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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曌 王云 图文报道

“吴老师，我当上年级备课
组组长了！”近日，常州开放大
学老师吴晓萍收到了 2016 届
毕业生黄钰发来的微信，令她
感到欣慰又感动。十多年来，
她看着这个聪慧又努力的姑娘
一步步走到现在，体味到她的
辛苦，也感动于她对梦想的执
着追求。

萌芽
“我要当一名优秀

的人民教师”

2011 年，黄钰考入常州开
放大学五年制大专商务英语专
业。因为中考成绩不太理想，
她一度迷茫无措，看不到未来
的出路。吴晓萍很快发现了她
的异样，和她进行了深入交
谈。吴老师说：“人生并不是只
有一条路，大专毕业也可以继
续深造，拿到正规的本科文凭，
还可以再读研究生，一样可以
实现自己的梦想。”黄钰被吴老
师的温柔和耐心打动，梦想在
她的心里发芽——“我要努力
转本，我要成为像吴老师一样
优秀的老师！”

当一名英语老师至少需要
本科学历。外语系主任陈老师
鼓励黄钰，一定要把英语基础
知识学懂弄通，为以后的深造
打下基础。据了解，该校商务
英语专业教师均为硕士研究生
以上学历，副教授以上职称比
例达 60%，英语学习经历和教
学经验都比较丰富。于是，在
专业教师的指点下，黄钰迅速
调整心态，全身心投入到学习
和各项活动中。

蓄势
全力以赴，绝不放弃

找到人生方向的黄钰，开
始了她奋斗的征程。英语专业
有大量需背的词汇和文章，她
对自己提出高要求、严标准，不
仅在课上全神贯注，课下更是
抓紧一切时间学习知识。她参
加校内外各类英语竞赛，屡屡
获奖；成功通过大学英语四六
级考试，向前的脚步从未停止。

不仅如此，她还积极参加
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担任英
语社社长、院学生会主席，带领
同学们开展英语节、举办新年
晚会。在校期间，她多次获学
校奖学金、三好学生、优秀学生
干部，还获得江苏省“三创”优

秀学生的光荣称号。

出发
学无止境，梦圆苏州

进入五年级后，黄钰开始
着手准备专转本考试。备考期
间，遇到专业问题，她主动向任
课老师请教，老师无私的分享
和帮助，为她的前行注入了无
限动力。2016 年，黄钰成功考
入了南京晓庄学院，成为一名
本科在读生。本科期间，她也
从未松懈，一直是品学兼优的
优等生。本科毕业后，黄钰又
继续攻读西交利物浦大学的硕
士研究生。

2020 年 ，获 得 研 究 生 学
历后，黄钰成功应聘至苏州一
所学校，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人
民教师。接到录用通知的那
一刻，她立刻和恩师吴晓萍分
享了这一喜讯，喜悦之情溢于
言表。

如今，走上教师岗位已两
年的黄钰成绩卓然——在市
级英语教学能力比赛中获一
等奖，荣获优秀教职工称号，
当上了年级备课组组长。黄
钰说：“实现教师梦只是起点，
我还要带领更多学生一起追
梦。”

常州开放大学2016届优秀校友黄钰

从“小白”到“领衔”，她完成人生逆袭

■杨曌 吴婷 图文报道

本报讯 眼下正值高校毕
业生求职旺季。记者从江苏理
工学院获悉，来自该校应用化
学、环境科学、环境工程、化学
工程与工艺、资源循环科学与
工程等专业的 47 名毕业生已
被上市公司药明康德旗下子公
司合全药业录用，岗位涉及研
发、生产、销售等各个领域。

据了解，江苏理工学院遵
循“以就业为导向、以能力为本
位”原则，与合全药业在应用化
学、化学工程与工艺等专业领
域内进行校企合作模式的探
索，强化复合应用型人才培养，
共同制定培养方案，与企业发
展需求深度融合，学生就业意
愿和满意度大幅提高。

