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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曌

今年高校毕业生将首次
突破千万，大学生就业成为
民生领域的重中之重。而这
个春招季，就业却与抗疫不
期而遇，让不少线下招聘与
春天“失约”，对毕业生找工
作造成了一定影响。

如何逆势而上？各校纷
纷出招应对，为毕业生搭建
起对接工作的“空中跑道”，
助力毕业生宽口径、多维度、
高质量就业。

常州大学
“职”通车开进毕业

生宿舍

上月底，在向南通醋酸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云自荐”后，常州
大学应用化学专业 2022 届毕业
生王怡锋当场拿到企业 offer，
这令他非常欣喜。“多亏了学院
组织的这次‘职’通车活动，让我
很快就落实了工作。”

王怡锋口中的“职”通车活
动，是常大石油化工学院食品
学院针对当前因疫情防控而封
闭在校的毕业生开展的“云就
业”活动。自 3 月 23 日启动以
来，已举办 10 场企业专场宣讲
会，吸引了中化泉州石化有限
公司、扬子石化-巴斯夫有限责
任公司、福建联合石油化工有
限公司等 20 多家业内知名企业

参与。
据学院党委副书记宣慧介

绍，在目前疫情防控形势下，毕
业生面临着就业、择业的巨大挑
战，因此，学院发动专业教师和
校友之力，提供精准就业信息，
并邀请业内优质企业对毕业生
开展就业指导，引导毕业生合理
规划职业生涯，形成了覆盖全员
的线上就业对接模式。

王怡锋说，听完企业宣讲和
就业指导后，他第一个打开视频
进行了就业自荐，带动了其他同
学的积极性。“这种体验很特别，
仿佛回到了线下面对面交流的
场景。没想到现在足不出户，我
们就能获得就业机会。”

据统计，截至本周，全院已
有 170 余名毕业生与企业签订
了offer。

常州工学院
毕业生最快半小时

完成签约

用人单位通过智慧就业平
台，一键发起签约邀请，学生只
需登录平台，预览邀约内容，确
认无误后签名。就业老师立即
启动线上审核，用人单位加盖电
子章，不出半小时就完成了整个
签约流程。

这是常州工学院今年针对
疫情防控推出的毕业生就业服
务举措。据该校学生工作处副
处长陆雅君介绍，学校积极推进
学生网上签约，实现零跑动、不
见面，随时随地签约，最快半小

时即可完成签订就业协议；通过
“学事通”平台，及时处理反馈毕
业生的相关就业需求。

在成功签约万邦数字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后，计算机信息工
程学院 2018 级学生罗欢表示，
网签方式非常便捷，大大提高了
求职效率。

据了解，疫情防控期间，除
了校级线上就业活动外，常工院
各二级学院也充分发挥自身学
科、资源优势，推出各具特色的
就业指导活动：航飞学院、电气
学院举办线上宣讲会、双选会；
土建学院、人文学院开展考研调
剂及复试“云培训”；艺术学院开
展线上就业指导，为毕业生就业
发展增添信心。

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暖心就业“五个一”

目前，旅游、航空、餐饮、线
下教育培训等行业受到重创，大
批中小企业破产倒闭，相关专业
毕业生面临实习难、就业对口率
低的情况。对此，常州工业职业
技术学院旅游与烹饪学院积极
探索疫情下的就业帮扶机制，全
方位探索毕业生高质量就业路
径。据统计，学院已对 354 名应
届毕业生开展全过程精准就业
帮扶，累计通过网络端发布招聘
信息 40 余条，超 300 人参与线
上招聘，目前学院毕业生整体就
业率已过半。

这是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全面实施暖心就业“五个一”
工程的缩影。校企合作处副处
长麻丽娟介绍，疫情期间，学校
立足不同类别专业群，面向重点
就业群体毕业生开展“实施一次
职业推介、提供一笔求职资助、
进行一段全程帮扶、开展一项全
面排查、提供一场专岗双选”的
暖心就业“五个一”工程，目前已
初见成效。同时，学校对未就
业、就业困难毕业生做好心理辅
导工作，实施一对一就业指导，
点对点提供帮扶。

据悉，本月该校获批教育部
首批供需对接就业育人项目 17
项，立项数量位居全国高职院校
首位。

当就业与抗疫不期而遇，常州高校

搭建“空中跑道”，为毕业生就业按下“加速键”

