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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品牌，办好人民满意的
大学，人才培养是根本任务，其
中，研究生教育肩负着高层次人
才 培 养 和 创 新 创 造 的 重 要 使
命。近年来，常州大学高层次人
才培养硕果累累。记者从该校
了解到，目前全校共有 3222 名
硕士研究生，63 名博士研究生，
98 名留学研究生。该校研究生
工作围绕“浸润中国红，激扬创
新力”主题，重点推动两项工程
——思想引领工程和研究生创
新培养工程，取得了亮眼成绩。

学生宿舍建起“红
色阵地”，“研习舍”引领
新风尚

“我老家是徐州市新沂市，
今年年底就要通高铁了！”上周
六晚，常州大学研究生宿舍 626
室，传来热烈的讨论声。该校药
学院 医学院（筹）研究生党支部
副书记、2019 级制药工程专业
研究生叶思远，正与小伙伴围坐
在一起分享家乡变化。原来，这
是学院主题党日活动之一，在座
的 8 名同学中，既有党员也有入
党积极分子。

在药学院 医学院（筹），像
626 这样的宿舍还有 5 个，它们
统称“研习舍”。一年前，研究生
党员们自发组织了红色“研习
舍”，“研习舍”创新开展了加强
理论学习的“红色晚自习”、分享
学习体会的“宿舍分红日”、增进
党员联系的“宿舍牵红线”、彰显
先锋作用的“红云战疫”等特色
活动，在加强党员自身教育的同

时，也全面辐射着研究生群体。
“平时晚上和周末，我们在宿舍
就能开展党员活动。”叶思远告
诉记者。

截至目前，“研习舍”已组织
开展相关活动10余场，引领300
余人次参加红色文化学习和实
践，并先后发展了 3 名预备党
员，阵地育人功能得到初步彰
显。

与此同时，学校还通过一系
列举措，将红色文化有机嵌入到
研究生教育实践中。该校石油
化工学院研究生党支部与天宁
区舣舟亭社区党总支开展共建
实践活动，史良法学院研究生党
员法治课堂走进中小学⋯⋯

“2+2+3”，创新人
才培养多维发力

常 州 大 学 石 油 工 程 学 院
2020 届硕士研究生刘雅莉，目
前在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油气
田开发工程专业攻读博士研究
生。从本科到研究生，刘雅莉在
常大度过了七年时光，成为学院
创新人才培养工程的见证人。

在校期间，小刘连续四年参
加石油类品牌赛事“中国石油工
程设计大赛”，从三等奖到一等
奖，她说，这得益于学院“校内教
师核心指导组+企业导师指导”
的双指导模式。“学院为我们建
立了专业的教师辅导团队，带领
我们从书本中走出来。”学院以
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中心和国
家级石油钻采及储运工程虚拟
仿真实验中心为依托，为研究生

从事科研工作开发了免费使用
的软硬件实验平台。在此背景
下，刘雅莉的研究课题通过“省
立——校助——学院资助”三级
资助体系，申请完成了省级创新
项目，并参加中国石油工程设计
大赛，获得了全国一等奖。这种
三级资助体系，使得像刘雅莉这
样的学生有更多的资源与能力
开展课题研究，切实提升他们处
理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

近年来，“双指导”+“双平
台”+“三级资助体系”，这种“2+
2+3”人才培养模式，助力学院
取得可喜成绩。据初步统计，
2016-2020 年，常州大学石油
工程学院研究生在各类竞赛中
获得国家级奖项 37 项，省部级
奖项25项。

同样在常州大学度过七年
的，还有该校机械与轨道交通学
院 2018 级动力工程专业研究生
师诚承。这位创新达人，在全国

“互联网+”“挑战杯”等创新创
业大赛中屡创佳绩。“正是导师
们求实严谨的科学态度和求真
创新的学术精神，激励着我不断
前行。”师诚承说。

浸润“中国红”，激
扬创新力，研究生教育
成绩斐然

据悉，在思想引领工程上，
常州大学建立了党建示范、价值
引领、导师垂范的师德培育体
系，打造了课程育人、实践育人、
科研育人的教学育人机制。学
校近年来涌现了一大批以韦忠
良、包伯成、孔泳为代表的师德
模范；在创新培养工程上，学校
着力提升研究生的工程能力、合
作能力和创新能力，进一步创新
工科研究生的培养模式。党委
研究生工作部部长柳铭介绍：

“通过科学设置培养方案，我们
确定了以成果为导向的人才培
养理念，强化了多层次知识结构
和学术交流，形成了一大批服务
于行业产业需求的产教、科教合
作项目。”多年来，该校研究生教
育成绩斐然——获评 2019 年江
苏省研究生教育改革成果二等
奖，学生在“挑战杯”全国大学生
科技作品大赛、全国研究生数学
建模竞赛、中国石油工程设计大
赛等一系列全国赛事中屡获突
破。

