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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尊重技能不再虚无飘渺
方雪梅

操作， 学校日常与企业的合作紧密与
否， 很容易通过学生的技能竞赛反映
出来。 通过大赛， 学校正好可以反思
一下： 我们是否与市场紧密结合？ 要
不要调整办学思路、更新专业设置、改
革课程结构和教学内容？ 为此， 学校
以“ 一系一品” 为抓手， 即一个系着力
打造一支品牌竞赛队， 冲击更高层次
的赛事。 目前， 已经组建了步步为盈
会计技能竞赛队、 嵌入式与移动互联
融合创新队等7 支竞赛队。事实上，一
直高度重视竞赛的电子系不仅以赛促
教、以赛促学，还在与长电科技等大型
企业的深度合作中推行现代学徒制，
成立了首个现代学徒“ 长电班”， 招收
学员20 人， 由企业提供每生、 每年
学费。 在此基础上， 学院还与
5300 元
长电科技、 市职业能力培训培训与鉴
定中心成功申报了“ 工业互联与先进
智造产教融合实训平台”，得到省教育
厅下拨的350 万专项资金， 长电科技
也投入价值207 万的生产设备用于学
生的技能实训。 可见， 只有当高职教
育的示范作用让社会看得见、摸得着，
劳动光荣、 技能高贵的良好社会氛围
才不再虚无缥缈！

体育部王涛

在行业大赛中修炼创意力量
艺术系王银明

心） 评选为例， 在诸多投稿作品中
评委选出入围作品21 份， 企业单
位入围作品占16 份， 院校入围作
品只有5 份。 再如“乐鲨杯”2016 江
苏省服装院校童装设计大赛， 从全
省包括南京艺术学院、 苏州大学在
内的38 所院校的799 幅初评作品
中选出入围作品22 份， 再通过决
赛产生金奖1 个、银奖2 个、 铜奖3
个， 优秀奖5 个。 每年都会有单位
参与但空手而归的， 选手们哪怕是
拿个入围奖也会感到无比光荣。
二、平常心做设计
我们经常对工作室的学生讲

这样一句话： “ 坚持用平常心做好
一件事比别人评价更重要！ ” 因为
有了平常心， 所以今年参赛我们表
现的主题更自由。 拿赵晓菲的银奖
作品来说， 她的设计作品《Number
入儿童最爱的跳格子游戏
Game 》 融
的元素， 将服装与数字相结合， 以
鲜明的色彩展现了儿童的天真与
活力， 很明显在她的设计语言里找
不到成人化的元素， 将童装设计完
全回归到它的本源， 受到评委专家
的青睐。 再如我们获得省十大服装
设计机构的代表作品《LESS IS
大系
MORE 》、 《MORE IS MORE 》 两

列的设计初衷， 分别运用了拼图元
素与折纸元素来进行再设计， 并将
中国传统木刻版画与拼图巧妙结合
在一起。相对于一些企业设计而言，
我们的设计语言更纯粹， 更像一名
勇士， 这种自杀式的原创设计随时
都有可能灰飞烟灭， 但我们依然坚
持把重心放在原创上来， 以创意引
领市场，做有意义的设计。
三、匠心做成品
一件简单的事情重复做好就不
简单，设计也是如此。 在《MORE IS
系列中， 将不同折纸的方
MORE》 的
式以面料的形式呈现并成为服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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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 看似简单却花费了大量的人
力物力， 工作室8 个人压烫衬布做
造型就用了整整十天时间， 每天工
作至晚上十点半才离开工作室， 就
是这样的匠心制作， 才让服饰变得
与众不同。 赵晓菲第一次参加省级
大赛，为使服装更出色，她亲自给童
鞋染色， 使得服装与配饰整体搭配
和谐。 这个炎热的暑假，在自愿报名
的基础上， 工作室选拔了8 名同学
留下来协助完成省国际服装节专业
展示的展品制作及大赛成衣的制
作， 由教研室主任孙斌带队， 陶颖
彦、 潘红梅两位老师指导设计与版
型、工艺，整整一个月十余人坚守在
工作室， 也曾为服装一个小细节更
好地表现而争论。 就这样，大赛的成
衣得到较好的表达， 也使得团队的
专业技能得到总体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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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来， 服装专业师生参与
了江苏省教育厅与江苏省服装设计
师协会主办的一些服装设计赛事，
集体获得了“江苏省十大服装设计
机构（ 中心）” 称号以及四项单项铜
奖、 一项银奖、 三项优秀奖和“ 江苏
省优秀服装设计师”、“ 江苏省十大
首席服装设计师” 等在行业具有影
响力的重要奖项。 作为省内开创人
才培养新模式的代表型院校， 受到
江苏纺织服装网、中国服装人才网、
全球纺织网等门户网站争相报道。
一、竞技的高门槛
无论是全国还是省内的服装
专业赛事， 面向整个服装行业与院
校、 独立设计工作室征稿， 参赛单
位与个人提交大赛主题要求的服
装效果图， 入围率非常低。 以今年
的江苏省十大服装设计机构（ 中

