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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曌

2022 年高考结束，江苏
省预计在 6 月 24 日发布高考
成绩，6 月 28 日起正式填报高
考志愿。

眼下，考生们都在忙着准
备填报志愿。“这个专业前景
如何？工作好找吗？待遇怎
么样？”在填报志愿时，不妨将
目光投向本地几所高校，没准
儿就有一款特别适合你。

连日来，记者探访常州本
科院校多个宝藏专业，为考生
选大学填志愿作参考。

宝藏专业1
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

关键词：专业口径宽、
行业覆盖面大

提到化工行业，很多人的
第一反应是老破旧、危险系数
高。但化工是国民经济的基
础和支柱产业，事实上，随着
现代化工产业向高端化、智能
化方向发展，国家掀起“双碳”
浪潮，“绿色、环保、新能源”正
成为化工行业转型升级的目
标。

回到日常生活中，我们
的衣、食、住、行离不开化工；
材 料、环 境、生 物、食 品、能
源，都与化工息息相关。因
此，化工专业具有专业口径
宽、行业覆盖面大和就业面
广等特点。

常州大学化学工程与工
艺专业是该校历史最悠久、综
合实力最强的专业，具有鲜明
的石油石化特色。自 1978 年
创办以来，入选中石化重点专
业、首批省特色专业、国家特
色专业、省“十二五”高校重点
专业、省品牌专业、国家一流
专业建设点，并两次通过工程
教育专业认证。

该校石化学院副院长刘
文杰告诉记者，当前，中国正
处于由化工大国向化工强国
升级跨越的关键时期，因此，
化工人才需求度高，毕业生除
40%左右选择继续深造，就业
率一直保持在 95%以上，近
50%就职于国内大中型石化
企业及相关单位，薪酬一般为
8000—15000 元/月，转型企
业薪资更高。“毕业生入职后

一般从技术岗位做起，工作环
境现已大有改善，覆盖了远程
智能操控系统；三到五年内，
可由技术岗上升至技术主管、
车间管理层。”

毕业生说——
常州大学化学工程与工

艺 专 业 2016 届 毕 业 生 张 霄
敏，现为中国石化金陵分公司
核算员。她告诉记者，本科阶
段让她充分领略了化工学科
的魅力。“毕业后我进入化工
企业，承担起物料进出装置的
核算工作，每天与工艺流程和
数字打交道。现代化炼厂的
操作让我回忆起在校期间的
仿真实习，那段经历对我的工
作能力有很大的提高。”

宝藏专业2
机械设计制造及

其自动化专业
关键词：老牌工科专业

常州是以先进制造业为
支柱产业的全国工业明星城
市、智能制造名城、国内领先
的产城融合示范区，为机械设
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毕业
生就业与发展提供了广阔空
间。在常州工学院，该专业毕
业生主要就业于现代制造业、
服务业，担任机械工程技术人
员和项目经理等，服务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应届毕业生薪
资可达 7000—10000 元/月，
毕业五年后在职位晋升和薪
资提升方面表现优于全国非

“双一流”本科平均水平，有的
可达到16000元/月。

据该校航空与机械工程
学院/飞行学院院长郭魂介
绍，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专业是适应制造强国战略发
展目标人才需要，并适应区域
经济发展需求设立的工科专
业 。 常 州 工 学 院 该 专 业 自
2000 年 招 收 首 届 本 科 生 以
来，已通过工程教育专业认
证，并获评国家一流本科建设
专业、江苏省高校品牌专业、
江苏省产教融合型专业和江
苏省特色专业等荣誉，专业依
托的智能制造产业学院获批
国家级现代产业学院，机械工
程学科获批“十四五”江苏省
重点建设学科。

毕业生说——
刘一桢是常工院应届毕

业生，今年考取上海理工大学
机械专业研究生。在常州工
学院学习期间，他多次获学业
奖学金和创新创业奖学金，参
加全国机械创新设计大赛并
荣获二等奖，申报发明专利 8
项。刘一桢回忆，大学四年，
学校搭建了多元平台，让他接
触到多项学科研究、学科竞
赛。“正是在学校打下的理论
基础，以及在实验室锤炼的实
践能力，我才有机会继续进入
研究生阶段的学习。”

宝藏专业3
智能车辆工程专业

关键词：紧跟国家战略

随着智能汽车技术的快
速发展，我国智能汽车高技能
人才的需求量呈现井喷式增
长，未来五年汽车行业人才需
求已经跻身社会总体需求前
五。

今年初，教育部发布《关
于公布 2021 年度普通高等学
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
的通知》，江苏理工学院智能
车辆工程专业成功获批。

江理工汽车与交通工程
学院院长张兰春告诉记者，电
动化、智能化、网联化、共享化
正成为汽车产业的发展潮流
和趋势。中国智能汽车发展
已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因此
该专业未来发展前景广阔，毕
业生适合在汽车制造企业、大
中型国有企业、科研院所、高
校等单位就职，从事汽车、无
人驾驶、人工智能等多领域的
智能车辆高新技术研发、企业
管理等工作，同时深造空间
大，毕业后平均月薪水平为
6000-30000元。

