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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园

□许琳 王建文 尤佳

近日，常州碳纤维复合材料成形与
装备研究院在江苏理工学院揭牌成
立。研究院将锚定碳纤维复合材料领
域关键核心技术的研发，聚力创新活
力，壮大创新主体，服务地方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

这是江苏理工学院全面推进校地企
深度融合的务实之举。近年来，学校紧
密结合国家发展战略和常州区域发展优
势，加快校地企深入融合的步伐，努力扭
转高校“唯帽子”倾向，激发教师创新活
力，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构建“学科平
台——科技团队——科研项目——成果
转化——产业基地”高校科技创新体系，
实现知识——技术——产品科技成果快
速转移转化。

聚焦融合，为地方产
业“赋能增色”

近年来，常州在新材料领域厚积薄
发，碳材料产业遍地开花，碳纤维及复合
材料的研发应用不断加码。常州近
2000家新型碳材料企业在新赛道上拔
节生长、蓬勃壮大。新型碳材料产业集
群总产值约900亿元，占全国的六分之
一。2021年，常州市新型碳材料产业集
群更是被列入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
2022年，江苏省碳纤维及其复合材料技
术创新中心落户常州。

作为一所地方省属高校，江苏理工
学院精准把握常州产业发展的“时”与

“势”，瞄准地方碳纤维复合材料产业特
色，大力推进校地企融合，携手常州融
信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成立常州碳纤维
复合材料成形与装备研究院，在科技项
目攻关、专业人才培养、科研平台共建、
高水平创新团队和重大成果建设等方
面协同协作；在培养复合材料领域新装
备、新工艺等新技术应用方面的技术技

能型产业技术工人方面，就应用好学校
职教师资培养特色优势，设计制订适
合、优质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方案方
面达成研究意向，加速创新要素聚类整
合，增强行业企业技术创新和产业产品
创新能力，助力常州战略性新兴产业更
好发展。

“积极推进校城融合、校企深度合
作，就是以实际行动贯彻落实党的二十
大精神，聚力开辟高质量发展新领域新

赛道，合力打造内涵式发展新动能新优
势。”江苏理工学院党委副书记、校长崔
景贵说：“学校将以研究院成立为契机，
聚焦特色学科培育、工程教育专业认证、
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等重点工作，凝心聚
力全面抓好落实，进一步做好未来发展
规划、教师队伍建设和有组织科研，进一
步找准定位、强化优势、创建品牌，为地
方产业发展赋能增色，全力助推常州市

‘532’发展战略。”

聚力提质，让科技成
果落地生“金”

产学研协同发力，让更多科技成果
通过转化“开花结果”、落地生“金”，真正
实现科研创新价值，是江苏理工学院一
直以来的不懈追求和方向。

记者了解到，江苏理工学院与常州
翔宇、江苏宁达等企业在电子废弃物资
源循环利用领域共同承担国家科技支
撑计划、联合国UNDP环境专项、省科
技成果转化、省重点研发、省高价值专
利培育专项等国家及省部级科研项目，
围绕电子废物智能化处理处置及装备、
生物高效处理废电路板回收金属、稀贵
金属深加工应用、废旧高分子材料综合
利用、二次污染减控等开展系统研究，
突破我国电子废物等危废资源化利用
关键技术瓶颈，探索实施了“研发与转
化同步”的成果转化新模式，在多个企
业实施了产业化，促进电子废物利用企
业转型升级，提高行业核心竞争力，助
推高校技术成果转移转化。相关成果
获得了教育部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江苏省科学技术奖二等奖、中国有色金
属工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等省部级科
研成果奖10余项，其中“复杂电子元器
件的绿色——智能分离与全品类金属
再利用技术及装备”成果被提名2020
年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江苏理工学院党委书记朱林生表
示，江苏理工学院将牢牢把握常州城市
能级提升的重要机遇，加强科教融汇力
度，培育壮大省科技创新团队，强化学科
优势，筑牢学科发展根基，重视应用研
究，探索创新产教融合路径，持续深化校
城融合发展，以实际行动助力常州

