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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旅游商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被认定为中餐文化海外推广基地

“以食为媒”，
让中国菜飘香四海
■杨曌 陈蓓 图文报道

10 月 15 日，江苏省侨联办公
室发文，常州旅游商贸高等职业
技术学校（以下简称“常旅商”
）等
4 家单位被认定为“亲情中华·魅
力江苏”中餐文化海外推广基地，
助推海外中餐业水平提升，加快
中餐国际化进程。常旅商副校长
王劲被授予“中餐文化海外推广
使者”
称号。
“以食为媒”，让中国菜飘香
四海。依托中餐文化海外推广基
地，10 月 16-19 日，常旅商承办
了“亲情中华·魅力江苏”第三届
经典淮扬菜海外推广研习班。来
自美国、澳大利亚、意大利、南非、
委内瑞拉等世界五大洲 21 个国
家的近 30 位海外中餐从业者、餐
饮业协会负责人济济一堂，共同
领略江苏独特的餐饮文化。
作为本次研习班情境教学和
美食品鉴活动的主场地，
常旅商安
排了丰富的理论与实践课程，
向学
员们全方位展示淮扬菜、
常州菜的
历史典故、
风土人情、
工艺技巧，
让
大家在互学互鉴中，
了解中国传统
美食文化，
在海外中餐推广中讲好
中餐故事、讲好中国故事，帮助江
苏淮扬美食走向世界。
“此行我最大的收获是学会
了做麻糕。”林建光是泰国华侨，
在曼谷经营一家餐饮企业。他告
诉记者，这次他抱着学习的态度，
前来探索淮扬菜这一新领域。
“淮
扬菜很高雅，可以滋补养生，也颇
具当地特色。”而给他留下深刻印
象的，还是常州大麻糕，他已打算

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获“挑战杯”国赛
“行星级”作品奖
■杨曌 谢振威

海外华侨体验淮扬菜制作
在国外进行推广。
“常州是个很浪
漫的城市，常州菜也有着家的味
道。”
林建光说。
来自南非开普敦的华侨白钰
是黑龙江人，也为淮扬菜的精致
惊叹。
“ 不论是烹饪手法，还是食
材选择，淮扬菜都颇为讲究，其养
生之道更是深入人心。”她说，西
餐像解方程式，而中餐则是做分
析题。
“ 文化的力量是潜移默化
的，能把菜品制作得如艺术品一
般，反映了我们国家的富强。”白
钰表示，已向常旅商抛出“橄榄
枝”，希望加强双方交流合作，并
欢迎旅商学子赴当地实习、就业。
有意向合作的华侨远不止白
钰。王劲告诉记者，
目前已有多所
华侨餐饮企业寻求合作机会，
为学
校国际化办学注入了新活力。
“研
习班为我们搭建了国际桥梁，
为推
广中餐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
”
研习班结业式上，10 位华侨
被授予常旅商海外特聘教授，常
旅商东坡餐饮学院揭牌成立。据

悉，东坡餐饮学院将作为学校国
际化平台之一，面向海外推广常
州菜、地方菜文化，未来条件成熟
时孵化到各个国家，作为中餐文
化的海外推广载体。
记者从该校对外合作与交流
处了解到，2013 年学校全面推进
国际化战略以来，
始终立足专业优
势推广中餐、
常州菜文化——学校
专门成立了常州菜研究院；
曾两次
派出烹饪专业师生前往意大利参
与美食节活动，
累计为当地 400 多
人次带来中餐体验，
并多次参与在
常举办的中意美食节交流活动；
曾
为美国、意大利、德国、日本、韩国、
非洲佛得角等多个国家和地区来
访研学团体开设中餐体验课。近
两年，受疫情影响，学校利用线上
直播继续推广常州菜、
中餐。校长
秦益霖表示，
学校将进一步发挥专
业优势，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积
极推动中餐海外交流，
宣传好中华
美食文化，促进中外文明互鉴、民
心相通。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常
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获悉，
在
第十七届“挑战杯”全国大学
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黑
科技”专项赛国赛中，常州工
业职业技术学院张硕等学生
的《用于隧道狭小空间检测的
全地形自适应爬壁机器人》项
目荣获
“行星级”
作品奖。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
术科技作品竞赛是一项全国
性的竞赛活动，由共青团中
央、中国科协、教育部和全国
学联共同主办。本届“挑战
杯”竞赛围绕实践育人，优化
赛事结构，创新竞赛类别，增
设 的“ 黑 科 技 ”专 项 赛 围 绕
“卡脖子”问题，针对前沿领

