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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曌 沈达满

本报讯 昨天，从常州大
学传来喜讯，在近日印发的

《教育部办公厅 工业和信息
化部办公厅关于公布首批现
代产业学院名单的通知》中，
该校阿里云大数据学院成功
入选首批国家级现代产业学
院。

据悉，现代产业学院融合
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技术创
新、企业服务、学生创业等功
能于一体，是国家为培养适应
和引领现代产业发展的高素
质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
才而设立的。

2017 年，常州市政府、阿
里云、慧科教育、常州大学四

方共建阿里云大数据学院，
以适应石化工业和地方产业
数字化转型需要，紧密依托
阿里云等企业的技术优势和
平台资源。经过 4 年建设，
2020 年学院入选江苏省首批
重点产业学院。目前学院由
常州市政府、常州大学、阿里
云、中软国际、慧科教育、昆
仑数智等校政企多方参与共
建，拥有 1 个一级学科硕士
点、1 个专业硕士点，两个国
家一流专业建设点、1 个省一
流专业建设点，1 个专业通过
二 轮 中 国 工 程 教 育 专 业 认
证，1 个专业获得中国工程教
育专业认证受理，在育人为
本、产业为要、产教融合、创
新发展方面有着良好基础，
取得了一定的办学成绩。

常州大学

阿里云大数据学院
入选首批国家级现代产业学院

■杨曌 图文报道
大学生记者团
顾钱沁（江苏理工学院）
张梓阳（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戴苏珍（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眼下，常州各高校已进入期
末考试阶段。记者从部分学校
了解到，不同于常规笔试，如今，
花样期末考试层出不穷，各具特
色。老师们“脑洞大开”，让传统
变得灵活且有趣，同时，更富有
挑战性，全方位检验学生的阶段
性学习成果，颇受学生欢迎。

学生当“老师”，新
生来“评教”

学生当“老师”，给新生上一
堂青春心理健康班会课。这是
江苏理工学院成长之道课程的
期末考试，学生的成绩由课后汇
报及新生评价来综合评定。

授课老师、江苏理工学院心
理健康中心主任赵晓川介绍，班
会课以团体辅导的形式开设，促
进了“老师”和新生的互动交
流。通过接龙、丢沙包、知识问
答等破冰游戏，“老师”们活跃现
场气氛，并适时向学生们传授生
理卫生、心理健康知识。

“班会课前，我比较紧张，因
为不太认识新生，免不了有些尴
尬。于是我按照准备的热身活
动，拉近和学弟学妹的距离。”江
苏理工学院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2020 级学生董北斗说，“这样的
考核非常直观，能清楚地反映我
们对本学期知识的掌握情况，同
时也向更多同学宣传青春健康
教育。”

赵晓川表示，考核方式的创
新，加强了大学生的课后反思，
促进相互交流，同时也调动了学
生的积极性。在他们的带领下，
青春健康教育的良好氛围在校
内蔚然成风。

“买房”成考题，学
生热议“双减”学区房

“投资房地产，尤其是学区
房时要注意哪些事项呢？”在常
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财商教育
课期末小组汇报展示中，轨道交
通运营专业2020级学生张宇翔
正向同学们介绍其小组研究成
果。

任课老师宋婉馨告诉记者，
期末考试中设置这项话题，是希
望学生不仅具备扎实的理论知
识，还有相应的实践能力。“小组
作业可以培养学生的大局意识
和协作精神，通过这样的训练让
学生更好地胜任日后的工作岗
位。”

令宋婉馨没想到的是，话题
布置后，学生的积极性非常高。

“可能因为平时学生接触‘投资
房地产’这个话题的机会比较少
吧，大家都挺感兴趣的。”她说，
很多小组为此做了充分准备，有
的学生在汇报时，从投资房地产

的事前、事中、事后三个维度进
行全面阐释，还提到了一些很实
用的选房小技巧；还有的小组联
系国家新出台的“双减”政策，谈
到学区房的投资，让宋婉馨印象
深刻。

张宇翔表示，这种期末汇报
的形式很新颖，让他更了解购置
新房的知识，同时也吸收了关于
投资房产的多元看法，很受用。

英语“小品”上阵，学
生身兼“演员”和“评委”

英语考试没有试卷做，但有
节目看。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
院老师吴艳的英语课上，3-5 分
钟的职场英语情景短剧，学生充
分展示口语风采，既当演员，又
是评委，好不热闹。

