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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曌 孙晓瑨 图文报道

2021年12月30日，为期三天
的江苏省第十六届大学生职业规划
大赛在线上举行。决赛现场，常州
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选手晁鹏以《让
生命温暖生命，用专业服务社会》为
主题，娓娓道来自己的公益经历，最
终凭借出色表现荣获一等奖。

今年大三的晁鹏在机械工程
学院学数控专业。课余时间，他是
学院里出了名的“斜杠青年”——
机械工程学院团委副书记/志愿
者/“同心战‘疫’·暖心守护·助力
复工”项目发起人/“格桑花开”筑
梦团负责人⋯⋯“斜杠”的背后，是
一名青年预备党员用行动践行的
青春宣言：让青春绽放在党和人民
最需要的地方。

身份一
家乡首位大学生“抗

疫”志愿者

晁鹏来自盐城响水。他告诉
记者，走上公益这条路，是妈妈的
引领。“21 年来，我妈妈的献血量
高达 10200ml。”受母亲的影响，
晁鹏从小就在心中种下了一颗热
爱公益的种子。

2020年伊始，新冠病毒肆虐华
夏大地。彼时还是入党积极分子
的晁鹏，主动向盐城市响水县张集
乡大东村党支部书记赵恒坚“请
战”，成为张集乡第一位大学生“抗
疫”志愿者，每天工作近 12 小时。
不仅如此，他还赶赴重灾区，担任
测温、站岗、宣传防疫知识等工
作。“比起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医务
工作者，我做的不算什么。守护家
园、回报乡亲，是我的责任。”在他
的带头下，同学们纷纷加入到家乡
抗击疫情志愿者队伍中，以“小微”
之举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当年 2 月，当看到武汉防控物资短
缺的新闻后，他又和团委干事一起
连夜写下倡议书，号召同学们为武
汉捐款，筹得善款累计6751.71元。

身份二
双职工家庭的“好帮手”

2020年2月中旬，全国疫情有
所好转，复工复产进入关键时期。
晁鹏又号召学院青年组建 18 支省
内志愿服务队、2 支省外志愿服务
队，一共 95 人，全力聚焦复工复产
双职工家庭子女和老人陪护两大现
实问题，开展“双职工家庭守护行
动”，为双职工家庭子女引导学习、
给予陪伴，线上线下并行，有时还亲
自下厨，解决孩子的吃饭问题。

来自山西朔州的黄舒，在晁鹏
的带动下，当起了当地五名双职工
家庭子女的守护员。“我是第一次
加入青年突击队，感觉做志愿者不
仅需要耐心、细心，更需要爱心和
责任心。”他说，这次经历亦激励自
己，以实际行动向孩子们弘扬雷锋
精神。

那年的寒暑假，他们所在的志
愿者团队遍布了 15 个地区，结对
224 名双职工家庭子女，累计送教
830 余人次，守护双职工家庭老人
30 人次，开展直播助困 6 场，累计

志愿服务1.3万余小时。

身份三
“格桑花”的“筑梦使者”

从2016年开始，机械工程学院
就与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结对，打
造“海拔3000米以上的藏区筑梦课
堂”，“格桑花开”筑梦团应运而生。

2020 年暑假，在一次结对活
动中，晁鹏结识了藏族男孩卡先
加。在晁鹏的引导和帮助下，卡先
加从最初没有明确的生活目标，对
学业茫然无知，到后来考上了青海
大学，两人更是成为无话不谈的好
友。

去年暑假，作为筑梦团的负责
人，晁鹏再次带领团队，从常州出
发，奔赴2230公里外的青海黄南，
将筑梦课堂、3D 打印技术、红色故
事、职业规划带入藏区。通过陪
伴、体验、分享、互助等形式，藏区
孩子的眼界更加开阔，立志报效祖
国、热爱家乡。

筑梦团指导老师、机械工程学
院党总支书记徐莹说：“人们常说
公益是双向的，不仅是受助者，对
参与公益的人本身也是体验和获
益。在公益精神的滋养下，像晁鹏
这样的新时代青年越发向上生长，
成为朋辈心中的榜样。”

他是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的“斜杠青年”，活跃在公益服务第一线

“热心肠”晁鹏的三重身份

■杨曌 贺峰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常
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获悉，
在近日举行的华为中国大
学生ICT大赛中，该校荣获
网络赛道一等奖，并将作为
华为中国区 4 支代表队之
一参加华为 ICT 大赛全球
总决赛。