“校企合作职前培养是教
育改革中的一次创新尝试。学
生能够提前进入职业准备，专
业知识与职业素养同步提升，
对于学生的职业发展很有帮
助。更重要的是，能够鼓励学
生在目标企业留下来、好好干，
大幅降低离职率。”江苏理工学
院化学化工学院党总支副书
记、副院长杨惠表示，下一步，
学院将以与常州合全药业有限
公司等校企合作项目获批教育

部第一期供需对接就业育人项
目立项为契机，推动就业与人
才培养有机联动、供给与需求
有效衔接、人才质量与企业需
求无缝对接，实现学生、企业和
学院的互惠共赢、共同发展。

毕 业 生 们 以 专 业 基 础 扎
实、综合素质高、适应能力强、
作风过硬，受到了用人单位的
普遍好评。“学院为了让我们更
好地就业，创造机会让我们和
企业多次深入交流。经过多家
对比，我选择了发展空间和待
遇都比较满意的合全药业。”成
功就业的环境科学专业应届毕
业生高浩东说，“学校还利用我
们答辩后入职前的一段时间，
为同学们开展准新员工的入职
适应和后续的职业发展规划教
育，很多同学口口相传，都选择
了这家不错的企业。”

据悉，江苏理工学院积极
落实党中央“稳就业”“保就业”
决策部署，努力克服疫情带来
的不利影响，树立“就业育人”
理念，全员、全过程、全方位推
进就业工作，开展“书记院长访
企拓岗促就业专项行动”，全面
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实现
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
链对接，为毕业生开拓更多就
业创业岗位，努力推动毕业生
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江苏理工学院

校企合作职前培养，
“就业育人”实现共赢

■杨曌 刘月娜

本报讯 6 月 10 日，常州
卫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开展防
艾禁毒主题教育系列活动。

活动设置了展艺术作品、
手工制作“艾”的作品、禁毒华
容道等九个项目，让同学们在
积极参与、寓教于乐的同时，
了解何为艾滋病、如何防治艾
滋病，引导广大学生防范艾
滋。

“ 检 艾 不 减 爱 ”环 节 ，志
愿者向同学们宣传推广自主

检 测 试 剂 的 使 用 步 骤 与 方
法，鼓励同学们主动前往自
助检测点领取检测试剂，积
极参与艾滋病自检，及时了
解自我健康情况，提高艾滋
病检测的主动性，最大限度
发现和治疗艾滋病感染者，
遏制艾滋病传播。

“如果我是艾滋病人，你愿
意给我一个拥抱吗？”志愿者穿
上小熊玩偶服装，扮成艾滋病
人，向同学们索求“艾”的“抱
抱”，同学们给予玩偶回应，表
现对艾滋病人的关爱。

特邀嘉宾、天宁区疾控中

心防艾负责人苏明玉医师给同
学们进行了艾滋病的流行现
状、症状与治疗、认识毒品等科
普宣讲，让大家更加深入了解
了艾滋病和毒品。

通过几轮艾滋病与毒品知
识有奖竞答，现场气氛达到高
潮，同学们踊跃举手，积极答
题，不仅巩固了艾滋病、毒品知
识的学习，更是从心灵深处筑
起一道禁毒防艾墙。

据悉，后期学校还将组织
线上宣传推广活动，通过发布
防艾知识宣传微视频，进一步
扩大影响力。

常州卫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检艾不减爱”，筑起禁毒防艾墙

■杨曌 裴玮艳

本报讯 6 月 12 日，由市教
育局、市教育工会主办的常州
市第五届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
赛暨江苏省第四届高校青年教
师教学竞赛选拔赛顺利举行。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管理工
程学院教师陈宇嵚荣获一等
奖，学校获得优秀组织奖。

本 次 比 赛 分 为 校 内 选 拔

赛、复赛和决赛。备赛期间，学
院和教研室老师们对参赛选手
陈宇嵚就教学设计、课堂教学
展示、教学反思撰写、信息化手
段运用等方面给予多次指导，
帮助选手打磨作品，最终取得
优秀的成绩。

陈宇嵚表示，通过参加本
次竞赛，自己进一步提高了教
学能力，并将积极践行“工匠精
神”，锤炼教学基本功，助力推
动学院高质量发展。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教师荣获我市高校青年
教师教学竞赛一等奖

黄钰授课中黄钰授课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