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识大学，往往从一纸录
取通知书开始，这不仅是一份
正式的、书面的录取证明，更
是具有仪式感的物质载体，饱
含对学子十余载努力的认可
与鼓励。

近期，在常高校 2021 级
录取通知书陆续发布。礼盒、
吉祥物、剪纸⋯⋯高校纷纷玩
出新花样，希望给 2021 级小
萌新留下美好的初印象。

常州大学
融篆刻、剪纸、书

法于一体

常州大学踏着“瑞彩祥
云”来了。录取通知书以金色
为主，延续“金榜题名”的主
题，以篆体刻写校训“责任”，
这是常大的特色。

红底金边，凸显喜庆和金
榜题名的主题；镂空校训融入
纂刻手法，又形似园林的花
窗，虚实相映、柳暗花明。信
封式的设计，传统与现代文化
相碰撞，呈现庄重感和神秘
感；剪纸、篆刻、书法融合一

体，体现科教城主楼等标志性
建筑威严耸立，等待萌新的到
来。

江苏理工学院
三折封套，仪式感

满满

江苏理工学院的录取通
知书在设计上采用“三折封套
包裹插页”形式，融入该校别
具 特 色 的 校 门 及 主 教 楼 剪
影 ，传 达 学 校 的 校 园 气 息 。
交错的建筑剪影，打破了传
统封套形式，形成一种错落
有致、绵延不绝的层次感和
空间感。

插页正面的建筑剪影与
封套相吻合，融为一体；背面
为报到证及纪念卡文字内容，
边框将校徽中的三棵松树和
书本元素进行延展，并融入校
徽及校名的底纹，在色彩搭配
上采用红色和金色。红色传
达录取喜讯，寓意学子学业红
红火火；金色是辉煌的光泽
色，寓意学子在江理工大放异
彩。色彩上贴合学校视觉形
象，同时蕴含美好祝愿。

常州工学院
通知书装进礼盒，

体验开盲盒的惊喜

常州工学院 2021 年录取
通知书首次以礼盒形式出现。

礼盒由该校艺术与设计

学院苏卉君老师担当设计。
礼盒主色调为蓝色，寓意知识
的海洋和学校理性客观的治
学态度；橘红色的烫金处理寓
意当代大学生火一般的热情。

打开这款抽屉式礼盒，录
取通知书、手绘版校园地图、
新生报到材料、学校吉祥物公
仔一应俱全，整齐摆放。

录取通知书正面图案与
礼盒保持一致，采用了点状的
造型方式，寓意五湖四海的学
子汇聚到常州工学院的大家
庭里，开启新的学习生活。

最吸睛的当属吉祥物公
仔了。公仔一套 3 个，为一个
家庭 3 只萌翻的小狮子。每
位同学收到的礼盒里会随机
放一个，平添开盲盒般的新奇
体验。

杨曌 图文报道

在常高校录取通知书“上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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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南京疫情牵动人心，
与此同时，全省全力迎战台风

“烟花”。双重考验之下，常州高
校大学生自发行动起来，奔赴前
线，投身到抗击疫情和防汛防台
志愿服务当中，以实际行动勇担

“00”后青年人的责任与担当。

因工作认真，他被调
岗到一线

“我是大学生，我还年轻，我
能吃苦。”正在家乡南京市高淳
区淳溪街道南湖社区参与疫情
防控的大学生何亦然说。何亦
然是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智
能控制学院的学生会主席，7 月
21-22 日，他参加南湖社区核酸
检测信息核实与录入，因工作认
真细致，23日被调岗到高淳区核
酸检测一线。截至目前，小何已
累计工作近 50 个小时，服务覆
盖人群近1500人次。

志愿工作虽然辛苦，但是一
幕幕全民抗疫的感人瞬间也温暖
着何亦然的心——争先恐后帮忙
搬运检疫物资的人员、核酸采样
后为工作人员送水的少年⋯⋯

“护目镜内氤氲着的雾气，面屏
后躲藏着的勒痕，防护服下悄然
滑落的汗珠，都会为我们的团结
和努力做见证。”他说。

他“云组建”了一支母
校学子在宁志愿者团队

7月25日，在南京各地，由青
年大学生组成的疫情防控志愿服
务队正有序引导社区人员进行体
温测量、核酸检测登记等工作。

他们当中，有一位刚刚毕业
于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的预备
党员。他叫尤华伟，今年6月到南
京工作。7 月 23 日，在看到疫情
防控志愿者招募信息后，他立刻
向所在的江北区顶山街道报名。

