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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曌 包海霞 图文报道

2 月 25 日，常州大学“大学
生年度人物”暨 2022 年“最美
大学生”评选结果出炉，8 名同
学获此殊荣。该校外国语学院
商务英语专业 2018 级学生蒋
佳一榜上有名，并将代表常州
大学角逐第十二届江苏省“大
学生年度人物”暨 2022 年“最
美大学生”的评选。

校园里的“多面手”

蒋佳一是常州大学首位兼
任校院两级学生会执行主席的
学生干部。在任期间，他不断
增强校院两级学生会组织的工
作联动，成为全省高校争创“学
校、院系、班级”三级学生组织
联动工作格局的样板；同时，他
领衔组织策划“青语赋兴”诗
会、英语短剧大赛、庆祝建党
100 周年文艺汇演等校园文化
活动 10 余项，丰富了常大学子
的精神生活。

2020 年底，在学校团委指
导下，蒋佳一号召学生会，和校
科协共同承办线上学习交流平
台——学霸工作室，为同学提
供相互讨论、钻研知识的平台。

“工作室由自愿报名和推
荐的学霸与学民共同组成，每
位成员既是提问者也是回答
者，以 QQ 群线上自由提问为
主，并定期举办专题线下交流
会。”蒋佳一介绍，工作室覆盖
了英语四六级、高数、考研等为
核心的辅导范围，目前三个群
共有成员 4000 名左右，每月交
流频率约 1500 道题，期末达到
高峰。

即便奔忙于学生工作，蒋
佳一却始终谨记，“学生干部”，
首先是“学生”，首要任务是学
习。连续三学年，他都保持综
合测评专业排名第一，获国家
奖学金、校特等奖学金，还积极
参 加 各 项 学 科 竞 赛 ，表 现 亮
眼。“经常有同学问我，怎么兼
顾学业与学生工作？其实我只
是把碎片时间用来学习而已。”

田野间的“记录者”

蒋佳一的青春身影，不仅
活跃在校内，更在校外绽放。

大二时，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加入常大“青媒筑梦”团队，
负责撰写脚本、剪辑、投放运营
等工作，致力于纪实脱贫攻坚、
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

从清朗校园到乡村田野，

蒋佳一先后参与四川平武、贵
州南猛等地的扶贫纪录片摄
制——乡旅微纪录片《川行平
武》展现了美丽乡村风貌，被平
武县旅游局选为当地旅游宣传
片；《叶叶笙歌》帮助南猛村茶
农脱贫增收，让小村茶香飘出
大山⋯⋯2020 年，中国决战脱
贫攻坚收官之年，团队前往安
徽滁州的全椒县夏集村，拍摄
了 乡 村 振 兴 纪 录 片《阡 陌 夏
集》，讲述常大校友、大学生村
官冯琪用青春助力脱贫攻坚的
感人故事。作品一经推出，反
响强烈，荣获共青团中央“我的
返家乡实践故事”征集活动最
佳传播作品奖。

正是在团队的这段宝贵经
历，让蒋佳一接触到了选调生
这个特殊的岗位。他说，在党
的领导下，乡村基层正处在不
断发展、振兴的道路上，而这也
更需要一代代青年人去投身建
设。

于是，从学长冯琪的手中
接过青春接力棒，蒋佳一经过
大学四年的沉淀和近半年的备
考，一路披荆斩棘，顺利通过了
江苏省 2022 年名校优生选调
考试，有望奔赴盐城乡镇，继续
秉持服务初心，将青春奉献给
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

常州大学“大学生年度人物”蒋佳一

从校园走到田野，他用青春践行“强国有我”

■杨曌 叶晓芳

本报讯 3 月 1 日，常州工
程职业技术学院传来喜讯，该
校代表队在第四届全国高校学
生跨文化能力大赛全国总决赛
中，从全国 30 支参赛队中脱颖
而出，荣获三等奖，实现了历史
性突破。据悉，常工程代表队
是所有参赛队伍中唯一一支来
自高职院校的队伍。