明天如何激励队员们， 到夜里1 点多
钟，最让我意外的事情发生了：队员们
发信息告诉我她们在开会， 最后她们
向我保证：严格执行教练的训练计划，
动作做得不好被教练骂坚决不顶嘴，
身体不舒服也要坚持训练， 并且提出
了要拿金牌的目标！ 在此之前，我从来
没想过要拿金牌， 有几支队伍我看到
过，比我们强很多！ 我们队里除了吴海
林、张然是二年级的，其他都是一年级
学生，训练舞龙时间只有半年多，总训
练次数都没有20 次， 那一刻我激动
了！ 在后面的集训中，没有一个女生因
为身体原因放弃训练， 每一个女生都
因动作做得不好被我骂哭过， 大家一
天都没有休息， 一起朝着金牌的目标
努力前进！
集训结束的时候， 整个队伍的水
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7 月29
日，我们来到江苏师范大学开始了为
期6 天的比赛。 从宿舍到食堂每次要
走30 多分钟， 所以早上起床出来比
赛到中午吃完饭等下午比赛的时间
都非常紧张，中午大家都是在树荫下
等待着下午的比赛。 由于天气炎热，
每次比赛时队员们的衣服都好像在
水里洗过。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的队
员还是很好地完成了比赛， 获得女子
规定动作的金牌、 自选动作的银牌！
很多教练对我说： 你们提高太多了，
你们是下了大工夫的！ 我想说： 姑娘
们，你们是我心中最美的女孩！ 在你
们身上，我看到了龙的精神！ 我可以
骄傲地说：我们就是龙的传人！

馆步行到比赛场
地， 晚上回旅馆
后， 还调试到凌晨
两三点钟。
上海的比赛结
束后， 范欣悦、 伍
孙宇、 刘伟、 武梦
梦和孙运涛五位
同学又马上加入
到苏春芳、 周建林
和曹雪花老师带
队的机器人创业
大赛的准备工作计
中。 机器人创业大算
赛更侧重于创意机
创新和项目的产系
业化， 相对倪
赛更贴峰
Robotac 比
近生活， 我院选取
能环保家居系
《智
统》 作为参赛项
目。 时值盛夏7
月， 老师和同学们
冒着高温酷暑， 食
宿都很艰苦， 但这
群可爱的人无怨
无悔， 一直坚持到
下旬， 并长途
7月
跋涉赶赴哈尔滨
工业大学参赛。 武
梦梦同学赛后感慨说：“ 通过这
次大赛， 我看到了与国内知名
院校的差距， 看到了很多高科
技产品和前沿的设计， 受益匪
浅， 但我们江阴学院也有可取
之处。 ”
从08 年参加长三角电脑鼠
走迷宫邀请赛开始， 我们计算
机系嵌入式专业团队参赛的脚
步从未停歇过：11 年的苏大杯
江苏省机器人大赛、 常熟理工
学院的未来伙伴杯全国机器人
大赛、12 年的博创恩智浦杯全
国机器人大赛、13 年的博创杯
全国机器人大赛、15 年的无锡
市创业大赛等， 到处都留下了
计算机系师生的身影。 积微成
大， 陟遐自迩。 相信， 我们嵌入
式专业在今后的比赛中会取得
更好的成绩， 伴随学院的事业
蒸蒸日上!