张兰春介绍，该专业融合
车辆、人工智能、自动化、电
子、通讯等多学科交叉知识，
围绕智能汽车的“车辆工程+
电子+人工智能”方向开展专
业人才培养工作，今秋首届预
计招收40人。

什么样的学生适合来报
考？张兰春说，该专业注重学
科交叉，对学生的综合素质要
求较高，应具备较扎实的数
学、物理、英语等专业知识；同
时，具有创新思维和团结协作
精神，具备较强的动手能力、
沟通能力。

探访家门口的本科院校，宝藏专业个个香

■牟丹 陶新峰 胡平

本报讯 20 日上午，由常州
市互联网信息中心、常州日报社
主办，常州市小记者协会承办，
常州经开区小学协办的“E 常清
朗 E 起成长”2022 常州青少年
网络举报主题教育活动启动仪
式，在常州经开区小学多媒体厅
举行。各主办单位相关人员、常
州经开区小学的老师及小记者
代表参加了启动仪式。

据了解，常州市互联网信息
中心自 2018 年开展互联网违法
和有害不良信息举报工作以来，
共收到网民举报的各类有害信息
91万余件，有效举报83万件。为
扩大网络有害信息举报工作的影
响力，市互联网信息中心组建了
以党员为主体的“龙城先锋在 E
线”网络文明志愿者举报工作队
伍，先后开展了举报宣传进社区、
进校园、进企业等活动，将“三进”
活动打造成我市的举报宣传品
牌。市互联网信息中心连续荣获
2019年度、2020年度、2021年度

“江苏省互联网违法和有害不良
信息举报工作先进集体”荣誉称
号。今后，我市将继续深入群众，
推动举报工作落实到“最后一公

里”，打造全域网络举报新格局。
启动仪式现场，常州经开区

小学的常报小记者代表宣读了
《网络有害信息举报倡议书》，号
召全市青少年积极开展网络不
良违法信息举报，如在网络上发
现不良违法信息线索，请及时向
网信部门进行举报。同时，现场
的常报小记者还在《全国青少年
网络文明公约》上郑重签名，并
一起宣读了文明公约。

“希望通过这个活动，有效
提升广大青少年学生、小记者理
性辨别网上不良信息、积极举报
网络谣言、主动参与网络辟谣的
意识和能力，切实承担起时代所
赋予的责任。”常州市互联网信
息中心主任蒋志文告诉记者，
2022 常州青少年网络举报主题
教育活动将分阶段推出多种形
式的活动，主要包括网络有害信
息举报主题书画活动、网络有害
信息举报知识广场宣传活动、网
络举报主题教育走进学校等，

“从活动中培养自觉抵制和举报
网络有害信息的意识和能力，共
同营造清新、健康、积极向上的
网上精神家园。也希望通过这
次活动进一步提升未成年人的
网络素养，提高广大青少年懂
网、知网、用网、融网的能力。”

E常清朗 E起成长

2022常州青少年
网络举报主题教育活动启动

■姚梦迪 蔡晓丹 秋冰 文
胡平 摄

本报讯 昨天，我市首场儿
童园艺“第二课堂”搬进宋庆龄
国际幼儿园，市城管局园艺发展
中心的园艺师们带领小朋友们
一起制作多肉植物微景观。

课堂上，除制作植物微景
观，还结合今年 9 月在连云港市
举行的第十二届江苏省园艺博
览会“山海连云，丝绸绿韵”主
题，给小朋友们讲解了“一带一
路”沿线儿童园艺科普知识。

据了解，市城管局园艺发展
服务中心本着“花漾龙城，推进
园艺进万家”理念，将园艺专业
知识与园艺实践体验相结合，今
年将开展园艺推广活动 50 场。
其中，12场儿童园艺“第二课堂”
活动将分别走进幼儿园、小学，
开展形式新颖多样的活动，适合
不同年龄段学生共同参与，为孩
子们创造更多的园艺实践条件，
让他们感受园艺带来的乐趣。
同时，通过园艺推广活动，让广
大市民百姓践行爱绿植绿护绿
文明新风尚，共同守护我们的绿
色家园。

我市全年举办50场园艺推广活动

首场儿童园艺
“第二课堂”走进幼儿园

■庄奕

本周二，太阳依旧火辣
辣。中午时分市民若走在路
上，太阳照在身上，简直如同
熊熊燃烧的火焰，烧得两条
胳膊都是火辣辣的。

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
析 ，22 日 起 我 市 多 降 雨 天

气。23—24 日，我市阴有阵
雨或雷雨，24 日气温有所下
降，最高气温为 30℃。25—
26 日我市以云系变化为主，
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
温又升至33℃以上。

夏天午睡好处多多，但
许多市民午睡时习惯趴在桌
上。这种姿势使颈部前倾，
与颈椎的生理弯曲相反，时

间长了容易导致颈椎变形，
颈 部 肌 肉 疲 劳 ，引 发 颈 椎
病。此外，趴着睡觉还影响
呼吸、血液循环和神经传导，
使人醒后出现头昏、眼花、耳
鸣、肢体麻木等症状。这样
不仅没有达到休息的目的，
反而加重疲惫感。市民午睡
时可以将 U 形枕垫在脖子
上，靠着椅背睡觉。

22日起雨水要来小编 天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