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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正值 2020 年职
业教育活动周期间，常州刘
国钧高等职业技术学校特邀
江苏黑牡丹股份有限公司技
术总监邓建军来校，以“争当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人才”
为题，为师生宣讲劳模精神、
工匠精神。

邓建军先后荣获“全国
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全国职工职业道德建设
十佳标兵”“江苏大工匠”等
称号，2009年入选“100位为
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
英雄模范人物和 100 位新中
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
是党的十七大、十八大、十九
大代表。他领衔的邓建军科
研组荣获国家级“技能大师
工作室”“全国示范性劳模创

新工作室”荣誉称号。
在宣讲活动中，他讲述

了自己如何刻苦钻研、学习
和创新，从一名中专毕业的
普通工人成长为高级工程
师、“知识型产业工人领跑
者”的成长经历。他在工作
中刻苦钻研、解决技术难题
的精神，让师生深受启发。

邓建军用质朴生动的语
言为同学们阐述了平凡岗位
中的伟大，激励同学们心怀
梦想，敢于奋斗，向大家传递
了执着专注、精益求精、追求
卓越的劳模工匠精神。报告
会现场气氛庄重而热烈，同
学们深受鼓舞，纷纷表达了
学习和传承劳模工匠精神的
决心和对劳模工匠的敬意。

（朱龙飞 杨曌）

常州刘国钧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全国劳模邓建军分享工匠精神

本报讯 近日，常州信息职
业技术学院举行第四届中外文
化 交 流 节“One World One
CCIT ”。来自南非、孟加拉国、
马来西亚、哈萨克斯坦等14个国
家50多名留学生参加，暂时身在

国外的 70 余名留学生连线参加
活动。

中外文化节活动以南非留
学生热情洋溢的舞蹈开场，曲调
节奏欢快，极富现场感染力；一
首法语歌曲让观众置身浪漫的

旋律之中；孟加拉国和哈萨克斯
坦的同学们带来相声《猜谜》，给
活动现场送来了欢声笑语；中国
学生的乐队表演将文化节推向
高潮；刚果留学生的一首中文歌
曲《趁早》让人惊叹，孟加拉国同
学的歌谣合唱给大家带来异国
的甜蜜。

文化节活动还包括多元文
化展示。身着汉服的中国学生
引起众多留学生的关注，纷纷与
她们交流合影。

据了解，“One World One
CCIT ”是常信院近年来精心打
造的国际文化品牌，已经成为学
校一年一度的文化盛事。活动秉
承多元、包容的理念，为来自世界
各地的留学生搭建展示与交流的
平台，同时也是学校对外树立国
际化形象的重要窗口。本次中外
文化交流节为中外学生提供了展
示艺术才华的大舞台，也让常信
学子感受世界各国的文化艺术魅
力，加强了中外青年人文交流，提
升了校园国际化氛围。

（鲁婷婷 杨曌 图文报道）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中外文化交流节“国际范”十足

本 报 讯 近 日 ，由 中 国
医药教育协会、中国就业培
训 技 术 指 导 中 心 主 办 的
2020 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
竞赛——第六届全国医药行
业特有职业技能竞赛在山东
威海举行。经过激烈角逐，
江苏省常州技师学院参赛选
手荣获二等奖和三等奖。

本次竞赛以“新时代、新
技能、新梦想”为主题，共设
药品购销员、中药调剂员和
医药商品储运员三个赛项。
来自杭州医学院、深圳技师
学院等 74 所院校，和北京同

仁堂连锁药店、鲁南制药集
团、杭州胡庆余堂等 26 家单
位的 747 名选手参赛，参赛
人数创赛事记录。江苏省常
州技师学院选手参加的赛项
是中药调剂员，由理论考试、
中药处方审核、中药饮片识
别、中药处方调配和中药真
伪鉴别五个部分组成。比赛
中，该校选手凭借良好的专
业素养、扎实的理论基础、娴
熟的操作技能，最终收获佳
绩，学校也被大赛组委会授
予“优秀组织奖”荣誉称号。

（卢丹丹 杨曌）

江苏省常州技师学院

全国医药行业
特有职业技能竞赛获佳绩

本报讯 在“双 11”这个
被戏称为“光棍节”的日子
里，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为大学生开设恋爱指导讲
座，受到学生热捧。学校邀
请有多年大学生思想教育工
作经验的心理健康中心专家
以及辅导员担任同学们的

