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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常州部分高校第一批、
第二批返校学生已陆续解除 14
天隔离观察，开始进班上课。

复课首日，学生状态如何，老
师又有啥感想？来看记者调查。

学 生 最 大 的 感 受 是 开
心、亲切、踏实

本周一，常州机电职业技术
学院恢复线下授课第一天，以模
具、电气、机械、车辆等专业实训
项目为主。当天下午的一堂《成
套电气实训》课上，该校机电一体
化专业 2017 级学生李宁正在小
组讨论电路图制图作业。“第一天
进教室上课，看到好久不见的老
师和小伙伴，大家都挺激动的。”
他说，之前都是在线授课，跟老
师、同学交流的机会很有限，如
今，面对面授课，听得更清楚，也
更便于理解。即便是课余时间，
同学间也会讨论即将到来的专转
本考试，聊聊复习进度、志愿填报
等。“复课给我的感受，更多的是
一种‘踏实感’吧。”李宁说。

采访中，学生们提及最多的
关键词就是“开心”“亲切”。电气
自动化专业 2018 级郭志晴说，教
室上课学习效率更高，可以实时交

流。“而且感觉大家话都比以前多
了，估计是在家一个人憋坏了。”她
笑称，女孩们还会聊聊网剧、购物、
追星，比宅家有意思多了。

“挺开心的，有同学陪着一起
学习了，不像在家里，一个人学习
一点氛围都没有。”常州工程职业
技术学院国旗班的孙国庆，学习
很认真，就算没课他也会拿一本
书来看，“虽然已经习惯了上网课
这种学习方式，但还是想去教室
听老师上课。”

花絮 有的懵到“找不着
北”，有的胖到爬不动楼

许是经历了超长寒假，又或
是回到母校太激动，前有复学的武
汉高三学生忘记班级在哪，后有常
州高校小哥哥“迷失”教学楼。

小孙是常州机电学院电气自
动化专业某班的班长，以往每次上
专业综合实训课时，都由他负责去
教学楼物管室拿多媒体教室的钥
匙。可是这周一上午的头两节课，
同学们却迟迟等不来班长开门。
原来，小孙在去取钥匙的路上“迷
了路”，曾经熟门熟路的物管室，当
下却怎么都找不到。无奈，小孙只
能找附近的办公室老师帮忙指

路。“过了几个月，确实有点懵了，
得赶紧找回状态。”小孙苦笑。

另一边，学生小顾也碰到了
点小状况。寒假在家伙食太好，
小顾从65公斤飙到了75公斤，整
个人胖了一圈。复学后的第一
天，从宿舍走到教学楼，小顾已经
满头大汗，再加上特殊时期不能
坐电梯，爬到四楼教室更是让他
上气不接下气，“好久不运动了，
上个二楼就很吃力。”

不过，小顾也坦言，虽然现在
爬楼有点费劲，但他对在教室上
课还是非常期待的。“进班上课更
有学习氛围，效率也更高。”他说，
自己计划在课余时间去操场跑步
锻炼，恢复体能训练。

老 师 同 学 们 上 课 很 投
入，对他们有信心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党委
书记王光文在上完《形势与政策》
课后，为 2019 级学生的课堂表现
点赞。“解除隔离以后，同学们很
放松、上课很投入，有一种重新回
到校园、重新回家、重新上课的喜
悦感。而且对我布置的练习题都
能不折不扣完成，同时，他们对时
事政治的关注度很高，在一些复
杂的国内国际问题上，辨识度把
握得很好。我对学生今后的成长
充满了信心，他们有理想、有信
仰，也有定力，同时对学校提供的
良好学习环境也很自豪。”

时隔一年半，常州机电学院
电气工程学院的老师张飞，终于
又和同学们见面了。此前，张飞
都在外访学，对回校上课很是期
待。复课第一天，学生们早已在
教室坐好，等待自己的到来，让张
飞有些感动。“再次与学生面对面
布置学习任务、指导他们，感到很
亲切，希望可以尽快回归正常学
习生活。” 杨曌 文 陈翼 摄

常州高校恢复线下授课的第一天，有小哥哥直言——

还是跟老师同学面对面交流来得踏实

本报讯 5 月 18 日下午，常州
开放大学在对陕西省广播电视大
学安康分校进行需求调研后，为
陕西广播电视大学安康分校邮寄
了“社区教育爱心包裹”，包括
350门社区教育面授课程、100门
家庭教育面授课程、常州市社区