■杨曌 张婧芸 裴玮艳

本报讯 4 月 12 日，江苏
城乡建设职业学院校史公园
设计竞赛主题讲座“景观设计
思路解析-以展园设计为例”
在线上展开。讲座特别邀请
了江苏省仁智园林设计有限
公司董事长余晓毅，对场地设
计过程进行指导，解答参赛者
在备赛过程中的疑问，更好地
推进校史公园的设计进展。
四百余名师生和设计师参加。

余晓毅首先通过两届园
艺博览会常州展区景观设计
的优秀案例，向同学们阐述了
同尺度场地的设计思路和设
计方法的运用，以及场地后期
维护的重要性。她表示，讲座
一方面是景观设计知识的分
享，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案
例学习，让参赛者能从中汲取
灵感，设计出优秀的作品，为
校史公园建设提供实质性帮
助。

案例分享结束后，师生线
上提问，与主讲嘉宾进行了积
极互动。通过此次讲座，同学
们进一步明确场地设计的要
求与方法，明确了自己的设计
方向，能更好地进行作品完
善。听讲的教师们也拓宽了
知识面，进一步推动专业教学
的理实结合。

据悉，校史公园设计竞赛
旨在依托学校现有的校友林
绿地，结合校园建设规划和校
园文化景观布局要求，利用现
有绿地打造校史公园。本次
竞赛自 3 月下旬启动以来，经
前期的动员报名，共征集到了
60 余组师生团队作品。伴随
着社会专家力量的介入和专
业知识的引领，参赛者将对作
品进行持续性完善，提升整体
的设计理念和水平。后期，学
校还将邀请知名行业专家进
行评审和点评，协助师生展开
设计建设，有效地发挥学校专
业优势和特色，更好地展示学
校发展历程。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借助行业专家力量
助推校史公园设计

■杨曌 李凯 图文报道

本报讯 昨天，从常州纺
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传来喜
讯，在近日共青团江苏省委公
布的 2021 年“信仰公开课”省
级示范课评选结果中，该校申
报的 2 门课程《青春战“疫”中
的时代强音》《“中国精神”常
纺青年说》全部获奖。

课程由该校团委联合马
克思主义学院直属党支部、创
意学院党总支、机电学院党总
支、人文学院党总支共同指
导，学校口述历史研究中心支
持，由第二期“青马工程”菁英
骨干班学员主讲，分别以讲解
抗疫精神、“两弹一星”精神为
主体，引导青年学子守初心、
担使命。

据悉，“信仰公开课”计划
是江苏团省委面向高校共青
团指导团学工作实践、推进各
项工作开展的工作体系，包含

“新思想公开课”“素养公开
课”“梦想公开课”“青马公开
课”“劳动公开课”“体育公开
课”。

常州纺院积极探索“校、
院、支部”三级联动，持续推进

“信仰公开课”课程建设，将课
程与“学党史、强信念、跟党走”
学习教育活动、“青马工程”菁
英骨干培训班等相融合，以思
政专家、团干部、优秀青年教
师、团支部书记、学生宣讲团为
主讲人，总结党史学习教育成
果，培育“青马工程”学习成果，
打造面向大学生群体的思想引
领新途径，助推大学生思政工
作接地气、入人心。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课程获评“信仰公开课”
省级示范课

■杨曌 嵇大帅

本报讯 连日来，常州市高
级职业技术学校本科部组织开
展线上教育教学，深入推进课程
思政，让课程学习与思政教育同
向同行，引导学生保持良好的学
习状态，努力克服疫情对学业的
影响。

思政教师以“同心抗疫”为
主题，结合课程特点，将疫情防
控、爱国情怀、生命教育、抗疫精

神等思政元素有机融入课堂教
学中，引导学生做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
者、模范践行者。

各类专业课教师以在线教
学为契机，积极探索线上专业课
程融入思政教学的模式，结合职
教高考的特点，转变线上授课方
式和语言风格；文化基础课教师
将思政育人与专业教育有机融
合，激励学生产生学习内动力；
艺 术 类 教 师 们 以“ 与 美 同 行 ，

‘艺’起抗疫”为主题，在课程教

学中融入思政理念，学生们通过
自己的专业设计致敬英雄，增强
爱国主义教育及感恩教育的实
效性；财经商贸类教师在潜移默
化中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
文化自信，通过一系列案例讲
解，激发学生爱党爱国情怀。

据了解，近年来，常州市高级
职业技术学校本科部注重发挥课
程育人主渠道作用，将课程思政
建设作为课程建设的重要任务，
将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进行融
合，达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常州市高级职业技术学校

同心抗疫 思政同行

江苏省招就中心开发网上签约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