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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翠娥 孙丹 图文报道

本报讯 11 月 18-
19日，“江苏省第二十二
届青年教师小学语文课
堂教学观摩暨优课评选
活动”在镇江市中山路
小学举行。常州市实验
小学教育集团殷樱老师
代表常州市参赛，取得
了特等奖的好成绩。

江苏省青年教师小
学语文优课评选活动规
格高、标准严，是全省语
文老师的盛会，全省 14
位参赛选手竞技。殷樱
老师因当时的疫情无法
进行现场课堂展示，但
她依然以网络教学的方
式 呈 现 了 一 节 亮 点 频
现、趣味横生的精彩课
堂。

殷老师执教的是三
年级上册习作单元《搭船
的鸟》。课堂上，孩子们
时而变成画家，时而变成

摄影师，跟随老师一路咀
嚼、品析文字，体会表达
的奥妙，孩子的语言表达
能力在老师的训练中有
了明显提升。

在评课环节中，全
国著名特级教师薛法根
给予极高评价。他认为
殷老师的课紧紧围绕语
文要素“细致观察”，教
得 准 ，学 得 透 ，练 得 充
分，非常细致、贴切、有
效，学生有了看得见的
成长，是他心目中的理
想课堂。

殷樱老师的这堂课
也是常州小语教学改革
的缩影。在教育部基础
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
研究所启动的“如何用教
材教与学”研究项目中，
常州市实验小学在常州
市教科院的推荐下成为
了项目实验校。一年多
来，学校语文组在市、区
两级教育部门的大力支
持下，深入开展课堂教学
改革，逐步转变教育教学
理念，实小语文团队也在
日益成长。

全省“小语”评优课“比武”

实小老师斩获特等奖

■毛翠娥 石磊 图文报道

本报讯 近日，由省
教育厅主办的江苏省初
中信息技术青年教师教
学基本功大赛在镇江丹
阳市云阳学校举行，来自
全省 13 个大市的 26 名
优秀信息技术教师同台
竞技。经过激烈角逐，金
坛区段玉裁初级中学的
李陆云老师一路过关斩
将，最终脱颖而出荣获一
等奖的佳绩。

江苏省初中信息技
术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
大赛每三年举办一次，
是全省初中信息技术建
设领域级别最高、难度
最大、影响力最广的高
规格比赛。本次比赛包
括专业知识、操作技能、
教学设计与课件制作、
课堂教学等四大环节，
全方位考察选手的信息

素养和综合能力。
李陆云老师在备赛

期间，市区两级信息技
术研训团队为她提供指
导和支持，帮她全面提
升。李老师不断修炼内
功，每次模拟都严阵以
待，全情投入，最终凭借
扎实的专业素养和精彩
的临场表现在大赛中一
举夺魁。

据了解，近年来，金
坛区教育局将师资队伍

建 设 作 为 推 进 教 育 均
衡、优质发展的重要抓
手，依托名师成长营、教
育管理人才培训班、乡
村骨干教师培育站、名
师（班主任）工作室等教
师 专 业 成 长 平 台 打 造

“四有”好老师团队，着
力培养一批具有现代教
育理念、理论基础扎实、
专业知识丰富、勇于探
索 实 践 的 青 年 骨 干 教
师。

全省初中信息技术教学基本功大赛

段玉裁中学老师荣获一等奖

■杨曌 文 陈泽彬 摄

高校毕业生就业向来是社会关注的焦
点。教育部日前发布《关于做好2022届全
国 普 通 高 校 毕 业 生 就 业 创 业 工 作 的 通
知》。通知指出，2022 届普通高校毕业生
规模、增量创历史新高，就业形势复杂严
峻。

高校如何应对？连日来，记者走访常
州部分高校了解到，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
下，各校多措并举，从学生实际需求出发，
打通就业服务“最后100米”。

现场 学校出实招

本周三，江苏理工学院体育馆门口人
头攒动，由数顶自带滚轮的帐篷搭建的“移
动就业市场”，格外瞩目。这是该校化学与
环境工程学院专场招聘会，由此开启校园
招聘月系列活动。