校园的路灯亮了起来， 同事们
都已下班许久了， 总有一位老师还
在办公室里忙碌着。 他， 就是江苏
省优秀共产党员、 学院学工处处
长、人民武装部部长陈斌。
说起陈斌同志， 和他一起工作
过的老师都是满怀钦佩之情： “ 他
的工作能力和执行力极强， 处事公
正， 具有很强的工作责任心和敬业
精神。 我们愿意听他的， 不是因为
他是领导， 而是深深被他的人格魅
力所吸引。 ” 身为学工处长和人武
部长， 陈斌有效调动起了部门全体
老师的积极性， 出色地完成了学生
日常教育管理、 心理健康教育、 资
助管理、 军事人武等多项工作。 陈
斌同志特别具有钻研精神, 凡事都
做到精益求精, 大到德育条线工作

心系学生 无私奉献
记江苏省优秀共
产党员陈斌同志
吴正毅

的规划、 小到购买插座这样的琐碎
事务， 他都会主动站到第一线， 把
事情处理妥贴。 学工处的唐娜老师
笑着说：“ 陈处做事特别高效， 平时
一起走路， 我们都得小跑才能追上
他。 ” 而遇到荣誉评选、 课题署名
这样的事情时， 他又往往主动后
退， 愿意把机会让给更多的年轻教
师。
陈斌同志在全面推进成功素
质教育， 切实提升学生职业素养方
面做了大量扎实有效的工作。 他非

常关心贫困学生， 扎实推进了学院
的资助帮扶工作。 他梳理完善了资
助管理制度， 提高了院级奖学金的
奖励标准， 改进了助学金的评定发
放流程， 设立了院级助学金。 组织
了省外学生座谈会， 设立发放了边
远省份学生交通补助。 去年， 在反
复沟通商谈后， 他详细而规范的策
划书打动了陆镇后人， 最终促成了
陆镇教育生活补助金在江阴学院
的设立， 双方签订了《 捐资济贫助
学协议书》，2015 年度首次资助额

余万元， 对学院的贫困学生来
说， 又是一个值得振奋的好消息。
平时在生活中， 遇到学生有困难，
陈斌同志也会慷慨解囊， 先替学生
垫付钱款。
一直以来， 陈斌同志将学生的
情感教育作为学生管理工作中的重
点。高职学生的自主意识普遍很强，
他们要求独立， 要求个性能得到充
分展示。对这些合理的要求，他在管
理中给予充分的尊重， 但并不是放
弃教育，而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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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引导。 因为尽管这些学生生理
上已成年， 但由于社会阅历不足等
局限， 他们的认识能力和道德感未
臻成熟， 对人对事和自我评价往往
不客观、 不全面、 不稳定， 所以他就
将自己定位为学生的朋友， 以自己
的阅历给学生以忠告和引导。 他非
常注重学生的心理健康， 除了积极
推动心理健康课程体系的建设之
外， 还直接参与了心理危机防控工
作， 介入重点心理危机性人员的处
理，干预处置了多例心理危机事件，
帮助不少心理脆弱的学生走出困
境、重现笑容。 心系学生，廉洁从教，
作风正派， 乐于奉献…… 这些正是
老师和学生们对于陈斌同志的一致
评价， 也是一位优秀共产党员品格
的闪光之处。

