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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第一阶段高考志愿
填报正在进行中。在本周一的
高招咨询会上，考生家长询问
度最高的就是：这个专业将来
发展如何？工作好找吗？

如果您还在为填志愿选专
业犯愁，不妨看看本地高校，没
准也有您的“菜”。

本期大学版，记者带您了
解几所在常本科院校的王牌专
业，实力都不容小觑。

在常高校王牌专业大盘点，你pickpickpickpickpickpickpickpickpickpickpickpickpickpickpickpickpickpickpickpickpickpickpickpickpickpickpickpickpickpickpickpickpickpickpickpickpickpickpickpickpickpickpickpickpickpickpickpickpickpickpickpickpickpickpickpickpickpickpickpickpickpick 谁？

专业面面观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专业向来是高校传统工科专业
之一。在业内，它也是“万金油”
一般的存在，尤其是当下，我国
机械产业正朝着智能制造、先进
制造方向转型升级，对于该专业
的人才需求量更是有增无减。

江苏理工学院机械设计制
造及其自动化系主任张锁荣介
绍，这一专业的特色是精工艺、
能制造、会设计。经过四年“打
磨”后，毕业生可以在机械工程
领域从事机械产品设计开发、生
产制造、测试与控制、应用研究
及管理等工作，选择多样，适应
性强。

在常州工学院，这个专业算
是“元老”级别了，并于去年获批
首批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江苏省一流本科专业，今年 4 月
通过国际工程教育专业认证，这
就意味着，凡签署华盛顿协议的
国家，都认可其学历。

常工院航空与机械工程学

院/飞行学院院长郭魂告诉记
者，仅在长三角地区，该专业就
业率就能达到 98%，“毕业生出
来要么成为生产一线的工程师，
要么是应用型技术创新研发人
员，发展都很不错。”他说。入职
初 期 ，毕 业 生 的 月 薪 一 般 在
5000 元左右，如果后期成为技
术骨干，收入能达到 10000 元/
月以上。

当然，除了就业，考研也是
不错的选择。近年来，上述两所
高校该专业的考研率都在 20%
以上。

毕业生眼中的专业

“这个专业是‘工业基础中的
基础’，但凡涉及到加工、生产，都
离不开它。”常工院机械设计制造
及其自动化专业 1998 届校友姚
冬成说。如今，他已成为江苏昌
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副总经理。在他的团队里，还有4
位常工院学弟，其中，既有 25 岁
的项目主管，也有36岁的技术中
心主任。“工作时间越长，经验越

丰富，在这一行越吃香。”
都说机械专业很枯燥，姚冬

成倒不以为然，“别看它听起来
枯燥，但其中有创新，也有挑战，
越学越有成就感。”他坦言，从业
20多年，自己一直把产品研发当
成“大玩具”来玩，研究结构，乐
此不疲。“我建议动手能力强，乐
于实现自己的想法，数学、物理
基础比较好的学生可以考虑。”
他说，当有了本科四年的专业积
累后，学生还可以结合自己的兴
趣、行业发展需求继续深造。

江理工 2020届毕业生吴敏
杰就选择了深造，现已考取中南
大学轻合金研究院机械专业空
天运载装备流变制造方向硕士
研究生。从小他就对机器人很
感兴趣。在江理工四年“理论+
实践”高度结合的基础学习，加
上在本地制造型企业的生产生
活体验，让他更明确了自己的研
究方向，希望针对机器人领域进
行深入研究。“这个专业的学习
面很广，所以即便我将来研究人
工智能方向，也能很快适应。”

“但凡涉及到加工、生产，都离不开它。”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专业面面观

随着我国现代化工业的不
断发展，电气自动化技术方面的
人才市场潜力愈发凸显。因此，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的毕
业生选择面很广，可在智能装
备、电力装备、电机、电子等行业
和科研院所从事研究开发、工程
设计、生产制造、系统运行与控
制、工程管理和教育科研等方面
工作。

“长三角地区的就业环境相
对较好，而且我们的校友资源丰
富，基本上每位毕业生手头能有
3-4 份 offer。”常州工学院电气
信息工程学院院长毛国勇告诉
记者，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一直是学校的一块“金字招牌”，
招生规模大，人气居高不下。目
前，该专业是江苏省品牌专业、

江 苏 省 高 校 一 流 本 科 专 业 ，
2019 年通过国际工程教育专业
认证。

要想学好本专业，学生不仅
要有设计研发兴趣，更需要一定
的学习能力、动手能力和逻辑思
维能力。“配套我们的实践环节，
学成之后，到企业都能很快‘上
手’。”毛国勇说，他们的毕业生，
有的入职才一两年，就成了项目
组组长，还有的入职五年后做上
了项目开发经理，年薪可达 15
万元。