域，研究探索对现有科技成
果具有颠覆性、超越性的实
物或技术，以及具有创意性、
趣味性的实物或技术。
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用于隧道狭小空间检测的
全地形自适应爬壁机器人》
项目可实现与水平面呈 0360°多种特征壁面爬行，垂
直壁面的最大负载为 1.2kg，
天花板壁面的最大负载为
0.3kg，检测系统能够识别渗
漏、表面破损等病害缺陷。
据悉，除了在“黑科技”
专项赛国赛中获“行星级”作
品奖 1 项外，在第十七届“挑
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
科技作品主体赛和各专项赛
江苏省选拔赛中，该校累计
获 得 特 等 奖 1 项、一 等 奖 2
项、二等奖 4 项、三等奖 2 项。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新晋师生
带着“抗疫荣誉”来校报到

常州艺术高等职业学校

市中职学校模拟法庭大赛获金奖
■杨曌 夏成晨 图文报道
本报讯 10 月 15 日，常州艺
术高等职业学校 10 名学生参加
了第五届常州市中职学校在校生
模拟法庭大赛。经过激烈比拼，
常高艺代表队最终夺得大赛金奖
第一名，并将代表常州市参加江
苏省中职学校模拟法庭大赛。
今年的比赛案情更为复杂，
难度提升。比赛现场，同学们围
绕具体案例，扮演审判长、审判

员、公诉人、辩护人等法庭角色，
在庭审准备、庭审调查、法庭辩
论、
合议庭评议、
公布判决等方面
展开精彩辩论和发言。
据了解，常州市中等职业学
校在校生模拟法庭大赛是团市委
联合多部门在全市各中职学校开
展的普法宣传教育活动，每两年
举办一届。活动通过模拟法庭环
境、学生扮演角色的形式宣传普
及法律知识，
寓教于乐，
使学生真
正做到学法、知法、守法、用法，
更
好地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

常州卫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传扬中医药特色文化 展现中医药职教风采
■杨曌 刘月娜
本报讯 10 月 16 日，
“常州市
第三届中医药文化节”在常州市
文化广场拉开帷幕。常州卫生高
等职业技术学校带来中医药文化
创意作品演示、常用养生保健药

材真伪品辨析等两个展演项目，
以及中药传统制剂体验互动项
目。
本次展出的中医药文化创意
作品有中药自洁手机袋、
中药源化
妆品、中药源工艺品等三项，全部
为省市创新比赛获奖作品；
常用养
生保健药材真伪品辨析项目展出

了近年来该校搜集的川贝母、
西红
花、冬虫夏草、玫瑰花、阿胶、茯苓、
山药等二十余种药材的真品和常
见伪劣品；
中药传统制剂体验项目
选取了具有孟河医派特色的黑地
黄丸。现场市民踊跃参加，
反响良
好，
充分展示了学校中医药教育深
厚的办学底蕴和实力。

郑鹏
■杨曌 解峰 图文报道

检测志愿服务，为家乡疫情
防控做出了积极贡献。
“以前
有过很多次志愿服务经历，
本报讯 10月17日，
常州
但是以教师的身份参加，还
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新晋辅导
是第一次。”王淑娟说，希望
员和 2021 级新生陆续报到。 在入职之初，能够以个人行
在他们当中，
有一些特殊的青
动为学生做好表率。
年师生还未入校，就因为“抗
入校报到当天，两位抗
疫事迹”
早已为大家所熟识。
疫志愿者在迎新现场相遇，
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
他们不约而同地加入了迎新
2021 级新生郑鹏，暑期在家
志愿者队伍，帮新同学扛运
乡连云港，面对疫情下全员
行李，把抗疫精神带到了校
核酸检测压力测试，毅然报
园志愿服务中。
名参与志愿服务，被所在街
据了解，今年 7 月至今，
道誉为“最美驰援者”。
“报考
学校先后有 400 余名新老师
常州机电学院前，我就听闻
生参与各地疫情防控志愿服
务。学校团委书记顾兴华表
了学校‘高鹏实践团’师生的
示，近年来，学校把志愿服务
抗疫事迹，很受鼓舞，非常渴
望加入他们。
”
郑鹏说。
作为实践育人的重要载体，
来自电气工程学院的新
营造良好的志愿服务氛围，
生辅导员王淑娟，在 7 月南
先后有 1 名教师、4 名同学获
京被疫情笼罩之时，她第一
得江苏省抗疫先进个人，展
时间到江宁区麒麟街道报
现 了“ 强 国 有 我 ”的 使 命 担
到，先后参与三轮全民核酸
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