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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常州旅游商
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以下简称

“常旅商”）开展了一次特别的食
育“五个一”活动——“认识一道
常州名菜、学会一项烹饪技能、
进一次菜场、下一次厨房、撰写
一篇食育随笔”，学生们积极响
应，参与热情高涨。

“从备菜到完工，前后花了
我一个多小时。”参加活动的电
子商务专业学生张玉香告诉记
者，制作过程中，最难的就是洗
锅。“锅还有点沉，我一手拿锅铲
一手拿锅有些费劲，差点摔了，
不过还是稳住了。最后才明白，
一顿晚餐的背后是一份心意，一
份辛劳，一份收获，在它们出现
在餐桌上，送入口中的那一刻又
是一份满足，一份欣慰。”

食育是什么？常旅商副校
长戴卫银认为，食育绝不仅仅是
吃饭问题，更不仅仅是杜绝浪费
的问题，它蕴含着“食饮、食德、食
礼”。“我们要做的事，是要将食育
贯穿德智体美劳全过程，努力培
养常州旅商‘五美学生’——品
德之美、身心之美、礼仪之美、技
艺之美、美美与共”。

在该理念的指导下，常旅商
正逐步完善具有校本特色的食育
体系，即研发五门食育精品课程；
建立五个优质食育基地；搭建一个

“龙城小厨师”比赛擂台；打造一个
品牌食育活动；建立一支食育师资
队伍；建立一支食文化宣传志愿者
队伍；发挥“食育研究与实践基地”
辐射功能，做到以食育德、以食启
智、以食健体、以食立美、以食促

劳，让学生得到全面发展。
据悉，此前常旅商就开展过

学生营养餐的标准制定，并通过
学校智慧校园 APP 开展预订和
售卖，学生订餐量很高；依托学
校食育社团，开展了一系列的营
养餐现场制作、咨询和品尝活
动；依托沈凤君社区名师工作
室，将食育理念推广至社区。

目前，该校进一步明确食育
的概念，将食育纳入到学生成长
全过程，还通过校系二级家委会
推动家校协同开展，定期向家长
推送学校食育课程安排和开展
情况，在家庭劳动中融入食育教
育，鼓励学生在家庭中参与力所
能及的食育劳动，如采购食材、
摘菜、淘米、烹饪、食物分配、餐
具摆放、餐后整理等，提倡家庭
成员共同进餐。

食育究竟带给学生什么样
的变化？会计专业学生吴奕成
在制作了一道糖拌番茄之后说：

“或许有些人觉得这道菜过于简
单，但我认为，往往是人生中的
第一道菜，更令人感到难以忘
怀。并不是因为有多好吃，而是
你可以从中学习到很多的经验，
明白行为处事小心谨慎的道理，
更要明白做菜人的艰辛。”

常旅商德育处处长张小亚
表示，学校要成为食育研究阵
地，要以菜单形式提供学生层面
的食育基地、教师层面的培训和
区域层面的中小学生营养配餐
方案和时令配餐方案，促进学校
食育体系构建，提高食育辐射力
度。 （王海燕 杨曌 图文报道）

常州旅游商贸高职校将食育纳入学生培养体系

吃饭不成问题，食育却是课题

本报讯 近日，全国智能化
钣金制造职教集团成立暨钣金
数字化 5G 平行示范工厂揭牌
仪式在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举行。这是全国首家钣金行业
职教集团，也开创了政、行、校、
企、研五方投资共建的先河。

据了解，过去，我国制造
业以大批量产品为主，近年
来，随着定制化个性化需求的
增多，多品种小批量的产品成
为制造业的主流，因此，大批
量生产采用的技术手段也在
逐步被钣金这种更灵活、固定
投入更小的智能钣金复合制
造技术替代。

智能化是钣金行业发展的
趋势。常州市钣金行业协会会
长、常州伟泰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郦东兵分析，当前智
能化钣金制造行业面临着两大
困境：一是技术工人、技师、工
程师缺口较大，中小企业招人
困难。“全国高校目前尚未开设
相关专业，甚至找不到相关教
材和书籍，即便是属于专业大
类的学生，毕业后无法‘招之即
用’，需要重新进行系统培训后
才能上岗。”另一方面，智能制
造发展迅速，需求旺盛，与智能
化钣金制造有关的自动化、信
息化、管理方面的人才，也是严
重短缺。”他坦言，这可能跟大
众对钣金的印象有关。“大多数
人认为钣金就是过去的白铁
工，工作环境相对比较脏乱差，
但其实，如今钣金的加工工艺，
非常先进智能，管理也很现代
化。钣金的使用也非常广泛，
高铁、飞机、医疗、电力、通信等

各行各业都需要钣金，未来前
景还是非常广阔的。”

