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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江苏省常州技师学
院（以下简称“省常技”）驻点实
训基地成立。这是省常技与常
州市中车铁马科技实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车铁马”）校企
合作的最新成果，将有助于培
养企业所需技能人才，有效促
进毕业生就业率和就业质量的
提高。而在当中“牵线”的，则
是省常技2003届校友、现任中
车铁马公司工段长蒋宇锋。

“我的舞台在一线”

今年是蒋宇锋在中车铁马
工作的第 17 个年头。在这家
主要从事高铁关键零部件生产
的公司，“80 后”的蒋宇锋，已
成为名副其实的行业技能专
家。“江苏省企业首席技师”“中
国中车技能专家”“中华全国铁
路总工会火车头奖章”“常州市
技术能手”“常州市五一劳动奖
章”⋯⋯在蒋宇锋的办公室陈
列柜里，这些荣誉只是冰山一
角。伴随着高铁引进、消化、吸
收、再创新之路，作为第一代中
国高铁技术工人，蒋宇锋在自
己的领域不断深耕钻研，展现
出了非凡的专业水平。

蒋宇锋从小热爱机械与改
装。2003 年，从省常技高职钳

工联合班毕业后，他随即进入
中车戚墅堰所，从事低速客车
的关键零部件组装。彼时，进
厂第一年的蒋宇锋，用近两年
的时间研究产能提升，优化工
装工具设施，将油压减震器的
产量从每月不足100套大幅提
升至1000套，让大家对他这个
新来的小伙儿刮目相看。

2006 年，蒋宇锋成为了中
车铁马最年轻的班组长，但他
认为，自己的舞台始终在一
线。“我们公司80%的产品我都
参与过组装，这样一来，我可以
更熟悉各产品的质量管控、工
艺特性，自己的管理能力也能
得到提升。”

“做到老，学到老”

要把活儿干好，不光要靠
双手，更要靠头脑。“做到老，学
到老。成功的秘诀在于你对目
标的执着追求。”这是蒋宇锋的
座右铭。做了班组长后，他越
发认识到自己的知识储备尚有
欠缺，于是利用业余时间念了
常州工学院的本科，提升学历；
同时，公司给予了他更多外出
培训充电的机会；公司自动化
生产线越来越多，自己又是非
专业出身，于是，他又赴培训机

构学了自动化控制。用蒋宇锋
的话说，这些积累和沉淀，为的
就是“磨好自己手中这把枪”。

2015 年，凭借着出色的技
能水平，蒋宇锋创办并主持中车

“匠心工作室”，以“核裂变”的方
式，带动更多青年员工磨炼技能
水平，共同攻克生产现场难题。

“我希望自己能以点带面，不断
壮大我们的技能人才队伍。”

浮动式闸片是高速列车制
动结构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从2016年开始，蒋宇锋就带领
他的团队，从撒粉工序开始，反
复调研寻找资料、试验撒粉效
果，到最后探索运用自动化控
制技术，前后花费近 2 年的时
间，从最初 5000 片/年的产量
到如今60000片/年，实现了浮
动式闸片的降本增效，创造产
值上亿元。

反哺母校，共育人才

从一线装配工到班组长再
成为现任工段长，蒋宇锋说，自
己能有今天的成绩，母校省常技
的栽培功不可没。“长久以来，踏
实好学、精益求精的精神，是母
校育人的优良传统，为我打下了
扎实的技术基础，也为我今后的
人生定下了主基调。”

而今，虽已毕业 17 年，但
蒋宇锋仍然与自己当年的班主
任恽孝震保持着紧密联系。工
作上遇到难题，他第一个想到
找恽老师指点迷津。而恩师恽
孝震，还带出了世界技能大赛
冠军宋彪等优秀技能人才。“省
常技的实训设施设备、师资力
量都比较强，因此，我们校企合
作设立驻点实训基地，希望能
加快实现产业人才队伍的建
设。” 杨曌 图文报道

从省常技走出来的“技能专家”

蒋宇锋：一线装配工的“匠心之路”

本报讯“无忧无虑的一天
从花花老师的课件开始，心情
真好。”近日，常州工学院应用
化学专业 2017 级学生葛荣荣
在 QQ 空间发布了这样一条动
态，得到不少同学点赞。

葛 荣 荣 口 中 的“ 花 花 老
师”，是该校化工与材料学院

《化工设计概论》课程教师蒋夫
花。这位“85 后”女博士，遇上

“95 后”学生，似乎并未遇到代
沟问题，相反，她的课，一直都
是学生争抢的热门。即便是目
前居家学习的“云课程”，蒋夫
花也能“玩出花样”，调动起学
生的积极性。

蒋夫花的课为何如此受欢
迎？她告诉记者，传统课堂上，
不少学生希望降低自己的存在
感。于是，她运用 SPOC（小规
模限制性在线课程），结合 QQ
群答疑进行教学，让“云课堂”
妙趣横生。

在蒋夫花的云课程里，每
天她都会按照教学计划，在课
前逐一发布自己录制的教学视
频，共 46 个。视频课件受到同
学们的欢迎，全班观看完成度
100%。有同学还特意发朋友
圈表示：“花花老师的视频课件
使人心情愉悦。”