“恋爱指导师”，与大家畅谈
恋爱这件事。

讲座着重介绍了如何培
养爱的能力，让学生现场练
习表达自己的情绪、识别他
人的情绪。“老师在课上说的
例 子 ，就 是 我 恋 爱 时 的 样

子。我在恋爱中容易耍小性
子，有想法也不想表达出来，
就在心里生闷气，等着对方
发现。因此我们常常因为一
些小问题闹矛盾。通过这次
学习，我要试试老师说的方
法。”讲座后，大二女生小陆
反馈说。

讲座聚焦大学生的身心
健康，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
的爱情观，增强大学生对两
性与爱情的认知，让大学生
更好地完善自我，为他们的
成长之路给予正能量的指
引。 （宗怡 杨曌）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辅导员化身“恋爱指导师”

本报讯 日前，江苏联合职
业技术学院语文学科组工作会
议在常州卫生分院（即“常州卫
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举行。
全省二十多名语文教育专家齐
聚一堂，共同探讨职教语文发展
之路。

现场，常州卫生分院语文教
师王爽爽、吕泉分别带来以“语
文课程思政”为主题的公开课。
王爽爽老师执教《觅渡，觅渡，渡
何处》，整节课润物无声、成长有
语。利用思政元素，王老师让学
生在优美的语言中思考人生价
值，提升了思辨能力。课上，瞿
秋白纪念馆馆长唐茹玉也惊喜
现身，将课堂氛围推向高潮。“唐
馆长深情并茂地讲述瞿秋白的
革命事迹，深深地打动了我们。
作为一名护理专业的学生，我也
应该不忘革命先烈精神，传承红

色基因。”2018 级护理系学生张
雅楠说。

“山以黄名，志旧迹也。昔
者春申君尝读书于此，因以名。
其山下有竹林，特产方竹。”另一
头，吕泉老师的课堂上，传来悠
扬的歌声。在这堂《文化记忆中
的孟河医派》研究性学习课中，
吕老师将丰富的孟河医派文化
资源融入语文课程，在潜移默化
中培养了学生的专业自信、文化
自信和学科自信。他和学生们
一起吟唱孟河名医费伯雄的《游
黄山记》，让与会者感受到孟河
小黄山深厚的历史文化，也让课
堂充满了独特的情韵和浓厚的
地方文化特色，得到专家们的一
致好评。

这是常州卫生分院“课程
思政”教学改革的剪影。据该
校教务处处长李勇介绍，近年

来，学校大力开展“课程思政”
教学改革试点工作，注重挖掘
学科蕴含的地方文化资源和思
想政治教育资源，强化课程育
人导向，打造了适合学生发展、
特色鲜明的一系列优质课堂，
在同类学校产生了很好的示范
效应。“像我们的《基础护理学》
课程，虽然操作性很强，但老师
也 会 将 思 政 教 育 融 入 到 课 程
中，形成独有的‘课程思政’。
比如，疫情期间援鄂校友的抗
疫精神、南丁格尔的人文关怀
精神，这些值得弘扬的职业道
德素养，老师都会在实操中慢
慢浸润学生们的思想。”

“课程思政”在各科百花齐
放的背后，离不开一支强有力的
教师队伍。李勇说，教师是开展
课程思政的直接主体。因此，学
校加强教师思想政治教育，通过
经常性开展理论学习、邀请先进
人物进校园等方式，提高教师的
育人意识。在此基础上，鼓励教
师挖掘课程思政元素，设计相应
的教学活动，将课程思政融入到
学科建设中，打造具有学科特色
的课程。“我们根据不同学科、不
同类型的课程特点，分类指导、
分层推进，使思想政治课与文化
课、专业课同频共振。”

课程思政的熏陶，提升了
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懂得感恩
并敬畏生命，用科学求实创新
的精神学习专业知识，将大爱
精神传播校内外。与此同时，
学校还通过市级公开课、联院
公开课等课程辐射同类职业学
校，促进校际交流，发挥课程思
政育人效能。

（杨曌 刘月娜 图文报道）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常州卫生分院

课程思政“融入有道”，职业教育更接地气

“语文课程思政”公开课

留学生表演中留学生表演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