“532”发展战略深入推进，为“强富美
高”新常州现代化建设、奋力书写好中国
式现代化常州答卷贡献江理工智慧和江
理工方案。

江苏理工学院

校地企深度融合 赋能地方高质量发展
文化是学校的灵魂。“以文化

人”是教育的高端境界。高品位的
校园文化能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有
着催人奋进的激励作用。

常州旅游商贸高等职业技术学
校的办学定位是“专注现代服务业，
培养国际化人才”。也就是说我们
要培养综合素质高、动手能力强、文
化内涵深、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国际化现代服务业人才。学校文化
建设必须为人才培养服务，与专业
建设相锲合，与地方文化相融合，具
有本校的个性特征。

常旅商经过几十年的办学积
淀，师生共同凝练出一套理念创新
的精神文化体系，其核心要义是

“如境”二字。“如”，有通往、到达之
意。“境”，即境界。“如境”，即通往
更高的境界。由此彰显学校的办
学理念：教育即助人助己通往更高
之境界。

学校构建“三层四面”立体的
“如境文化”品牌体系。从学校、系
部、班级三个层面，精神文化、物质
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四个方面
推进“如境文化”建设。落实到立德
树人具体目标，就是培养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的具有“五美境界”的高
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五美境界”即
品德之美、身心之美、礼仪之美、技
艺之美、合作之美。

常旅商校园环境文化设计理念
定位为：看3200年常州地方历史文
化，悟至善至美人生境界，育“用心
极致、追求卓越”工匠精神。

常旅商建设“常州之窗”3A 景
点，打造“如境校园”，凸显环境育人
功能。挖掘整合地方历史文化、学
校发展文化和专业文化资源，赋予
校园包括道路、建筑、设施和环境以
丰富的文化内涵，建设人文校园，彰
显独有的人文精神。民族文化的精
华、当地文化的精髓、本校历史的叙
事、专业文化的耦合都能在校园体
现出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
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都能够在
这个校园里感受到。逐步形成“到
处是课堂，遍地是教材，时时在育
人，人人皆风景”的育人生态。

通过师生共同参与，精心设计
了“常州之窗如境校园”文化标识系
统，巧妙地将地方历史文化、专业文
化融合在道路和建筑的命名中，条
块结合,时空穿梭。

以常州历史沿革名称、历史文
化遗存来命名十九道——延陵道、
毗陵道、晋陵道、兰陵道、常州道；常
州八邑之武进道、阳湖道、宜兴道、
荆溪道、无锡道、金匮道、江阴道、靖
江道；代表金坛的茅山道、代表溧阳

的天目湖道；长江文明马家浜文化
遗存圩墩道；春秋文化遗存淹城道；
体现吴文化的中吴道；体现龙文化
和龙城文化的龙城道。淹城道又与
学校最早的建校历史——淹城中学
耦合。

以 常 州 历 史 名 巷 来 命 名 八
巷——青果巷、前后北岸、双桂坊、
椿桂坊、早科坊、化龙巷、篦箕巷、西
瀛里。

以 26 位常州历史文化名人来
命名 19 幢大楼。有代表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季子、戴叔伦、苏东坡、
唐荆川、徐霞客、洪亮吉、赵翼（云
崧）、段玉裁（懋堂）、黄景仁、孙星
衍、恽南田、庄存与（方耕）和刘缝
禄、恽敬（子居）、张惠言、盛宣怀、赵
元任、刘海粟等；有代表革命文化的
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史良（存
初）、李公朴等；有代表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的瞿秋白、史良、刘国钧、华
罗庚、周有光等。设计时尽可能考
虑楼名与专业的耦合，如霞客楼、亮
吉楼主要是旅游管理专业大楼，宣
怀楼、罗庚楼主要是经贸专业大
楼，南田楼有艺术设计专业的教
室，东坡楼有常州菜体验中心，元
任楼有国际文化交流中心。楼宇
命名自然别致，如子居楼、懋堂楼
等用在学生宿舍区尤为贴切。云
崧楼命名在学校最高楼，又取赵翼
的著名诗句——“江山代有才人出，
各领风骚数百年”来激励莘莘学子
立云崧之志，成栋梁之才。

学校还建有校史馆、如境书院、
酒店文化博物馆、常州菜文化博物
馆、常州历史文化名人馆等“如境”
场馆，科研、教育、科普、展示、交流、
实训、生产于一体，对接行业、企业，
共建产业学院，形成“校在城中，城
在校中，师生校产城共成长”的“五
元”共生育人生态。