我是绽放在 G20 峰会上的“青荷”
我院G20 志愿者心情实录
青荷” 是G20 杭州峰会志
“小
愿者的代名词， 其含义是志愿者们
恰如一朵朵盛开的青色荷花， 青春
朝气，无私奉献。 我院管理系的58
名同学幸运地成为了G20 峰会上
的环境志愿者， 并圆满完成了各项
任务。 回顾那段经历， 他们都收获
满满。
刘昕：我见到了奥巴马
第一次进入G20 瑰丽辉煌的
会场时，我无比震撼！ 随后，我和同
学们开始了艰苦的培训， 大家分别
被分配到新闻中心、 媒体用餐区、
客房等地， 而我被安排到了奥巴马
休息区。 虽然我们只是承担普通的
卫生区日常清洁工作， 但是一切必
须按照中国接待外宾的最高规格
来执行， 例如所有的手帕纸在使用
之前都必须叠成三角形。 峰会期
间， 我近距离地见到了美国总统奥
巴马， 还作为试音人员坐过习总书
记的位置， 这些都是我以前想都不
敢想的事情！
在这里， 我获得了很多志愿者
的友情， 收获了知识与见识。 我近
距离地了解到曾经颇觉神秘的国
家领导人的衣食住行， 更明白了一
场高端会议活动的顺利举行离不
开每一个工作人员的辛勤努力。 我
骄傲， 虽然我只是一名小小的志愿
者， 却也为保障峰会的完美的运行
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祭钰： 有过这段经历， 再也不
怕困难

从来没有想过，我的20 岁生日
会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度过—
为
—— 作
会的志愿者， 我正在接受艰
G20 峰
苦的培训。正式进入酒店客房之后，
领班从礼仪开始培训， 再手把手地
教我们怎么铺床、 砸单、 套被子等。
掌握了技巧， 平常再普通不过的铺
床叠被都变得有趣了。 也是通过培
训， 我们才知道打扫一个房间需要
用到很多种抹布， 不同颜色的抹布
有它不同的用处， 不同种类的清洁
剂有它不同的功效。 我并不是学酒
店管理专业的， 但这次学会了很多
专业的酒店用语和礼仪， 例如进入
任何一个房间都首先要敲门说
务员”， 心里默数
“house keeping 服
之后继续重复， 重复三遍后如
6秒
果没有应答再拿房卡开门， 房门要
开30 度角再次询问是否可以进门，
这才是完整的进门流程。
里， 虽然我们流了汗、 流
25 天
了泪、流了血，但是收获的是一笔巨
大的财富，无论以后遇到什么困难，
回想起这些天的经历， 就没有什么
过不去的坎。
王慧云：虽然特别累，但我很开
心
刚来到培训现场的时候， 场地
特别脏，一天打扫下来累得很，常常
回到宿舍就躺在床上不想起来了。
有一次，我累得实在忍不住，在宿舍
里哭了。 妈妈和我视频通话时发现
我眼睛红红的，特别心疼，一直劝我
回家，但我还是决定坚持下去。

其实， 我们在酒店还是感觉到
很温暖的。 带我们的领班和阿姨知
道我们都还太年轻，经常帮助我们。
领班说我们的工作虽然平凡， 但是
我们保洁员也是G20 峰会质量的
保障！每天晚上，我们志愿者之间会
饶有兴趣地查看每人一天的总步
数，基本都不少于3 万步，有的同学
把鞋底都磨破了。
峰会期间，我认识了好多军人、
记者、保安、阿姨以及其他学校的学
生，我们互相帮助，互相鼓励。 我觉
得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 虽然干活
特别累，但我很开心！
谢延安：高质量地完成任务
这段时间我学会了坚持不懈，
不因为工作的重复而烦躁。 在媒体
用餐区，我们前20 天经历的就是擦
玻璃、 洗地、 擦墙面， 玻璃上不能留
有手印，地面上不要有脚印，墙面上
不要有污渍。每天做着一样的工作，
每天8 个小时，基本一直在站着。期
间我们许多同学的脚底都起了水
泡，但是我们都坚持下来了。峰会期
间，我们开始三班倒，垃圾桶的垃圾
不能超过三分之一， 有水的垃圾袋
要马上更换， 烟灰缸里的烟头不能
超过3 个…… 虽然每天都很辛苦，
但是很充实。
峰会结束已经有大半个月了，
我依然记得主管说过的， 自己的事
情要学会自己承担责任。 这段经历
教给我的， 就是随时都要高质量地
做好属于我的工作！

