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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曌

本报讯 记者近日获
悉，江苏理工学院、常州工
学院（巫山路校区）和常州
工程职业技术学院获评水
利部“节水型高校”荣誉称
号，并获得专项奖补资金
30万元。

据了解，近年来，各校
秉持绿色发展理念，高度
重视节能降耗工作，积极
推进“节水型高校”的创建
工作。

为了保障节水型高校
建设提质增效，江苏理工
学院在原有制度的基础
上，完善了各项节水管理
制度，同时积极探索新模
式、新技术和新方法，在
2020 年底引入合同节水
管理模式。在合同节水建
设期内投资 300 余万元，

对原有水耗监测管理平台
进行升级；采用物联网探
漏技术建设了供水管网渗
漏监测管理平台；发现并
修复漏水点 178 处，更换
用水管道1034米。同时，
注重加强节水宣传教育，
各项节水指标得到了明显
的改善。

据统计，学校用水总量
由2019年的177.1万立方
米下降到2021年的105.8
万 立 方 米 ，节 水 率 达 到
45.86%，标准人数年均用
水量由 82.18 立方米/人下
降到44.35立方米/人，节水
成效显著。

常州工学院积极探索
节能新技术,与第三方签订
合同节水管理协议，在巫山
路校区安装智能探漏仪、更
换远程水表、安装高效节水
龙头及红外感应延时冲水
阀、并建设供水管网渗漏系

统，实现了校区用水 24 小
时实时监测、漏水点自动查
找与精确定位。目前校区
平均月节水率达到42%以
上，年节约用水约12万吨，
减少损失约 47 万元，人均
水耗降至34吨/年。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
院通过完善节水制度、开展
节水宣传、强化用水管理、
完善节水设施、创新节水技
术，努力提高用水效率，减
少污水排放，降低办学成
本，培养学生爱水、节水、惜
水意识，引领全社会形成节
约用水的生活习惯和良好
风尚。学校2019年总用水
量51.25万立方米，人均用
水量为40.69立方米/年，创
建节水型高校后，2021 年
总用水量为 35.98 万立方
米，人均用水量28.19立方
米/年，学校用水总量和人
均用水量都大幅下降。

常州三所高校
获评水利部“节水型高校”称号

■杨曌 解峰 图文报道

本报讯 上课、维修、
演出、带货⋯⋯7 月中旬
以来，来自常州机电职业
技术学院的大学生实践
团，在革命老区安徽金寨
天堂寨镇，化身“百变志愿
者”，开展了一系列丰富而
扎实的志愿行动。

实践团队成员走进天
堂寨同心小学，调研了解
乡村教育问题和需求，并
代表学校公益组织“高鹏
书屋”，向作为共建单位的
同心小学捐赠300余册全
新图书、100 余件体育教
学用品。

7 月 12 日起，团队成
员 化 身“ 小 老 师 ”，通 过
送教上门和集中授课的
方式，为当地留守儿童开
展丰富多彩的课程，拓展
孩 子 们 的 视 野 ，充 实 假
期。

凭借过硬的专业技术

本领，志愿者们还在当地
做起了“维修工”，设置服
务点，或上门进行检修；针
对留守儿童家庭，他们重
点进行用电安全宣传教
育。

在金寨开展为期数日
的调研后，团队在天堂寨
景区进行“直播带货”，介
绍推广革命老区红色旅游
资源和优美自然风光。

据悉，2018 年至今，

常州机电学院已先后 5 次
组建学生实践团队走进金
寨，开展“三下乡”“博爱青
春”等各类公益志愿行动，
累计服务逾 8000 小时。
学校团委书记顾兴华说：

“多年来，学校将革命老区
作为大学生社会实践重要
阵地，通过红色寻访、志愿
服务等多种形式，不断推
进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
长效化。”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百变”大学生
在革命老区刮起“青春风暴”