“常州之窗如境校园”，是一座
特别的常州历史文化博物馆，一门
有特色的地方旅游文化课程，一个
丰富生动的德育基地，一个富有文
化气质的文旅商贸专业培训实践、
产教融合基地，还是一个对市民开
放的休闲广场和城市客厅。

走进“常州之窗如境校园”，就
如同打开一部“如境书卷”，读到的
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读到的是“勇争
一流，耻为二手”的常州精神、读到
的是“用心极致、追求卓越”的工匠
精神，读到的是道德境界、天地境
界。同时也希望能够“守护江南名
城的文化记忆，担起留住乡愁的历
史责任”，能够唤起历史记忆，传承
龙城文脉，熏陶人文素养。

常州旅游商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党委书记 蔡廷伟

“如境”校园文化的
创生与实践

本报讯（尤佳 金剑锋 姜芳孜）记
者22日从常州市教科院获悉，我市两名
教师代表——江苏省溧阳高级中学卞海
燕老师和江苏省前黄高级中学国际分校
葛蕊干老师荣获江苏省高中化学优质课
评比一等奖。

江苏省高中化学优质课评比每两年
举办一次，是全省高中化学领域级别最
高、难度最大、影响力最广的高规格大赛。

今年的大赛由江苏省中小学教研室
主办，无锡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宜兴中
学、南菁高级中学承办。比赛吸引了来
自全省13个大市经过层层选拔的27名
优秀高中化学教师同台竞技。大赛共分

为三个课题：《离子反应的再认识》《乙酸
（羧酸）》和《氮循环》，每一课题有9位选
手参与赛课。

卞海燕老师执教的高二化学选择性
必修3《乙酸（羧酸）》从《本草纲目》对青
梅的描述引入，让学生感受我国博大精
深的传统文化，从青梅酒降酸、香气中酯
类成分的分析，帮助学生认识羧酸的酸
性以及酯化反应本质，突出有机物的结

构特征分析。
葛蕊干老师执教的是基于项目式学

习的高三化学复习课《氮循环》，选取“海
水养殖中的氮循环”为真实情境，带领高
三的学生开启了一段探索之旅，同学们
不仅收获了化学学科知识，更收获了研
究问题的方法、面对问题的态度。

比赛过程中，常州的两位老师均呈
现了出色的专业素养、科学严谨的教学

理念和精彩的现场演绎，教学设计新颖、
教学过程流畅、化学实验精彩、师生互动
活跃、思维缜密灵动，预设生成完美统
一，赢得了专家评委高度的赞誉。

“常有优学”，强师为重。近年来，我
市全面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大力实施“常
有优师”行动计划，持续探索高水平教师
发展机制，奋力打造高素质专业教师队
伍，努力壮大“常有优学”中坚力量。

两名常州教师获省化学评优课一等奖

近期，横山桥中心小学的常报小记者们
参与了泥塑体验。在常州泥人馆龚老师的讲
解中，小记者们了解了泥塑的分类、创作过程
等。在老师指导下，大家还动手创作了一个
个生动可爱的小辣椒。活动锻炼了小记者们
的动手能力，增加了他们对泥塑文化的了解，
感受到中国传统民间艺术的魅力。

横山桥中心小学常报小记者主题活动横山桥中心小学常报小记者主题活动

有趣的泥塑体验有趣的泥塑体验

老师先问我们：“同学们，你们知道
什么是泥塑吗？”同学们有的说是用泥
巴捏成的，有的说是和玩超轻黏土差不
多，老师摇摇头继续说：“你们没玩过泥
塑，但肯定玩过超轻黏土或者太空沙
吧。”说完她就拿出了一个制作精美的
陶瓷柿子，“大家看，这就是我用陶泥做
成的。”我们看了后发出连连惊叹，接
着，老师又给我们欣赏了其他优秀的泥
塑作品，大家都赞不绝口。

接下来，老师给我们每人发了一
块瓷泥，我兴奋地捏了捏，它和我们常
见的泥土不大一样，是棕色的，还有点
硬，需要费点力气才能捏动。老师给
我们展示了怎样做一个辣椒，我也跟
着学，看似简单其实做起来不容易，我
花了好长时间才完成。看着自己做的
辣椒，我的心里可自豪了。

