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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曌 罗圣 胡智喜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常州
工学院获悉，在江苏省教育厅
近日公布的 2022 年度江苏高
校优秀基层教学组织评选结果
中，该校电气信息工程学院申
报的“电气工程系”成功入选。
此次共认定了 100 个高校省级
优秀基层教学组织。

基层教学组织是高校开展

教育教学、教研活动、课程和专
业建设的重要载体，其建设水平
直接关系到高校的教育教学水
平和人才培养质量。据了解，常
工院将以此为契机，全面健全教
学规范，重点提升教师教学技
能，积极开展教学改革评价，加
强条件保障，完善激励机制，形
成具有常工特色的高校基层教
学组织建设与教师教学能力提
升新模式，为进一步提升教育教
学水平打下坚实基础。

常州工学院

获批1个江苏高校
优秀基层教学组织

■杨曌

眼下，在常高校陆续迎来
2022 级“萌新”。带着对未来的
憧憬与希冀，这群大学“新鲜人”
步入了人生新征程。

今年，在常几所本科高校新
增的专业，也迎来了首批学子。
为何会“冒险”尝试新专业？这
群年轻人的答案，透露着属于

“00后”的理性和思考。

她想为国家的安全
事业出份力

讲述人：常州大学应急技术
与管理专业2022级新生 张宁

来 自 青 海 海 东 的 张 宁 选
择 了 常 州 大 学 今 年 新 增 的 专
业——应急技术与管理。她告诉
记者，近年来灾害事件频发，令她
感触颇深，于是想为国家的安全
事业贡献一份力，希望当灾害来
临时，自己能帮助更多的人。

出于兴趣，张宁在暑假里了
解了应急技术与管理专业的相
关课程，以及行业未来发展空
间。“目前我国安全领域人才缺
口很大，所以我很看好这个专业
的就业前景。”

在选择常大这个新专业前，
张宁便做足了功课。“我认为安
全是永恒的主题，所以应急技术
与管理专业应该不会有从‘热
门’变为‘冷门’的风险；我也从
较早开设这门专业的国内其他
学校那里获取了相关资料和数
据，考察了这一专业的就业市
场，并详细了解了这个专业在常
大的建设背景。”张宁说，“我很
喜欢常州这座城市，希望能在这
里获得很好的学习体验。”

“文旅+教师”，是她
向往的组合

讲述人：江苏理工学院旅游
管理与服务教育（师范）专业
2022级新生 吴佳颖

“选择这个专业并非一时兴
起，而是我深思熟虑后的结果。
首先，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

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其次，我
热爱旅游，我认为文旅产业欣欣
向荣，因此旅游管理专业也是朝
阳专业。”

吴佳颖说，作为江理工旅游
管理与服务教育（师范）专业（以
下简称“旅师”）的首届学生，她
一直关注着学校的官网官微，也
上网查询了一些与专业有关的
资料。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
高，第三产业的发展力度不断加
强，逐渐向我国主导产业迈进。
旅游业作为第三产业的重要组
成部分，愈加受到重视，旅游行
业的人才也供不应求。”她说，人
才是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因此，
旅师专业更凸显其重要意义。

“我很期待未来能成为一名
眼界开阔、思维活跃的教师。”吴
佳颖已给自己定下大学四年的
目标——不断提升学习力，学会
运用数字化技术，将来继续考研
深造，以实力站上讲台。

汽车发烧友“驶上”
智能新车道

讲述人：江苏理工学院智能
车辆工程专业 2022 级新生 余
诗琪

今年，教育部推出 31 个本
科新专业，其中，8 个名称包含

“智慧”“智能”元素。
江理工今年就新增了智能

车辆工程专业。专业新生余诗
琪说，在全球追求智能化的时
代，智能车辆成为了全球汽车发
展的战略方向。“中国智能车辆

发展已上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
未来对智能车辆高技能人才的
需求也将呈井喷式增长，所以我
认为，智能车辆工程专业是个具
有广阔前景的热门专业。”

余诗琪自身也是汽车发烧
友。假期里，她专门研究了智能
车辆的优势，如能够有效解决视
线盲区、司机疲劳驾驶等问题，
大幅降低交通事故的发生，实用
性非常强。

当然，她也做好了准备应对
新兴专业带来的相应风险。“就
当前看来，应对困难挑战时，我
应该选择自强，不断提升自我。”