学员体验押加运动学员体验押加运动

■杨曌 陈瑞燕 图文报道

今年夏天酷热难当，却并未消退江
苏理工学院开展职教教师培训的热情。

记者从该校继续教育学院了解
到，暑假以来，学校共组织实施省内外
职教师资培训项目 46 项，培训学员
2714 人，规模再创新高。施训团队囊
括机械工程学院等 15 个二级学院，施
以教育与体育大类、装备制造大类、交
通运输类等 9 个大类培训专业，形式
多样、内容丰富，可谓“亮点十足”。

亮点 1 对口帮扶西部职教，
构建学习共同体

8 月 3 日，来自陕西安康职业技术
学院的三位学员，参加了江理工三教
改革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英语教育
线上培训。

即便是“云端学习”也依然浓厚的
学习氛围，令学员裴瑶瑶印象深刻。

“听各位教授耐心传授自己各方面的
教学经验和专业知识，我收获良多，对
自己的职业生涯有很大的启发。”她
说，希望在接下来的培训中，也能查缺
补短，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获得最大
成效。

据了解，近年来，江理工逐步建立
有效机制，持续对口帮扶西部职教，构
建学习共同体，大力支持西部职教教
师专业发展。今年，该校面向陕西、宁
夏、四川等西部地区共开展 4 项培训
项目，培训学员678人。

亮点 2 推进特色党建工作，
发挥党员模范作用

8 月 5 日上午，来自安徽省高职院
校的学员，在江理工外国语学院培训
团队的带领下，赴常州恽代英纪念馆、
张太雷纪念馆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在恽代英纪念馆大厅，外国语学
院学生进行中、英、日多语种《共产党
宣言》朗诵，将全体学员的思绪带回那
段历史；全英文介绍了恽代英同志擎
旗武装斗争，领导南昌起义、广州起义
的详细经过，学员深受震撼；面向党
旗，党员重温入党誓词，返回学校后开
展小组讨论。

活动中，外国语学院培训团队为
培训班成立了临时党支部，充分发挥
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和党支部的
战斗堡垒作用，积极为学员们做好服

务。在恽代英纪念馆的利群书社，培
训班临时党支部、外国语学院教工行
政党支部和学生党支部现场进行了支
部结对，签订了支部共建协议书，加强
了三方的紧密合作。

亮点 3 创新培训形式，体育
汇演展民族风采

7 月 29 日，在江苏理工学院体育
馆，一场别开生面的民族传统体育盛
会正精彩上演。原来，这是该校民族
传统体育培训班举行的学习成果交流
汇报演出。“神龙赐福”、民族健身操、

“彩带飞龙”、舞狮⋯⋯充满民族风情
的体育表演高潮迭出，赢得了现场观
众的阵阵掌声。

欣赏表演之余，学员们还体验了藏
族押加运动和板鞋竞速项目，既增长了
见识，也加深了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
了解。项目负责人、校体育部党总支书
记季敏表示，本次学习成果汇报展演展
现了新时代民族传统体育教育者们的
学习能力，也展示出了培训班良好的教
学效果。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学员们
的体育技能得到了巩固提高。

“量身订制”教培体系，
形成职师培训新态势

“亮点”的背后，是江理工多年来
在职师培训上的积淀。据继教学院
院长陈胜权介绍，作为省内唯一培养
职教师资的省属全日制普通高校，江
苏理工学院自 1999 年创建全国职教
教师培训重点建设基地以来，逐步从
培养师范人才拓展到承担全国骨干
教师培训，并建有江苏省首批决策咨
询研究基地、江苏省职业技术教育科
学研究中心、苏锡常都市圈职业教育
研究所等多个职业教育研究平台。
今年该校已累计承担各类职教师资
培 训 项 目 62 项 ，参 训 教 师 达 3324
人。

“我们充分考虑受训方诉求，以线
上线下相结合、师徒结对等方式，全方
位、个性化开展各类培训项目。如针
对高职院校，我们注重理实一体化教
学，指导学员的科研项目，建立培训体
系助力学员的课程设计；针对中职校，
则更注重学员动手能力的提高。”陈胜
权说。“十三五”期间，江理工在全国职
师培训中的国家级培训项目数量位列
全国第四、江苏第一，得到了学员的高
度评价。

江苏理工学院

高温难抵“学习热”，
暑期职师培训“热火朝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