横山桥中心小学五（4）班 王乐
指导老师 赵菊华

老师给我们每人一块布和一块瓷
泥。准备工作做好了，老师开始演示起
来，先把一小块泥搓成圆球，再压成一个
小片放在了布上，再搓个小条，放在小片
上，然后多做几个小条一层一层叠放在
小片上，就这样一个小罐子就做成了！
看着可简单了，我依葫芦画瓢制作起来，
一会儿搓，一会儿压，一会儿揉……好一

会儿，我的小罐子终于做成了。
看着那小小的陶罐，我不禁想起：

我做这简单的陶罐都要这么久,那些
造型设计精美、别具匠心的陶艺品需
要匠人们花费多少心血和时间！这就
是工匠精神吧。

横山桥中心小学五（3）班 王梓钰
指导老师 仇海洁

我开始捏胡萝卜了。首先，我取
一块软软的瓷泥做胡萝卜的身体，我
把瓷泥先搓成头粗尾细的，再用手工
刀划成一条一条。然后，我又将胡萝
卜的“身体”捏紧。接着，我取一块小
一点的瓷泥，捏成胡萝卜的“头”，我
把胡萝卜的“头”和“身体”捏在一起，
一个胡萝卜就成型了。最后，我取了

一点橙色的颜料，用笔涂在胡萝卜的
“身体”上，又取了一点绿色的颜料涂在
胡萝卜的“头”上，一个漂亮的胡萝卜就
做好了。我把做好的胡萝卜放在桌子
上给老师看，得到了大家的赞扬，我心
里特别开心。

横山桥中心小学三（4）班 曹航语
指导老师 姚玲

讲完课后，老师给我们每人发了
一小块瓷泥，让我们亲自动手捏一
捏。于是我就认真地做了起来。原本
想捏一个漂亮的圆柱形瓷罐，可不知
道是左手不配合，还是右
手不配合，捏出来一个正
方形。最后经过我反复调
整，终于捏出了我想要的
圆柱形瓷罐。再看一看身
边的其他同学，他们正聚

精会神地做着自己喜欢的陶瓷制品。这
样的气氛太棒了。

横山桥中心小学三（8）班 蔡妍希
指导老师 奚国英

老师把带来的成品给我们一个传
一个地看，在我们看的同时，老师给我
们讲了泥塑的制作步骤：第一步，先把
制作的泥拍平；第二步，自己要捏出大
致形状后修整一下细节；第三步，捏好
后等它自然风干；最后，风干后给它上
色。讲完步骤，老师就给我们每个人
发了一块操作布和一块泥。我按照老

师讲的步骤，先把泥拍平，然后揪出一
团捏成长条状，再把其中一头捏出短
短的小条，再用手往下一按，辣椒头就
好了。另一头从粗到细慢慢捏出辣椒
尖尖，这样我的辣椒就捏完了。这是
我第一次泥塑体验，真有趣啊！

横山桥中心小学三（8）班 张栩宸
指导老师 奚国英

首先，龚老师为我们讲了什么是
泥塑，又为我们介绍了平面造型、浮雕
造型、圆雕造型。然后，龚老师告诉我
们，制作泥塑作品一般用陶泥晾干后，
进行打磨、上色等工序。听了这么多，
我终于对泥塑有了更多了解。

让我最期待的还是动手环节，

老师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块瓷泥，让我
们按老师的方法，自己动手制作一个
小辣椒。我拿着泥块不断地捏、压、
搓、揉，一个既可爱又逼真的小辣椒就
完成了。

横山桥中心小学三（1）班 陈曦霖
指导老师 郭晓彩

我们模仿着老师的动作，小手一下
子变得笨拙了起来，老师笑了，又细心
地一一指导，让我们小心揉搓、耐心塑
造，慢慢的，一个个虽然小巧但不够灵
巧的造型逐渐成型，同学们纷纷欢呼起
来。可是，老师又泼了我们“冷水”：“同

学们还记得制作过程吗？我们还需要进
行打磨上色等工序，经历高温烧制，才能
成为最美丽的作品，希望你们以后学习生
活中也能不断地打造出更好的自己。”