他看中复合材料在
长三角的发展潜力

讲述人：常州工学院复合材
料与工程专业 2022 级新生 丁
轶

在向周围亲朋好友、学长学
姐进行大量了解后，丁轶决定选
择复合材料与工程专业。和其
他同学一样，未来发展是他考虑
的主要因素。“长三角地区尤其
是苏南一带是我未来发展、就业
首选的区域，常州也是个不错的
选择。”他说，新材料产业是常州
重点发展的产业，而复合材料又
是其中发展潜力最大的方向之
一，所以他很看好。

如何规避新专业带来的风
险？丁轶表示，自己会努力提高
学业成绩，将来在转专业、考研
深造方面占据主动权，同时，抓
住机会到企业实习，提高自身竞
争的砝码。

勇于“尝新”，保持理性

大学“新鲜人”畅聊新专业

■杨曌 居莉 图文报道

本报讯 9月15日，从教育
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传来
喜讯，在教育部“智慧助老”优
质工作案例、教育培训项目及
课程资源第二批推介工作中，
常州开放大学三个项目入选教
育部“智慧助老”推介成果。

据了解，常州开放大学积
极开发课程资源、打造培训项
目、形成工作案例，在教育部

“智慧助老”系列推介工作中
成绩斐然。常州开放大学开
发的“需求导向 项目驱动 精
准助力银龄智能生活”项目入

选优质教育培训项目，“智慧
美拍——老年人智能手机摄影
及图片美化系列课程”“老年智
能技术学习——智慧旅游”2个
项目入选优质课程资源。

近年来，常州开放大学秉
承着“一切为了学习者”的办
学理念，积极响应国家号召，
满足居民需求，在智慧助老、
服务老年人手机智能生活方
面作了大量的探索，并通过机
制建设、资源开发、师资培养、
工作室平台建设等方面的实
践，打造了系列老年教育微
课，丰富了老年教育的形式与
内容，为老年人提供更便捷、
更有针对性的服务。

常州开放大学

三项目入选教育部“智慧助老”推介成果

■杨曌 孙杰

本报讯 9月17—18日，《江
苏高教》2022 年学术研讨会在
江苏理工学院召开。本次研讨
会围绕“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与
人才培养体系建设”主题，着力
探讨人才培养体系与高等教育
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关系。研讨
会由《江苏高教》编辑部和江苏
理工学院联合主办，采用线下与
线上相结合的方式，来自国内高
校与研究机构的学者、研究生
100余人参与了现场研讨，线上

参会人数1.76万人。
研讨会邀请 14 位高等教

育领域的知名专家作专题报
告，江理工党委副书记、校长崔
景贵教授作《基于苏锡常都市
圈的新职师教育实践》专题报
告。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
王运来、江苏师范大学副校长
蔡国春、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
教授吕林海、南京信息工程大
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吴立
保、江苏理工学院教育学院院
长李德方、西安外国语学院高
教所所长孙华先后主持论坛并
点评。

《江苏高教》2022年
学术研讨会在常召开

■杨曌 赵丽 图文报道

本报讯 9月17—19日，常
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信息工程
学院开展了为期三天的暖心

“破冰行动”，引导新生了解大
学生活，迅速拉进彼此的距离。

首先，学长学姐与学弟学
妹面对面，了解他们的需求，帮
助解决问题，同时不忘叮嘱宿
舍安全注意事项：拒绝各类上
门推销、仔细甄辨专转本机构、
注意宿舍内安全隐患。在学长

学姐的引导下，新生进行了各
具特色的自我介绍，大家聊得
热火朝天；在游戏环节，“听我
指令”“默契”“小鸡进化”“我没
做过”“打手掌”“剪刀石头布劈
叉”等破冰游戏，使同学们之间
的默契和凝聚力得到了提升。

很多同学都是第一次离家
求学，因此，活动最后，学长学姐
组织同学们在常机电的明信片
上写下对父母、亲人、家乡感念
的话语，并计划将大家的明信片
寄回家乡，用这种传统的方式践
行学院提倡的感恩文化。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破冰”行动，暖心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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