杨曌 刘博 图文报道

常州大学研究生教育推动两大工程，着力培养高层次人才

浸润“中国红”，激扬创新力

本报讯 近日，江苏城乡建
设职业学院建筑艺术学院成立

“鸿蒙剧社”，演绎以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为引领的“三色文化”
中的“红色文化”。

据了解，“鸿蒙剧社”以话剧
为主，向外辐射情景剧、音乐剧、
音诗画等各类表演形式，演绎红

色传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红
色法制文化和红色暖心文化，同
时把中华传统文化教育、爱国主
义教育、法制教育、志愿服务教
育和感恩教育有机融入，努力培
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
律的新时代“四有青年”。剧社
计 划 在 明 年 中 国 共 产 党 成 立

100 周年之际，组织展开多场校
内演出，并前往社区进行巡演，
以校内师生、社区百姓喜闻乐见
的形式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积极打造学校思想政
治工作精品项目，努力成为学校

“三色文化”建设的一张靓丽名
片。 （盛玲玲 杨曌）

江苏城建学院

成立“鸿蒙剧社”，演绎“红色文化”

本报讯 近日，常州开放大
学文化创意与策划专业《常州
非遗文化》课程迎来一次特殊
的实践课，常州市著名工艺美
术师殷丹雯走上讲台，零距离、
手把手教同学们乱针绣技巧。

殷 丹 雯 是 常 州 开 放 大 学
2007 届 服 装 设 计 专 业 毕 业
生。毕业后，她进入常州市工
艺美术研究所，师从祝英娟，从
事乱针绣工作，在多项比赛中
获得重要奖项。

课上，作为师姐的殷丹雯
向同学们讲述了乱针绣的历
史和文化意蕴，重点介绍了乱

针 绣 的 用 针 方 法 和 构 图 技
巧。在师姐的引领下，同学们
听得津津有味，乱针绣作品已
见雏形。

据悉，常州开放大学人才
培养实行“双导师制”，即为每
个专业配备课程导师和技能导
师，为学生成长保驾护航。殷
丹雯作为文创专业的技能导
师，每周一次课程为学生的技
能实践提供指导。12 月，常州
市留青竹刻非遗传承人郑建嵘
也将走进文创专业课堂，向学
生展示传统非遗文化的魅力。

（王云 杨曌 图文报道）

常州开放大学

工艺美术师进课堂教乱针绣

本报讯 近日，江苏理工学
院首届中吴文学节开幕。茅盾
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双料得主、

《人民文学》副主编、长篇小说
《北上》作者徐则臣，鲁迅文学
奖获得者、河北省作协副主席
李浩，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
评委王春林，与师生分享文学
阅读与创作的经验。

“写作的过程是寻找声音
的过程，成熟的作家应该用符
合自己年龄阶段的声音来表达
自己和世界的关系。”围绕“技
术时代，文学还有什么用”这一
主题，徐则臣说，文学在技术时
代最大的功用是把个人从群体

中区别开来，还原每个人丰富
的内心，好的故事能够融入作
者的思想。李浩认为，随着技
术的演进，文学开始关注人的
内心状态，现实主义由此产生，
对科学主义的质疑追问和技术
更新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围绕“中国文脉与当下写
作”这个主题，三位嘉宾共同探
讨了中国文脉的形成过程和对
中国作家创作的深刻影响，特
别关注了当下小说写作的影视
化改编问题和中西方思想文化
对当下作家言说方式的塑造作
用。

（杨曌 张梦梦 叶昕然）

江苏理工学院

文学大咖助阵文学节

本报讯 今年是常州市举
办的第15届全民终身学习活动
周，全市七个辖市区近日同时启
动活动。全市机关、学校、企事
业单位围绕“全民智学，助力‘双
战双赢’”主题，广泛开展丰富多
彩的学习教育活动，宣传在疫情
防控的严峻形势中坚持停课不
停学、在抗击疫情中作出贡献的
优秀工作者的典型故事，积极组
织和发动广大市民参与到各类
活动中去，努力营造浓厚的全民
终身学习氛围。

近年来，为了更好地服务市
民的终身学习需求，常州市注重
创新社区教育的体制机制与队
伍建设，打造社区教育名教师工
作室，培育社区教育项目基地与
特色品牌，社区教育网络体系日
趋完善。目前，已经建设三批共
12个社区教育名教师工作室，6
个江苏开放大学“学习苑”，7个
社区教育项目基地，3个江苏省
社会教育学习体验基地，两个长
三角市民终身学习体验基地。

（仲红俐 杨曌）

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举办

服务市民终身学习需求

常州大学“研习舍”开展“红色晚自习”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