除了教学视频，蒋夫花还
会在课前把详细的教学安排及
问题分享给学生，使学生实现

“有目标的学习”。课上答疑时
间，她又创新性采用“抢答+五

星评级”模式，活跃课堂气氛。
“化工项目的基本建设程

序，与车间设计工作程序是有
差别的。有同学要抢答吗？”

“四星好评送给你。”⋯⋯在QQ
群里，学生争先恐后地抢答，蒋
夫花根据学生答题情况给予星
星评级。学生张朝阳说，自己
很喜欢这种模式，会在课下反
复观看视频课件、教材，总结提
炼答案。“我们在课前充分准
备，为的就是在课堂上大显身
手。”他说，有的同学甚至在线

“许愿”或用“好运喷雾”表情
包，祈祷自己获得答题机会。

“快乐学习并大有收获”，
蒋夫花的学生如是评价她的
课堂。课后，蒋夫花还会运用
SPOC 小 测 试、项 目 化 作 业 ，
检验学习效果。她表示，希望
通过创新“云课堂”，培养学生
的工程意识和工程能力，适应
新工科对高等学校教学的要
求。

（杨曌 图文报道）

常州工学院创意“云课堂”

学生许愿求提问，
老师给“五星好评”

上个月，常州艺术高等职业
学校（以下简称“常高艺”）2015
级动画班学生乐镜凭借过硬的
专业实力，从近百名考生中脱颖
而出，被日本四大国宝级大师之
一的摄影大师细江英公相中，考
入亚洲历史最悠久的“亚洲摄影
殿堂”——日本东京工艺大学摄
影专业。同期，该校 2015 级表
演班常雨晨、张译文，也以优异
成绩被英国考文垂大学录取。

记者从该校了解到，近年
来，常高艺一大批优秀学子毕业
后，凭借扎实功底，纷纷跻身国
内外一流大学殿堂。近三年，常
高艺被国外一流大学录取的毕
业生就有20多人。

学 子 受 洋 教 授 青
睐，被钦点收徒

随着国际交流和国际化办
学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常高

艺毕业生走出国门，大放异彩。
2018年，全球时装界“印花之

王”、英国摄政大学服装系主任马
克·艾利，在担任常高艺“国际教育
交流大师工作坊”大师期间，被该
校2014级服装班徐子琪非凡的
设计理念和出众的专业技能所吸
引。于是，艾利向她抛出“橄榄
枝”，举荐她毕业后到伦敦学习，并
担任她的导师。2019年6月，英
国摄政大学校长保尔远渡重洋来
到常高艺，在毕业典礼上为徐子琪
拨穗，并颁发了25500英镑（约合
人民币23万元）的学校最高奖学
金。同年7月，2016级表演班奚
文韬，凭借突出的音乐天赋，被亚
洲一流音乐大学——日本洗竹园
音乐大学破格录取。

从优质生源基地到
“教学实践基地”

近 年 来 ，在 学 校“ 专 业 技

能+文化成绩”双提升工程的
推动下，近 40 名毕业生通过
高考，以优异的成绩先后考入
国内一流艺术本科院校。

2017 年，毕业生吴超以
音乐剧表演专业全国第一的
成绩考入中央戏剧学院，并在
电影《难以置信》中担任一号
男主角，受到业界瞩目；2018
年，中国舞班王涵祺、施其伟
等 10 多名同学也以优异成绩
被中央戏剧学院、中国戏曲学
院、北京舞蹈学院和上海戏剧
学院等国内一流艺术院校录
取；2019 年，中国舞班包晨阳
报考北京舞蹈学院时，在近
2000 名 的 考 生 中 ，以 专 业
91.4 分的成绩名列全国前三
甲。

上月，在经过充分考察调
研后，北京舞蹈学院在常高艺
设立的教学实践基地正式挂
牌成立。

就业和升学人数已
大体相当

近日，2020 年江苏省五年一
贯制“专转本”考试成绩揭晓，常
高艺 18 名艺术高职考生梦圆大
学 ，其 中 表 演 艺 术 专 业 录 取 率
100%。据了解，该校每年有近一
半的毕业生参加学历提升考试，
就业和升学人数已大体相当。

近年来，学校在坚持“就业为
导向”的同时，也积极为学生搭建

升学“立交桥”。据介绍，常高艺
通过联合办学、职业生涯规划、
召开升学对策研讨会等多种举
措，鼓励学生通过专转本、专接
本、专升本等不同渠道深造；同
时，支持和帮助学生考取导游
证、普通话证书、教师资格证等
行业证书，提升就业能力。

随着“三创三能”艺术人才
培养模式的创新实践，该校办学
实绩日益凸显，赢得了社会赞誉
和家长们的青睐。

张经亮 杨曌 图文报道

常州艺术高职校

学子跻身国内外一流大学殿堂

英国摄政大学校长保尔为徐子琪（右）颁发奖学金

蒋宇锋在工作中蒋宇锋在工作中

蒋夫花授课中蒋夫花授课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