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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 月 20 日，江苏
理工学院迎来4968名2020级
新生。记者在迎新现场看到，
出于疫情防控需要，培养新生
的独立意识，学校规定家长不
能陪同孩子进校，只能送到校
门口，剩下的入学流程由新生
独立完成。学校特别准备了
20 辆接站大巴车、3 辆校内接
驳车、300 辆小推车以及 2000
余名志愿者，帮助学生运送行
李。

校园内，热闹非凡。一旁的
巨幕显示屏上，实时显示应报到
人数、已报到人数、院系报到情
况以及新生生源地区、年龄结
构、性别比例等数据。

记者从学校学工处了解到，
为了让新生感受到大数据时代
带来的便捷，今年，该校使用易
班智慧迎新系统。新生来校报
到前，就能用手机查询到迎新报
到须知、报到流程、宿舍安排等
信息。“通过智慧迎新平台采集
新生报到的具体时间和使用的
交通工具，便于我们精准安排接
待时间、人员和校内交通。同
时，实现了2020级新生报到的
大数据监控，为新生提供一站式
服务、一键式报到，简化新生入
学手续，提高迎新工作效率。”学

工处工作人员说。
现场，各二级学院也“花样

百出”，结合学院特色设计了别
出心裁的迎新仪式。

外国语学院围绕“我的外
院四年开机”电影主题迎接“萌
新”；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向新
生们展示方程式赛车、巴哈赛
车，新生可以穿着赛车服跟赛
车、赛车手合影，也可以进行试
驾；计算机工程学院的小机器
人向新生问好；机械工程学院

“幸运大转盘”给“萌新”带来新
学期第一份好运⋯⋯

在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迎
新点，一对校友母女十分抢
眼。原来，妈妈杨成凤是江苏

理工学院前身常州技术师范学
院 1996 级市场营销师范专业
校友，女儿王钦则是2020级江
理工汽车服务工程专业学生。
能在同一所学校度过大学时
光，这种缘分对母女二人来说
十分珍贵，因此，学院特别为她
们准备了纪念 T 恤。杨成凤
说，也许正是由于这份“母校情
结”，所以女儿在填报志愿时，
也首选江理工。“母校的变化非
常大，校园很美，规模也在不断
发展壮大。希望女儿在母校努
力学习，比我更出色。”

据悉，江理工新生军训将
在10月10日开始。

（杨曌 许琳 图文报道）

江苏理工学院

2020级“萌新”来报到

本报讯 近日，淘宝大学常
州数字化人才培训中心在常州
工学院揭牌成立。

据了解，淘宝大学常州数
字化人才培训中心是常州工学
院、淘宝大学以及江苏小云网
络传媒有限公司三方共同合作
的成果，为培养更多的数字化
从业人才服务，为企业提供全
方位赋能及数字化转型软硬件
支持，使之成为常州打造长三
角地区新基建创新发展高地的

重要支撑。培训中心将基于常
州当地的企业商家需求，研发
和配置更具区域产业特色的课
程，充分调动阿里巴巴数字经
济体的资源优势，发挥淘宝大
学专业教育培训体系，发展数
字商业新业态，推动常州本地
化的数字化人才培养，助力常
州数字化转型。而淘宝大学与

《商业评论》杂志联合打造的
《商业评论》新商业学院也将为
培训中心提供数字化转型等相

关课程支持。
在此基础上，常州工学院、

淘宝大学还联合成立了常州工
学院新传媒创意产业学院。产
业学院未来将致力于设计赋
能、数智赋能，助力打造新传媒
时代的动态电商平台，实现教
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
的有机衔接，为常州数字化营
销以及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提
供有力支持。

（许静 杨曌）

常州工学院

淘宝大学成立常州数字化人才培训中心

本报讯 上周，江苏城乡建
设职业学院（以下简称“江苏城
建学院”）迎来 52 名常州杰通
装配式建筑有限公司的学员。
这是校企双方联合开设企业新
型学徒制培训班以来，开展的
首次培训活动。

为期一天的培训中，学员
们全面学习了专业知识、操作
技能、安全生产规范和职业素
养等内容。“最让我印象深刻
的，是学校新建的建筑安全体
验中心。里面的体验项目种
类 丰 富 ，而 且 运 用 大 数 据 、
VR、全息影像等现代科技手
段，让我们的员工看到了生产
过程中存在的隐患和危险，对
安全施工生产有了进一步认
识。”常州杰通安全生产主管
陆锦程说。