街道检测点工作量非常大，

每天3班，每班8小时，仅一个上
午接待检测量就超过 2000 人。
尤 华 伟 主 动 报 了 上 午 班 和 夜
班。“这两天台风来袭，很多志愿
者出行不便，尤同学不怕难不怕
苦的热心之举，为我们缓解了燃
眉之急。”社区工作人员称赞道。

工作之余，尤华伟还在线上
积极组织发动在宁工作的同学
以及学弟学妹参与志愿服务。
目前，已有 8 名学生奔赴六合、
江北、江宁各地街道防疫一线，
组建起一支由常州机电青年学
生构成的在宁志愿者团队。

她想用志愿服务，弥
补没见到偶像的遗憾

常州卫生高等职业技术学
校 2017 级高职护理专业的邹
宇，在江苏省人民医院已实习数
月。今年 8 月中旬，她本打算去
外地看一场偶像 TFBoys 的演
唱会，连应援物都备齐了。

没想到，突如其来的疫情，
打乱了她的计划。“哪儿需要我，
我就到哪儿去。”通过小伙伴的
联系，邹宇趁着休息时间，来到
南京五台山体育馆二次核酸检
测点，引导市民填写信息、熟悉
核酸检测流程。每天，她都要身
着隔离服，头戴面屏，再戴双层
口罩和手套，在室外站 8 小时。

“工作完脱下装备，都会闻到自
己身上酸臭的汗味。”她笑着说。

不能去见偶像，心里难免有
些遗憾，但邹宇觉得，现在所做
的事更有意义。“我会带着他们
给我的力量，为防疫作出自己的
贡献。希望疫情早日结束。”

他们为百姓筑起“防
汛堡垒”

台风“烟花”来袭，各地各部
门纷纷提前应对。常州工业职
业 技 术 学 院 旅 游 与 烹 饪 学 院
2020 级学子朱瑜琪、顾晓佳、诸
琳，主动报名参加家乡金坛的防
汛防台志愿服务工作，守护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志愿者们和金坛华城社区工
作人员一起铲黄沙，做黄沙袋，清
理小区中排水的杂物。铲黄沙时，
朱瑜琪的手掌不小心被玻璃碴扎
破了，衣服也被雨淋湿，但想到能
给百姓带来安心，她觉得再累都值
得。“作为一名共青团员，参与防汛
志愿者活动是我应尽的责任和义
务。能为防汛贡献自己的力量，为
社会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我很荣
幸。”杨曌 文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抗疫防汛中的“00后”志愿者群像

脸庞虽然稚嫩，肩膀却有担当

本报讯 7 月 20 日，2021
年江苏省职业院校创新创业
大赛决赛在南京落幕，常州开
放大学喜获佳绩，在创意组和
实践启蒙组 2 个组别中，共获
一等奖1项、三等奖2项。

本届大赛以“我敢闯，我
会创”为主题，分党史知识竞
赛、双创知识竞赛、创意组、创
业组、创新启蒙组和实践启蒙
组 6 个组别，其中创意组、创
业组对接国赛。近年来，常州

开放大学在该赛事中表现出
色，连续两年荣获省赛一等奖，
2020年获国赛二等奖，体现了
学校积极推动专业建设、课程
改革，致力于提升学生创新创
业能力的成效。 （杨曌 吕颖）

常州开放大学

江苏省职业院校创新创业大赛获佳绩

本报讯 7月10日，常州纺
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创意学院

“江小屯”暑期社会实践团来到
新北区春江街道，开展了乡村
振兴、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实
践活动，助力美丽乡村建设。

实践出真知，历练长才
干。常纺的学子首先拜访了
录安洲的“守岛人”石厚林书
记，听他讲述在岛上坚守奉献
的故事，以及如何用八年的时
间，让荒岛换新颜。他的事迹

给同学们树立了榜样的力量，
让学生们更加坚定了保护生
态环境的决心。随后常纺学
子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运用
具体事例，借助生动的图片，
通过绘画的形式，向居民普及
长江大保护的知识。通过“变
废为宝”的手工制作，同学们
向大家讲解了垃圾分类的意
义，普及垃圾分类知识，提高
群众思想认识，推动垃圾分类
更好地贯彻落实，引导大家一

起携手做生态环境建设的宣
传员、保护员和监督员，以实
际行动建设大美春江，守护绿
水青山。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此
次社会实践活动让创意学院
学子充分发挥了专业特长，在
实践中践行了青春的使命，在
服务中彰显了责任担当，为美
丽乡村的建设、为环境的保护
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刘欣怡 耿玮炜）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环保入人心 绿色践于行

何亦然在工作中何亦然在工作中

尤华伟尤华伟（（右右））在工作中在工作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