在常州合全药业有限公司的摊位前，
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专业 2022 届毕业生
任泊睿正向招聘官了解企业信息。小任
说，自己是陕西人，毕业后想留在常州发
展，因为这边经济发达，工作机会多。他表
示，“移动就业市场”让自己在实习季来临
前和用人单位面对面交流，提高了求职效
率。

合全药业的技术面试官朱小红告诉记
者，江理工学生的综合素质较高，岗位胜任
力也很强，他们很青睐。

据学生工作处副处长陈思玉介绍，相
比以往的综合招聘双选会，“移动就业市
场”下沉至二级学院，时间长、规模小，化整
为零，更有利于校园疫情防控，更符合毕业
生动态求职需求。“我们计划举办 11 场专
场招聘会，预计吸纳企业数400余家，为学
生提供近万个‘靶向明确’的优质岗位。企
业总数超过去年同期水平，消解疫情带来
的不利影响。”

10 月底，在为期三天的常州信息职业
技术学院首届大学生就业嘉年华上，近
4000 名大三学生参与体验。同学们通过

“无问西东”“猎场”“杜拉拉升职记”等小游
戏，进行职场探索与合理规划，调适求职心
理，增强求职竞争力。

嘉年华活动是该校就业指导工作的创
新尝试。此外，学校还接连举办我省大学
生就业帮扶“送岗直通车”、校园招聘会等，
助力应届毕业生找到心仪岗位。物联网应
用技术专业学生李璐说：“学校为我们搭建
了良好的平台，顺利与企业对接，提升我们
的职场适应能力。”

政策 打出组合拳

为推进毕业生留常就业，常州工学院
制定了三年行动方案，以“六字诀”打出组
合拳——开展线上指导，“稳”留常；升级线
下招聘，“促”留常；发挥校友作用，“助”留
常；狠抓精准帮扶，“保”留常；加大激励力
度，“推”留常；借力省级平台，“扩”留常。

学生工作处处长吕莹璐介绍，今年以
来，学校增加了线下常州专场招聘频次；组
织近 300 名学生参观西太湖产业园、滨江
开发区，实地走访常州企业；与重点企业联
合实施人才储备计划；依托常州地区唯一
的省级大学生职业生涯教育示范基地，学
校开展职业生涯教育主题月活动，加深学
子扎根常州、服务常州的认同感；制定配套
激励政策，开展精准化生源基地建设，吸引
更多常州优质生源。

今年以来，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结
合党史学习教育活动，积极开展就业精准
帮扶，全力助力 2022 届毕业生早就业、就
好业。

据招生就业处处长徐拥军介绍，学校
推行工学交替人才培养模式，自今年起实
施学制改革，以就业为导向，增加部分专业
学生跟岗实习时间，促进他们成长为高素
质技术技能人才。同时，加大校企协同育
人力度，签订现代学徒制订单班，让学生搭
上“就业直通车”。

“云招聘”期间，学校一方面保证线上
就业服务不打烊，提高学生求职有效性，另
一方面组织线下校园综合招聘会；设立“就
业引才工作站”，立足长三角地区，集聚资
源、共享信息，建立稳定优质的就业信息库
和供给链。

学生 我想要留常

签约当升科技（常州）新材料有限公
司，常州工学院航空与机械工程学院/飞行
学院 2022 届毕业生潘兹盛的第一份工作
就此尘埃落定。

在常州学习生活了四年，这个来自南
京的年轻人，被这座城市深深吸引。“常州
有我的母校，有很多朋友和同学，环境我比
较熟悉。”他说。虽然家在南京，但相比之
下，常州更加宜居，生活成本也不是很高。

潘兹盛告诉记者，常州为吸引应届毕
业生留常，加大了扶持力度，提供政府补贴
和政策扶持，为毕业生创业提供了一片沃
土。“比如刚就业的大学生可以申请公租
房，大学生创业者可申请社保补贴、孵化补
贴等，为我们减轻了不少负担。”

2022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复杂严峻，常州高校出招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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