横山桥中心小学三（1）班 胡宇凡
指导老师 郭晓彩

虽然是第一次动手做，但我还是
很有信心的。我选择做恐龙。随着时
间的推移，我脑门上渗出很多汗水，这
心爱的恐龙被我捏得惨不忍睹，怎么
也捏不出我想要的样子，看来我的美
术和雕刻功底还是不够啊……

下课了，看着手中四不像恐龙，真
想找个地缝钻进去。回头看看同学们

做的战果！呵呵，我忽然觉得我的恐龙
还算不错，原来大家都没有做出自己想
要的艺术品，甚至有人的手中还是一团

“泥巴”。今天的作品最后虽然以失败
而告终，但我还是很高兴，因为我又进
入了一个世界——“泥巴”的世界！

横山桥中心小学三（3）班 吴昱锋
指导老师 蒋秋兰

在老师简单介绍和讲解后，同学
们才对泥塑略知一二。接着，老师就
让我们带上一颗童心发挥自己的想
象，捏出自己想要的形状。同学们开
始大显身手，不断地揉、压、搓、捏，一

会儿，一个个既生动又可爱的小辣椒
就展现在大家面前了。这次泥塑活动
让我增长了见识，我非常喜欢。

横山桥中心小学三（1）班 任清菡
指导老师 郭晓彩

老师先给我们观察了陶泥作品的
其中一小部分。比如红红的柿子，火
爆的辣椒，甜甜的胡萝卜，脆脆的饼
干，漂亮的冰箱贴……老师告诉我们
陶泥有三种类型：“陶泥、瓷泥、紫砂
泥。”接着，我们就开始动手制作了。

老师先把操作布发下来，然后给我们
发了瓷泥。我先捏了一个椭圆形的，
接着用手指按出凹凹凸凸的，不一会
儿就捏出辣椒的形状了。

横山桥中心小学三（2）班 是佳铭
指导老师 梅宇岑

老师首先把泥塑的制作步骤告诉
我们，然后再把一些成品发给我们传
看，真是太精致了，每个作品都栩栩如
生。最后，我们每人领了一块瓷泥，开
始体验。老师告诉我们可以捏小人、柿
子、杯子……可是，我们的泥不一会儿

就干了，老师帮我们喷上了一些水，让
我们继续捏。我本来想做一只小兔子，
可是下课时间到了，作品还没完成，真
遗憾呀！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教室。

横山桥中心小学三（3）班 刘星愉
指导老师 蒋秋兰

老师教我们制作小辣椒泥塑，大家
跃跃欲试。首先我们把瓷泥搓成长三
角形，揉一揉，它就变成了一个小辣椒
的外形，然后在小辣椒顶上用大拇指戳
一个小洞。再揉一个长条，放进小洞
里，做成小辣椒的根蒂。这样一个小辣

椒就成型了。老师说，小辣椒要放在家里
晾干，需要一到两个星期。等它晾干，一
点都捏不动了，就可以烤制，再给它上
色。这样，小辣椒就可以做成了。

横山桥中心小学三（4）班 张昕妍
指导老师 姚玲

老师先给我们讲了如何做泥塑。
我本来以为做泥塑就像我们小时候捏
泥巴一样简单，听了介绍后我才知道，
做泥塑原来这么复杂，不仅要捏泥、晾
干，还要上釉、烧制。

接下来老师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一
块瓷泥。老师先给我们示范了辣椒泥
塑的做法，让我们也跟着试一试。一
开始我不以为然，觉得不过是捏个辣
椒而已，这有什么难的。可真的捏起
来，就不是那么简单了。手中的泥块
非常硬，加了水还是很硬，我费了九牛

二虎之力才把它捏软。我继续揉着、
捏着，慢慢地越来越熟练，做泥塑最考
验的是我们的耐心。

我先把泥搓成长的椭圆形，然
后把泥巴的一头搓圆一点做辣椒的
头部，另一头捏尖一点做辣椒的底
部，再从头部揪出一点泥做成辣椒
柄，最后用指甲给辣椒表面加点纹
路，在我的努力下，一个泥塑辣椒终
于诞生了。

横山桥中心小学五（4）班 左雨嘉
指导老师 赵菊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