全国高校学生跨文化能力
大赛由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

指导，上海外国语大学主办。
大赛以服务国家战略和外语能
力建设需求为宗旨，以“坚定文
化自信 增进国际理解”为主
题，以赛促学、以赛促教，为高
校师生搭建了一个展示跨文化
能力风采、交流跨文化教学经
验的平台，为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和促进“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培养复合型、高素质的
卓越国际化人才。

比赛中，来自各省市的参
赛选手各显身手，围绕“多元文
化生活”“公共外交”以及“商务

沟通”等不同主题设计案例，进
行现场展析、知识问答、情景述
评、讲述中国故事，展示其对跨
文化问题的分析和应对能力，
充分体现当代大学生对世界文
化多样性的理解和尊重、对中
国文化的热爱与自信。常工程
代表队从去年 11 月举办的江
苏省大学生跨文化能力大赛中
脱颖而出，以省赛一等奖第一
名（高职中国学生组）的优异成
绩晋级全国总决赛。团队中三
位参赛选手不畏强敌，通力合
作，最终在国赛中斩获佳绩。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全国高校学生跨文化能力大赛斩获佳绩

■杨曌 徐军

本报讯 近日，常州艺术
高等职业学校艺术设计系捷
报频传，学生作品在国内外顶
尖专业赛事中频频获奖。

学生联合设计作品《生长
的街区》荣获 2021 江苏省政
府“紫金奖”工业设计大赛工
业遗产组铜奖，成为该组唯一
获奖的职业院校团队。

在 2021 圆点国际大学生
设计大赛中，2017 级国际班
钱馨儿作品《节约粮食》、周涵
琳作品《五十周年校庆海报》
荣获铜奖。该赛事由圆点国

际大学生设计奖组委会主办，
红玛文化创意联办，共收到来
自中国、英国、日本、美国、澳
大利亚、意大利等 12 个国家
和地区的 6089 件参赛作品，
其中不乏清华大学、中央美术
学院、中国美术学院等国内顶
尖院校学生作品。常高艺是
本届赛事中唯一获奖的高职
学校。

据了解，近年来，常高艺深
化专业教学改革，积极推进“以
赛促教、以赛促学、赛教结合”
的教学模式，把课程教学与专
业行业赛事有效对接，激发了
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创新性，
取得了显著的教学成果。

常州艺术高等职业学校

以赛促教显成效
专业赛事获佳绩

■杨曌 裴玮艳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江苏
城乡建设职业学院获悉，该校
土木工程学院李利博士的“江
西德兴超大型斑岩铜（钼金）
矿田成矿流体和成矿机制研
究”基金申请书，获得南京大
学内生金属矿床成矿机制研
究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
资助，资助金额为10万元。

据悉，南京大学内生金属
矿床成矿机制研究国家重点实
验室依托南京大学，于1995年
10月通过科技部验收，是全国
第一个从事金属矿产资源研究

的国家重点实验室。该实验
室瞄准国际前沿和围绕国家
重大战略需求，以我国战略性
关键金属成矿区带为基地，围
绕国家科学技术总体规划资
源与环境科学领域的重大科
学问题，开展以需求为导向的
有组织的科学研究，为我国战
略性关键矿产资源形成机制、
分布规律和构造背景的研究
提供新知识、新理论，成为国
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
部分。开放基金的设立旨在
吸引国内外人才来实验室工
作或利用实验室的条件开展
高层次、高水平的基础研究，
取得高水平的创新成果。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教师荣获国家重点实验室
开放基金资助

■杨曌 王红蕊

本报讯 2月底，常州市关
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市中级
人民法院、市教育局、市人社
局联合举办的《民法典》护航
青少年学生健康成长图片巡
回展在常州刘国钧高等职业
技术学校图书馆举行。

全体在校学生错峰观看
图片展，班主任加强法律知识

科普，为持续深入做好学生法
治教育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观展后，有学生表示，本
次《民法典》展板图文并茂，以
诙谐的画风正确引导学生学
法、知法、守法，学会运用法律
武器保护自己。同时也向家
长及社会宣传了《民法典》相
关知识，弘扬了法治精神，提
高了法治观念，对于大众树立
法治思维及依法维权意识起
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常州刘国钧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民法典》进校园
护航学生健康成长

蒋佳一蒋佳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