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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学生宿舍是高校
育人工作的重要阵地。本月
初，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智
能装备学院以学生公寓党支部
为工作载体，在学校 4 号学生
公寓开办了首家“诚信超市”。

据“诚信超市”负责老师
杨雪介绍，诚信超市的经营模
式是无人化管理，采用开放式
模式，将学习和生活用品陈列
出来，让学生自行去超市进行
选购，其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
自律意识、诚信意识以及监督
意识。同时，超市的运营团队
也全部由学生骨干组成，自主
开办、运行、管理，坚持三公
开：公开管理团队、公开财务
收支、公开经费去向，提升大
学生领导力，激发他们的创业

意识和创业精神。
“前期我们做了充分的市

场需求调研，通过调研了解同
学们需求量最大的商品，有的
放矢地进行采购。”“诚信超
市”负责人安可心同学说。超
市每天晚上会统计商品销售
情况，每周会对盈余进行统
计，盈利的部分用于该院对贫
困生的资助。

超市营业半月以来，吸引
了不少购买学习、生活用品的
学生。经每日盘点，超市未丢
失过一件商品，销售额均与所
售商品总额一致，甚至高出商
品额，学生们顺利通过诚信“自
考”。“我觉得这样的创意非常
好，它给了学生很大的便利，也
给了学生充分的信任，我会经

常光顾的。”学生夏宏强说。
据了解，创设“诚信超市”

是常州信息学院智能装备学
院“一院一品”素质教育项目
中的一项活动，通过搭建实现
学生自我管理、自我体验和自
我教育的平台，促使学生形成
诚实守信、自尊、自律、自觉的
良好人格。

（杨曌 徐周灏 图文报道）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首家“诚信超市”正式营业

本报讯 近日，全国医疗建
筑职教集团成立大会在常州工
程职业技术学院举行。行业协
会、领军企业、“双高计划”建设
学校和国家示范高职院校等单
位的百余名代表参会，共同探
讨医疗建筑、医疗装备政行企
校一体化绿色发展、创新发展、
合作发展、共赢发展之路。

会上，常州工程职业技术
学院院长李雄威被推选为全

国医疗建筑职教集团第一届
理事会理事长。

作为全国医疗建筑职教集
团的牵头单位，常州工程职业
技术学院在推进政行校企协同
育人、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服务
全国医疗建筑行业的创新发展
等方面积极实践，探索国内领
先、可借鉴推广的多元协同育
人机制。通过职教集团平台，
整合成员单位生产、科研、教育

等不同主体的功能与资源优
势，促进产教深度融合、提升合
作层次、拓展合作空间、增强合
作实效，创造和转化高水平科
研成果，破解安全环保难题，形
成具有鲜明特色的医疗建筑行
业职业教育发展模式和校企合
作联盟为载体的集团化办学模
式，为中国绿色医疗建筑的可
持续发展和国家生态文明建设
贡献力量。 （周悦 杨曌）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全国医疗建筑职教集团在常成立

本报讯 近日，第五届江苏
省中学中职学校微团课大赛决
赛在无锡举办。常州开放大学
教师万爱雯荣获教师组二等奖。

在决赛现场，万爱雯以歌

声开课，带领同学们了解南泥
湾旧貌换新颜的奋斗史以及南
泥湾精神的主要内容，旨在鼓
励青年学生继承和弘扬这些优
秀的民族精神，成长为心中有

阳光、脚下有力量的时代新青
年。她以朝气蓬勃的精神面
貌、生动形象的授课方式赢得
了场下观众的热烈掌声，获得
了评委的一致好评。 （王云）

常州开放大学

江苏省微团课大赛获佳绩

本报讯 日前，由教育部
主办的 2020 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中等职业学校班主任
能力比赛在长沙开赛。来自
常州旅游商贸高等职业技术
学校的老师白丽在决赛中脱
颖而出，荣获一等奖，成为我
市唯一获此殊荣的选手。

本次比赛为首次由教育
部官方主办的全国中职校班
主任能力大赛，规格之高史
无前例。比赛设置较以往国
赛全面迭代升级，初赛提交

《班级建设方案》《班会实施
情 况 介 绍》和《我 的 教 育 故
事》；现场决赛包含阐述《班

级活动策划方案》、模拟情景
处置、介绍《班级建设方案实
施 情 况》和 答 辩 四 个 环 节 。
全国共有 233 名选手进入初
赛，经评审，最终 72 名选手入
围长沙现场决赛，争夺 24 块
金牌。

（王海燕 杨曌）

常州旅游商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教师荣获全国中职校班主任能力比赛金牌

近日，第一届全国职业技能
大赛在广州落幕。在本届大赛
上，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以下
简称“江苏城建学院”）代表队取
得了新的历史突破，获得了 2 金 1
银1铜的好成绩。