陆锦程口中的“建筑安全
体验中心”，是江苏城建学院和
市住建局、市建筑业协会安全
分会共同建设的常州市建筑安
全体验教学中心，历时两年策
划和建设，于 2019 年底正式投
用。据该校实验实训管理中心
主任王生介绍，体验教学中心
建筑面积 1000 平方米，共投入
383 万元，分理论知识区、安全
知识认知区、实物体验区、VR
体验区等区域，大部分项目都
有身份证识别系统和学习数据
采集系统，包括安全帽撞击、心
肺复苏、高空坠落等 30 多种体
验项目，涵盖了建筑业大部分
安全事项，是同类型中集成最
高、信息化水平最高，也是常州
唯一的建筑安全主题体验教学
中心。

记者在现场看到，场馆入
口运用大数据视窗，学员信息、
学习进度、考核情况等数据一
览无余；在理论教学区，推动屏
幕即可播放相应的工程工艺展
示视频，一旁还贴有 34 个安全
操作规程和 38 个机械设备安
全操作规范的独立二维码，学
员扫码即可学习；实物体验区

内，学员则可以观看施工工地
消防灭火的全息影像，还有脚
手架倾斜、物体打击等虚拟事
故的 VR 体验。“在这里，学习
完一整套课程至少需要一周时
间。”王生说。

目前，中心已接待常州市
建筑业从业人员 1500 余人，校
企合作和社会培训人员超过
300余人。

惠及企业的同时，该中心
还承担着学校建筑类专业通识
课程的实训任务，已纳入人才
培养方案。王生透露，学校计
划将安全中心培训放在新生入
学教育阶段，同时，学生在校三
年期间，老师也会结合专业课
程，在安全中心对学生进行实
验实训。

上周四，该校给排水专业
2018 级学生正在管道工实训
课老师文畅的带领下，亲身体
验“VR工地”。文畅告诉记者，
安全生产是建筑行业的基础和
前提，学校每一门实训课程的
第一节课都是安全教育课程。

“安全中心的建立，为增强学生
的建筑施工安全意识提供了很
好的体验平台。”

据统计，江苏城建学院已
有超过 75%的教职工、1000 余
名在校生先后到安全中心进行
了培训学习。

此外，该校还不断扩大服
务范围，与钟楼区天爱儿童康
复中心携手，带领天爱儿童前
往中心学习安全知识，为社会
公益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江苏城建学院党委书记黄
志良表示，常州市建筑安全体
验教学中心现已初步显现共建
成果，是利用率最高、普及面最
广、安全知识传播效益最大的
安全体验中心，成为常州市建
筑业重要的教育培训基地。“我
们要切实维护建筑行业从业人
员的生命安全，为建筑业发展
提供有效保障。”

（杨曌 裴玮艳）

江苏城建学院打造全市唯一的建筑安全体验教学中心

VR、全息影像上阵，学员可“沉浸式”体验

本报讯 近日，常州机电职
业技术学院成立模具设计与制
造专业群建设合作委员会。

专业群建设合作委员会由
常州机电学院牵头，整合了中
国甪直模具特色小镇镇政府，
江苏大学、苏州大学、常州大学
等高校以及常州工利精机科技
有限公司、北京精雕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等企业资源。

据了解，常州机电学院模
具设计与制造专业群整合校内

三个二级学院的优势专业，共
包含模具设计与制造、工业设
计、机械制造与自动化等五个
专业。专业群结合江苏、常州
智能装备产业群向中高端发展
的要求，定位契合汽车及汽车
零部件产业发展格局，面向产
品设计、工艺装备规划、装备设
计制造、零件数控加工、质量管
理等岗位，培养德、智、体、美、
劳全面协调发展，具有工艺规
划与实施核心能力的德技双馨

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
委员会为专业群提供咨

询和服务、管理和支撑。专业
群在建设合作委员会的指导
下，将定期调研产业发展和同
类专业情况，及时跟踪智能装
备、汽车零部件行业企业需求
状况，适时调整群内专业定位
及发展方向，结合反馈信息，
改革专业结构、教学模式和教
学内容。

（陈如敏 杨曌）

常州机电学院

整合资源加强专业建设

常州杰通学员在建筑安全体验教学中心接受培训 吕晓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