吴艳介绍，她带的班是软件
和网络安全专业，于是便设计了

“公司组织架构”“办公室场景”
“产品介绍”“商务餐”等体现专
业特性的主题，让学生基于主题
设计对话。上台前，吴艳会逐一
把控学生的剧本，确保学生的语
言组织和内容无误。

“让每个学生都有机会开
口。”这是吴艳创新英语考试形
式的初衷。她的考试常以知识
竞赛、配音模仿秀、小品情景剧
的方式开展。吴艳认为，考试不
仅要考察学生的英语综合运用
能力，也要重视学生口语水平的
提高，让学生既“会”说，更“敢”
说。

常州高校期末考试“花样百出”

■杨曌 任文珺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常州
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获悉，在日
前举行的江苏省普通高校党
史学习教育优秀案例评选中，
该校选送的《构筑 345 体系，
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理
论学习类）、《打造党员实境课
堂，让党史宣讲鲜活起来》（党
史宣讲类）和《红色研学扮靓
暑假》（主题实践类）3 个案例
获评优秀案例，获奖数量名列
前茅。

据了解，自党史学习教育
开展以来，常州信息职业技术
学院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省
委、市委关于党史学习教育部
署安排，构筑了党史学习教育
工作“345 体系”——实施学
习、实事、思想三大工程，突出

“立德树人”教育实践、“一百
双十”系列活动、“校内校外”
实境课堂、“厚德勤业”校园文
化四个亮点，夯实“分层分类、
线上线下、课内课外、党内党
外、理论实践”五项举措，促进
学习教育提质增效，使党史学
习教育在师生喜闻乐见中“沉
下去”“热起来”，推动了学习
教育走深走实。

在《打造党员实境课堂，
让党史宣讲鲜活起来》项目案

例中，该校电子工程学院组建
以学生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
为主的红色青年宣讲团，打造

“沉浸学党史、学生来讲解”的
校内实境课堂。依托“党建活
动中心、爱国主义教育文化长
廊、电子创新实验班、创客空
间”四个教学点多点联动，实
现党史教育、基层党建公开
课、国赛之路等八大教学模块
互通互联，全方位宣传教育党
的创新理论，生动展示师生在
党建引领下的创新精神，激励
全校师生在爱国情、强国志、
报国行中锻造专业技能和工
匠精神。

《红色研学扮靓暑假》项
目案例由校团委牵头组织开
展，通过将学党史、悟思想全
面融入学生暑期社会实践，
开展红色元素丰富、紧贴高
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实际
的系列研学活动，让“技能成
才、技能报国”在红色体验中
进 一 步 升 华 。“ 探 寻 红 色 印
记”活动，访问省内 100 个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青春快闪、
微视频、VLOG 等形式的实
践报告成为党史学习教育的
鲜活资料；“投身红色科创”
活动，组建“创客花卉”“NET
技术服务”“VR 全景服务”等
实践小组，以“学有所用”助
力家乡建设。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高校党史学习教育
优秀案例评选获佳绩

■杨曌 刘月娜

本报讯 昨天，从常州卫生
高等职业技术学校传来喜讯，在
近日举行的2022年江苏省职业
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中，该校
共获 4 金 10 银 6 铜。这是该校
自“十四五”开局以来在技能大
赛上取得的新突破。

本次比赛，常州卫生高职校
参加了药物制剂压片技术、健康

促进（护理）、中药传统技能、工
业分析与检验等赛项的比拼。
其中，健康促进（护理）项目组的
比赛场地温度达到零下 11℃。
参赛团队克服重重困难，以过硬
的心理素质和专业水准力拔头
筹，取得了 1 金 7 银 3 铜的好成
绩。荣获该项目一等奖的朱昭
锦老师说：“竞赛不仅仅是技能
水平的竞争，更是管理服务的竞
争。正是因为学校搭建了平台，
凝聚了人心，才让我们参赛选手

能 够 心 无 旁 骛 地 投 入 到 大 赛
中。”

在训练过程中，大到练习
方法，小到一个动作，都需要选
手不断磨砺，形成肌肉记忆。
回顾比赛的点滴，药物制剂压
片技术项目组学生选手陶渊馨
说：“在指导老师的帮助下，我
们有目标、有计划，每天都总结
收获、分析短板，凭着‘咬定青
山不放松’的韧劲，直到目标达
成。”

常州卫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江苏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捷报频传

江理工成长之道课期末考试现场江理工成长之道课期末考试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