由该校教师杜易、董建军、吴
斌指导企业职工参赛的木工、砌
筑项目分别摘得两枚金牌，教师
张悠荣、仇成威指导的学生冯坤
痒、田浩获得混凝土建筑项目银
牌，教师孔祥峰、车风义指导的学
生杨旭获得油漆与装饰项目铜
牌，所有学生选手全部入围国家
集训队。

在这场前所未有的职业技能
“超级大赛”中，江苏城建学院展现
了建筑行业人员的技能水平及人
才培养、教育教学的“城建模式”。

平日里的积累
课赛融通，将大赛标准

嵌入教学全过程

冯坤痒和田浩都是该校建筑
工程技术专业的学生。进入大二
后，每隔两周，专业课老师张悠荣
都会带着他们班，进入集训基地，
现场观摩当时正在备战世界技能
大赛省赛的师兄们搭建铝模、浇
筑混凝土并参与体验。“现场体验
让我们仿佛置身真实赛场，对我
们学好技能有很大帮助。”冯坤痒
说。

张悠荣表示，将技能竞赛项
目提前介入到学生的专业实操环
节，让教学与大赛接轨，有利于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为技能人才
培养打下实践基础。

而在建筑装饰专业，将竞赛
评分模式融入课堂，则是“课赛融
通”的又一亮点。“我们借鉴了技
能大赛的评分模式，形成了完整
的教学体系。”孔祥峰告诉记者，
从前期推广引入技能竞赛，到学
生制作作品、验收，再到完成报
告，最后对照大赛标准进行互评
打分、自主分析评价，可以促进学
生举一反三，对知识点的学习更
加深入。

据该校教务处处长袁建刚介
绍，自学校升格起，就开展“染绿
嵌标”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将绿色
理念融入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方
案，将大赛标准和职业标准嵌入
教育教学全过程。以大赛来推动
教学项目化进程，通过每年技能
文化节的高参与率，将大赛引领
作用辐射更多的学生。依托大赛
获奖选手带领社团、协会的方式
做好梯队建设。

赛场外的收获
扛得起两吨的铝模，调

得了眼花的口红色号

混凝土建筑项目作为世界职
业技能大赛上最重的项目，对选
手的体能要求非常高。备赛的一
年半里，每天 1 小时的耐力跑加
引体向上、举杠铃，成了冯坤痒、
田浩的日常。田浩说，国赛使用
的铝模虽然相对轻一些，但每块
也有三四十斤，整体重量约两吨，
组装时需要把它们抬到一米的高
度。这对于两个身形精瘦的男孩
来说，曾经非常吃力。为了更高
效地完成比赛，他们在老师的指
导下开始了每日运动计划，课余
时间往返于健身房、操场，练就了
一身“腱子肉”，最终在赛场上表
现出色。

建筑装饰专业大二学生杨旭，
在比赛中拿到色彩计时涂装调色
单项的全国最高分。“谁说我们男
生不懂口红色号？我可以立马给
你调出来。”采访当天，记者随机给
出四种不同颜色的口红，杨旭现场
挑战 1 分钟调色。对色彩天生具
有超高敏锐度的他，很快用油漆准
确调出了相对应的口红色号。

事实上，相比其他选手，杨旭
的比赛经验并不多。从墙纸施工
到调色、创意，在建筑装饰专业骨
干教师孔祥峰、车风义的仿真式
拉练下，杨旭一路逆袭，打败经验
丰富的选手，走上国赛赛场。

千里马的伯乐
产教融合，集训地走出

金牌教练

经过多年探索，江苏城建学院
不仅在学生培养上形成了成熟的
体系，在职后人员培养上也形成了
稳定的产教融合“城建模式”。

本次全国职业技能大赛中，
学校作为江苏省木工、砌筑两个
项目的省级集训地，还承担着省
内参赛选手的培养任务。来自南
通企业的王亚兵及来自常州企业
的高海建，通过在学校的系统训
练和学校创造条件外出拉练学
习，以及该校教练的全程指导陪
同下，斩获两枚金牌。“经过多年
的努力，学校已形成浓厚的技能
文化氛围，在城建学院的平台上，
我校师资团队及学校的配套支持
都能为竞赛选手提供良好的技能
竞赛集训环境，有效提升其技能
水平，在各类技能大赛中斩获佳
绩。”校党委书记黄志良说。

杨曌 裴玮艳 文 王锐 摄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在全国职业技能大赛上取得历史突破

课赛融通，产教融合，
探索人才培养的“城建模式”

张悠荣张悠荣（（右一右一））在指导选手在指导选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