依托钣金数字化 5G 平行
示范工厂和钣金工艺技术培
训中心，成立全国智能化钣金
制造职教集团，很大程度上能
缓解行业困境。据了解，集团
由武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管委会，中国锻压协会、
常州市钣金行业协会，常州工
业职业技术学院，常州智萃数
字化钣金制造有限公司、常州
伟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机械
科学研究总院江苏分院、江苏
长江智能制造研究院有限公
司五方投资共建，将在 3 年内
创建校企共生发展的体制机
制，实现集团资源共建共享，实
行“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校
企共建以学生职业能力为核心
的质量评价体系，推进毕业生
就业的长效机制，集团内企业
人员培训 10000 人次以上，促
进形成良好的校企合作政策环
境，形成鲜明的行业特色，建设
成跨区域实体化运作的全国示
范性职教集团，促进全国钣金
智能制造职业教育整体水平和
产业核心竞争力提高。

会上，钣金数字化 5G 平
行示范工厂同时揭牌。据全
国智能化钣金制造职教集团
第一任理事长、常州工业职业
技术学院校长杨劲松介绍，示
范工厂引入工业互联网、大数
据、数字化孪生技术，实现产
能共享，探索混合所有制办学
新路径，提升钣金数字化 5G
平行示范工厂的造血功能。

（杨曌 李颖）

开创政行校企研五方投资共建模式先河

全国首家钣金行业
职教集团在常成立

本报讯 近日，江苏城乡建
设职业学院土木工程学院党总
支教师党员一行赴宿迁市泗洪
县陈圩乡大王庄党性教育基地
开展党性教育活动。

在基地教员的引领下，全体
党员在大王庄内一一探寻先辈
足迹，实地参观了陈列展览馆、
新四军四师师部、拂晓报社等革
命旧址，在拂晓剧团旧址听 81
岁的红军二代讲故事，亲身感受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战斗、生
活过的地方，追溯新四军四师的

重要战斗历程和历史事件，深刻
领会革命先辈艰苦奋斗、攻坚克

难的崇高精神。
（杨曌 陈涛 图文报道）

江苏城建学院

重温革命历史，传承先烈精神

本报讯 11 月 2 日，由常
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常州工学院主办，常州市劳动
就业管理中心、常州工学院创
新创业学院承办，江苏小云网
络传媒有限公司协办的常州
市龙城大学生创业论坛（第九
期）暨常州工学院 2020 年“双
创周”·大学生学术科技节拉
开帷幕。

江苏省创业服务协会常
务副会长王伟应邀作大会主
旨报告，并受聘为常工院创
新创业兼职教授。常州市嵇
明军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人
嵇明军、江苏省电视总台好
享购物频道主持人王雅婷受
聘为常工院创新创业导师。

本次创业论坛还准备了多
项活动，由柠谷文化创始人郑

宇泽做直播电商创业主题讲
座。他结合自身经历，分析了
电商发展的探索发展期、流量
红利期、商业变现期、深度渗透
期等四个阶段的具体情况。由
江苏小云网络传媒有限公司总
经理刘建刚、常工院人文学院
教师方忠平、中国国际“互联
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红色
筑梦之旅直播电商活动季军田
永红进行圆桌访谈，交流各自
对直播带货的理解，让在座的
师生受益匪浅。

本次活动将持续近一个月
时间，将先后举办大学生创新
创业成果展、创新创业基础课
程师资班培训、创新创业专家
报告会、二级学院科技创业活
动、大学生创客秀等多项活动。

（杨曌 王超）

常州工学院

大学生科技节开幕

本报讯 记者近日从常州艺
术高等职业学校（以下简称“常
高艺”）了解到，在由中央文明
办、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央视频号·
文化志愿者专列”贫困地区文化
旅游资源直播推介活动中，该校
应届毕业生张毅成被选入文化
志愿者队伍。他与当地民俗专
家一起深度体验四川凉山的美

食美景和民族风情，通过现场体
验、观看小片等方式，对凉山当
地的旅行路线、特色产品等进行
在线视频直播推荐，使观众近距
离了解当地文化。

镜 头 前 ，这 位 刚 刚 获 得
2020 年《说唱新世代》全国亚军
的常州小伙表现得落落大方，介
绍起当地美食更是不停变换表
情包，圈粉无数。从一名美术生

到站上说唱的舞台，张毅成表
示，常高艺学习的经历给了他成
长的阶梯。“母校拥有丰富的社
团活动、灵活的课程体系以及多
元化的评价方式，特别是文化融
入专业的教学模式，让我更坚定
了自己的音乐梦想。”他说，希望
能参加更多的扶贫公益活动，为
中国旅游减贫和振兴乡村经济
尽一份力。 （杨曌 张经亮）

常州艺术高职校

学子获选国家扶贫直播节目文化志愿者

学生的烹饪作品学生的烹饪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