今年该专业的考研录取率在
25%左右，录取院校像上海电力
大学、福州大学、长安大学，或是
上海理工大学、河海大学相关电
气专业，都是专业中的佼佼者。

毕业生眼中的专业

冲着这块“金字招牌”，吴磬

莹四年前选择了常工院。如今，
她成功考取澳门理工学院大数
据与物联网方向的硕士研究生，
并获得全额奖学金。

小吴回忆，面试时，考官着
重考察了她的本科学习情况，与
研究生专业的匹配度。“幸好在
常工院奠定了专业基础，大一就
学软件 C 语言、编程，还有工程
运算。这些课程看似跟我现在
的研究方向没关联，但其实很有
帮助。”她说。

吴磬莹喜欢做实验、项目，写
论文，刚进校时，她就给自己定下
目标——进研究院深造。学校大
大小小的竞赛、科研项目，都有她
的身影。大学四年，她发表过 1
篇 SCI 论文、两个专利，这些积
累，都是申请时的加分项。“女生
学理工科，好像并没有想象中吃
力，我还挺乐在其中的。”

“学成之后，到企业都能很快‘上手’。”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专业面面观

近年来，智能信息处理、
移动互联网、5G 新基建等新
兴产业迅速崛起，为电子信息
工程专业毕业生提供更多可
能性。近日猎聘发布《2020
高校专业就业热度指数》，电
子信息工程专业的就业热度
位居前五，而近一年平均年薪
最高的专业背景 TOP20 中，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位居前九，
平均年薪在19-20万元之间。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的前
身其实是无线电技术专业，后
逐渐分化成电子信息工程和
通信工程专业。”江理工电气
信息工程学院院长罗印升说，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培养电子
技术与信息处理领域的工程
技术人才，特别是适应地方企
业发展的应用型工程师。

去年，江苏理工学院电子
信息工程专业通过中国工程
教育认证、入选省级一流本科
专业。“这个专业找工作不难，
但学生一定要有开放的视野，
开拓创新的能力，与时俱进的
观念，懂得抓住行业发展的机
遇，才能站稳脚跟。”罗印升教

授表示，总体来说就业前景广
阔，但更需自身努力。

毕业生眼中的专业

江理工应届毕业生马睿
骋，现顺利入职中国电信股份
有限公司南通分公司。在学
校学到的电子信息方面的基
础知识，以及电子技术、微机
原理等实训课程，让小马很快
适应了工作岗位。

“这个专业所涉猎的内容
范围很广，也很实用。学了之
后，像日常使用的电子产品，
或者移动通讯方面的知识，我
都有了一定的了解。”小马说，
即便将来不一定会从事电子
产品设计方面的工作，但至少
可以明白产品的设计思路。
平时，他就会动手设计一些简
易电路测试仪、智能小车、室
内温湿度控制器之类的小发
明。

小 马 告 诉 记 者 ，找 工 作
时，他发现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的人才需求量还是挺大的，不
少企业向他抛出“橄榄枝”。
他的班上有编程学得不错的
小伙伴，毕业后还做起了脚本
语言编程。

“找工作不难，但一定要有开放的视野。”

电子信息工程

专业面面观

去 年 ，一 部 热 播 电 视 剧
《精英律师》让法学走进人们
的视野。随着经济社会发展，
全面依法治国的深入，以及公
民个人法治意识的增强，法律
界人才也越来越受关注。

也许会有学生担心学法
律会很枯燥。对此，常州大学
史良法学院副院长张建给出
了自己的观点。“法律条文虽
然不断变化，但法律的知识结
构和哲理是不变的。学到一
定的阶段后，就会发现，法律
其实跟百姓生活息息相关，是
生动有趣的。”

法学属于文科，每位学生
都具备学习法律的可能性。
适合与否，关键要看个人学习
的自觉性和自主学习能力。

“专业挑得好，年年在高考。
法学锻炼心性，呼唤良知，更
需要学生的勤奋和坚持。”

据了解，常州大学法学专
业每年有 25%的毕业生考取
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
学、华东政法大学、西南政法
大学等高校研究生，也不乏到
德国慕尼黑大学、英国利物浦
大学、荷兰莱顿大学等国际知

名院校求学深造；近 10%的毕
业生考取国家公务员，奋斗在
公检法司等国家公职岗位上；
近 60%的毕业生进入各地律
师事务所、大型企业从事专业
法律服务工作，就业前景广
阔。

毕业生眼中的专业

“学法律就是背法条，永远
是门外人的看法。”考取苏大法
学专业研究生的常大应届毕业
生巫天成说，在真正接触法学
后，他发现，法学的学习思维，
能够让人窥视社会运转的体系
与架构；法学的做事方式，能够
从源头上做到为善去恶。“每一
个法律条文的背后，都是一张
张活生生的面孔，因此，法学的
学习，一定要探究背后的原
理。”

为了学好这门专业，大学
四年，巫天成养成了阅读的习
惯。“对法学生而言，历史与哲
学的学习都是必要的。因为
法学本身是在回答该怎么做
的问题，而历史与哲学则回答
为什么要这么做的问题。”此
外，学院经常组织社会服务活
动，也让他得到了实践和锻
炼，为深造打下基础。

“学法律就是背法条，是门外人的看法。”

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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