本次大赛由来自全国
900 多所院校的 4.5 万多名
选手参加。在省赛中，常信
院荣获网络赛道特等奖 1
项、二等奖 1 项、三等奖 1

项，云赛道二等奖1项。
据 了 解 ，华 为 ICT 大

赛是华为公司面向全球大
学生打造的 ICT 人才竞技
交 流 赛 事 ，旨 在 促 进 ICT
人才生态健康、良性发展，
推进产教融合，为华为 ICT
学院及具有相关专业的院
校学生提供国际化的学习
平台，进一步提升学生的
ICT 知识水平、实践动手能
力 以 及 创 新 创 造 能 力 。
2021 年 3 月，华为 ICT 大
赛被首次纳入全国普通高
校大学生竞赛排行榜内竞
赛项目名单。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入围华为大学生ICT大赛
全球总决赛

■杨曌 顾勇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常
州工学院获悉，在共青团中
央通报的 2021 年全国大中
专学生志愿者暑期“三下乡”
社会实践“镜头中的三下乡”
活动遴选结果中，该校团委
荣获优秀组织单位，经济与
管理学院两个实践团队获评
优秀视频团队，师范学院王
同灿获评优秀指导教师。

2021 年 6 月至 8 月，在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
际，校团委结合“万生进千
企、百家进校园”行动，打造
理论宣讲、国情观察、企业参
观、岗位实习等多种形式的

“行走课堂”，引导和帮助广
大青年学生在社会课堂中受
教育、长才干、作贡献，在行
业劳动实践中践行劳动精
神、提升创造性劳动能力，在
体验式实践中学党史、强信
念、跟党走。

常州工学院

获评全国学生志愿者暑期
“三下乡”优秀组织单位

■杨曌 武晏好

本报讯 2021 年中国
第五届“苏艺杯”工艺美术
精品展于 2021 年 12 月 26
日在苏州闭幕。江苏城乡
建设职业学院管理工程学
院学生卫乐彤的竹刻作品
亮相大赛。其与留青竹刻
非遗传承艺术家林媛英合
创的《书香、花香、茶香》系
列作品在众多参赛作品中
脱颖而出，斩获银奖。

卫 乐 彤 出 生 于 2003
年 ，自 幼 学 习 书 法 国 画 ，
2019 年 开 始 学 习 留 青 竹

刻，师从留青竹刻非遗传承
人林媛英。此前，卫乐彤的
留青竹刻作品也曾被选入
首届“常青荟翠”全国竹刻
作品精品展暨竹刻作品创
意大奖赛。

一直以来，江苏城乡建
设职业学院为传扬中华民族
宝贵的文化财富而不断努
力，坚定学生的文化自信。
自2021年初，学院便与留青
竹刻结缘，多次邀请林媛英
走进学院雅致人生大讲堂，
开展“非遗文化进校园”系列
讲座，吸引了 600 多名学子
到场学习感受，推进了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学子获中国工艺美术
精品展银奖

■杨曌 陈蓓

本报讯 日前，江苏省教育系
统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公布了
2021 年度“工作创新奖”获奖项
目，常州旅游商贸高等职业技术学

校关工委的学生党章研修会“百年
党史专项学习活动”荣获二等奖，
同时荣获常州市教育局关工委一
等奖。

2021年12月29日下午，学校
举行第三期学生党章研修会。校
关工委与参会的学生入党积极分

子和团支书代表一起深入学习《中
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
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进一步深
刻领会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长期以来，常旅商关工委始终
积极投入学校关心下一代工作，为
学校立德树人发挥了独特作用。

常州旅游商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关工委获省“工作创新奖”二等奖

■杨曌 徐晨琳

本报讯 1月6日，常州幼儿师
范学校的师生志愿者前往马家巷
新市民小学开展“翰墨飘香传经
典 送福迎春暖‘童’心”活动。通
过写春联、送福字，为马家巷新市
民小学的学生提前送上虎年的新
春祝福。

活动现场，马小学生们一边欣
赏着志愿者们的运笔手法，一边挑
选着自己心仪的对联。“原来书法
这么有趣，看到姐姐们写出这么漂
亮的福字，实在是太神奇了，我以
后一定要好好学中国书法。”有学
生说道。

常州幼儿师范学校团委书记
蒋丽丽表示，这次书法送福活动是
学校“小小新湖塘人”公益项目之

一，体现了学校作为书法特色校的
文化内涵，让新市民子女感受到了
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据了解，“小小新湖塘人”公益
课堂由常州幼儿师范学校团委与
武进社区学院合作推出，以新市民
学校为阵地，采用集体教学的素质
教育模式，提高流动儿童的文明素
养，进而提高家庭及外来工集聚社
区的文明程度。

常州幼儿师范学校

翰墨飘香传经典 送福迎春暖“童”心

晁鹏和藏区小朋友在一起晁鹏和藏区小朋友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