因病住
院，而同楼层病房的一位病人不幸
感染了新冠肺炎，导致小庄全家都
需要隔离观察。隔离期间，铺天盖
地的信息充斥眼前，小庄心急如
焚。“第一次觉得疫情就在身边，当
时心态有点崩。”面对巨大的情绪
困扰和心理压力，小庄第一时间联
系了蔡蓉蓉。

“树人”书记工作室的蔡蓉蓉
是学校“梅林阳光工作站”的心理
辅导员。得知了小庄被隔离观察
的消息后，她及时对小庄展开心理
疏导。“当时小庄表现得十分焦虑，
反复量体温，坐立不安。我立即给
她打了视频电话，隔着屏幕面对面
地‘聊天’，会比打字让学生更有安
全感。”

小庄回忆，那段时间，他们每
天都会视频聊天。“老师一直鼓励
我，感觉我的内心慢慢强大了起
来。”在蔡蓉蓉的耐心讲解下，小庄
对疫情有了正确的了解和认知，很
快克服了不良情绪。

比起庄雯，彼时大三学生刘浩

（化名）更“焦头烂额”。
今年初，小刘被深圳一家知名

信息通讯公司录取，参加顶岗实
习。“当时我和另一名被录用的同
学一起到深圳，打算过了年好接着
实习。”没想到，一切被疫情打乱了
阵脚，年后公司迟迟没有复工，小
刘只能在公司宿舍区等待。但直
到被取消实习岗位劝离公司，他都
没有得到允许返岗实习的通知。

“当时心情很复杂，难过、无奈、无
助。也不敢告诉爸妈，怕他们担
心。”小刘说。

得知情况的工作室就业导师
陈培中，很快向深圳的原实习单位
了解情况，并请公司延长小刘的住
宿，确保他深圳有“落脚地”；另一
边，他积极联系其他企业，确保学
生回来之后的实习和工作有保障。

很快，小刘从陈培中那里得到
了好消息——上海一家知名企业
向他们发出实习 offer。他也许并
不知道，“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背
后，是陈培中连日的“负重”：每天
上网刷消息，与优质校企合作企业
联系，四处打听复工复产的确切时
间。“学生的实习单位一天没着落，
我一天都睡不好。他们都很优秀，
不能因为疫情而耽误了前途。”

如今，小刘已在新单位实习了
一段时间，他告诉记者，自己的表
现得到了公司的认可，陈老师又帮
助他们网签了就业协议，做好就业
服务。毕业后，小刘就可以留在上
海工作了。

“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我
们希望通过示范带动、攻坚克难，
引导师生干实事，创佳绩。”楼竞介
绍，近年来，工作室涌现出“江苏省
大学生年度人物”“常州市五一劳
动奖章”获得者等一批优秀党员。
今年 2 月，“树人”书记工作室入选
第三批常州市党员教育“3211 工
程”党支部书记工作室，并于近日
正式挂牌。 杨曌 图文报道

特殊时期，常州机电学院“树人”书记工作室38名成员

华丽“变身”，诠释党员担当

本报讯 企业逐步复工复产，
如何对公共空间进行高效全面消
杀？近日，南京世泽科技有限公司
和常州工学院联合研发的首批室
内消杀机器人，抵达湖北黄石，在
当地的大冶东艾电机有限公司投
入使用。再过不久，升级版的消杀
机器人也将送往黄石的相关企业。

事实上，这台消杀机器人的设
计灵感，源自研发团队负责人、退
役军人王树磊对爱人的心疼。

王树磊是自动化专业出身，
2006 年入伍，2017 年复转至常州
工学院，在汽车工程学院任讲师。
他的爱人小赵是常州某疾控中心
一名工作人员。今年新冠肺炎疫
情爆发后，小赵一直坚守岗位，对
疫点和隔离点进行消杀。每天，她
和同事都要背着 30 多斤的喷雾
器，将消毒液喷洒到室内每个角
落，有时一天要消杀几十个房间，
累得几乎虚脱。

王树磊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总想为她做点什么。在和南京世
泽科技有限公司沟通后，王树磊指
导的创新创业小组提出可以将团
队先前设计的机器人改装成消杀
机器人，以减轻像小赵这样奋战在
一线的消杀人员的负担。很快，原
型机器人就面世了。

王树磊介绍，这款机器人的智
能化在于，工作时可以通过远距离
遥控来实现，保障遥控人员的安
全。即使是在狭窄的空间内，机器
人也可以灵活地运动。“机器人可
以搭载 10 升的药箱，根据消毒技
术规范的要求，喷洒 100 平方米左
右的面积。一旦启动，它就能无障
碍行驶，自带的喷雾装置喷洒消毒
喷雾，完成消杀。”他说，这样就能
替代人工，进一步降低交叉感染的
风险。

目前，升级版的消杀机器人还
在研发当中，王树磊透露，二代机

器人会有较大改进，比如加入自动
导航、自主避让等功能，机器人可
以独立自主地完成消杀工作，基本
不需要操作人员的干预。“这款机
器人应用的行业和领域很广泛，今
后还可以演变成具有体温检测、送
行李、送餐等多种用途的机器人，
为操作者带来便捷。”

（杨曌 图文报道）

心疼爱人要背喷雾器
教师研发消杀机器人

“树人”书记工作室党员志愿者（图左）进行返校志愿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