教育案例集、母亲素质工程读本
《爱的港湾》以及数字化视频课程
500讲等。

据了解，陕西省安康市作为
常州市的精准帮扶协作对象，在
社区教育方面起步较晚，需要各
方面的教育经验输入。2018 年

10 月，常州开放大学与陕西广播
电视大学安康分校签署了东西部
结对推进工作合作协议，在互联
网平台、师资培训、课题研究、咨
询服务等方面开展结对合作，共
推社会教育发展。

（施苏苏）

常州开放大学

“社区教育爱心包裹”赠陕西

本报讯 超长寒假，让
大学生宿舍里的被子又重
又潮。近日，江苏理工学院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小红
车”党建之家，与后勤保障
处第一党支部合作，为学生
提供晒被服务。

前期，汽车与交通工程
学院通过微信公众号将本
次暖心服务进行了公告，并
留下了 QQ 群二维码。有
需要的同学扫描进群，留下
自己的宿舍号和床号，实现
准确“下单”。志愿者“云接
单”，联合宿管阿姨，帮有需
要的同学晒被子。

当天，参与活动的志愿
者穿上一次性雨衣，戴好一
次性手套，确保卫生安全。

对照“订单”，一床床被子被
抱出，整齐排列沐浴阳光。
志愿者们为每一床被子做
好了标记，贴上标签，晒完
后再放回原处，尽可能保证
原样。在晒被之余，宿管阿
姨们还定期给宿舍开窗通
风，清理垃圾。

据了解，每年放假前，
江理工宿舍都会推出“寄养
服务”：同学们提前提交寄
养申请，注明植物、动物的
寄养需求及寄养时间，宿管
阿姨定期通过微信，将寄养
植物、动物的照片或视频发
给同学们。她们的贴心服
务收获了不少学生的“隔空
表白”。
（陈朝阳 杨曌 图文报道）

江苏理工学院

党员志愿者“云接单”，
为学生晒被

本报讯 5 月 16 日，常
州教育系统专家齐聚常州
工学院，与该校师范学院教
师共话师范学院建设、改革
与发展。

研讨会上，大家从师范
发展的历史传承、师范建
设的顶层设计、教育教学
改革创新、课程体系的科
学设置、如何充分利用资
源、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等
方面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和建议：倡导区域需求与
课题研究内容相结合，打
造专业特色，促进学科专
业与地方特色教育发展，
提高师范教育办学水平，
促进人才培养。

据了解，常州工学院师
范 学 院 传 承 百 年 师 范 教
育，近年来，师范人才培养
质量稳步提升，小学教育
专业考编率达 85%以上，

师 范 专 业 总 体 就 业 率 超
98%。为加快师范学院建
设发展步伐，更好地服务
基础教育事业发展，该院
制订了建设发展行动计划

（2020—2024）。五年内，该
院将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适度扩大招生规模，逐步
增加小学教育、学前教育
专业的招生数量，满足地
方 基 础 教 育 对 师 资 的 需
求；同时有计划地打造“有
深度、有难度、有挑战度”
的“金课”，并与中小学、幼
儿园合作开发“产教融合
课程”。此外，学院还将组
织人员研究常州当地（0~3）
岁婴幼儿早期教育、美丽
乡村游学、营地教育、社区
教育等教育热点问题，推
进科教创新，助力常州“五
大明星城”建设。

（杨曌 张树娟）

常州工学院

探索教育发展新思路

本报讯 近日，常州卫生高等
职业技术学校第十三届校园科技
文化艺术节在线上开幕。

本届校园科技文化艺术节以
“匠心神韵丰雏羽，艺彩斑斓缀白
衣”为主题，通过举办多项系列活
动，丰富校园科技文化生活，拓展

学生的综合素质，努力营造积极
向上、健康文明、和谐团结的校园
科技文化氛围。活动涵盖“战疫
先锋 翰墨传情”书画比赛、“锐意
创新 奏响青春”创新大赛、“疫情
下的中国”演讲比赛、“春暖芳菲
筑华梦”摄影比赛、“千机善辩 谁

与争锋”全明星辩论赛、“天使展
翅 爱满常卫”微视频大赛。一系
列丰富多彩的校园科技文化活
动，展现该校学子朝气蓬勃和奋
发向上的精神风貌，全面促进学
生成长成才。

（曲羽佳 杨曌）

常州卫生高职校

校园科技文化节精彩“上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