校园公益从我做起
艺术系海普志愿者团队在行动

九月的校园， 微风中夹着甜甜
的桂花香， 新生们都说这香味让他
们想起了家的感觉。 然而， 漫步校
园， 我们却发现一夜之间很多的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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圾箱、 指示牌、 电线杆上都贴满了
贷款小广告。 艺术系海普志愿者团
队积极商量对策， 跟保卫处宋爱平
处长联系， 追寻这些贷款广告的张
贴来源。 另一方面，艺术系学生
会主席吴决、 海普志愿者队负
责人业超、 袁巧玉、 秘书部刘鸿
文、 自律部唐处处等同学按区
域分工， 记录所有小广告张贴
的位置， 然后交由秘书部汇总。
随后， 由学生会各部门的部长、
副部长牵头， 带领艺术系的学
生会干事， 利用每天课余休息
的时候到自己负责的区域将广
告铲除干净。
从学院的主干道走过， 我
远远地看到孩子们迎着阳光
或蹲着、 或惦着脚， 女孩子拎
着水桶， 泡着洗洁精， 先用浸
泡过的钢丝球擦， 然后用铲刀
慢慢地铲除多余牢固的纸屑。
实在细小的位置， 孩子们就用
指甲慢慢地划， 基本清除了小
广告后， 他们又用清水把原张

贴垃圾广告的位置清洗干净， 用
干毛巾擦干， 再将地面清扫干净
后离开。
在此次活动中， 孩子们很辛
苦。 我叮嘱他们一定要记得先去
吃饭， 不要耽误了吃饭洗澡的时
间。 孩子们总是抬起汗渍渍的脸，
笑着说： “ 没关系， 参加这样的公
益活动， 不仅净化了校园的环境，
还让大家知道这样的贷款是不规
范的， 可不能让这样的小广告坑
人。 ” 而老师和学长则告知新生，
如果学生生活中真的遇到了困
难， 学院的助学金、 奖学金、 绿色
通道贷款等多种途径都可以帮助
大家完成学业。
这次活动不仅让学生们（ 尤其
是新生）知晓了防诈骗知识，也激发
了大学生们开展公益实践， 弘扬公
益精神、 宣传社会公德的热情。 海
普志愿者团队的学生们用自己的实
际行动， 给师生们留下了值得信任
的美好印象， 为建设文明和谐校园
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陈小旭为意大利总理伦齐先生一行指引会场
今年6 月，我从江阴学院旅管 会的现场服务，
专业正式毕业了。 由于之前我在学 非常遗憾。 可是
州开元 峰会结束之后，
院的校企合作单位—
—— 杭
名都大酒店里实习表现很好， 毕业 被称为“ 最年轻
后我便成为了酒店的正式员工。 刚 的总理” 的意大
听说G20 峰会时，还觉得离我很遥 利总理伦齐先生
远，没想到，机会忽然来了，我有幸 送来了一个大惊
参与到G20 相关的酒店服务工作 喜—
选择在
—— 他
中，也收获颇多。
我们酒店召开
峰会期间，我的工作跟平时是 G20 之后的新闻
有很大变化的， 工作时间调整了， 发布会。 在接到 参
工作内容改变了，服务对象也有所 通知的那一刻
不同。 以前我的工作时间基本是固 起， 我们拿出专 与
定的，而峰会期间，我们实行轮班， 业水准开始为伦旅
以保障24 小时的优质服务。 工作 齐先生准备会管
内容上，也由原来的包厢服务扩展 场。 会场布置完专
到迎宾、引领、餐间服务整个流程。 毕， 我们早早地业
峰
变化最显著的就是服务对象了， 以 在等在电梯口迎毕
业
前我们的服务对象是商人居多， 而 接。 伦齐先生的生会
峰会期间，我们接待的全部是中外 保镖是先到的， 酒
媒体， 共有18 个国家1500 余人。 帅气亲切， 我称陈店
这些变化使得我对服务有了更多 呼他“ 小胡子先小服
的认识，对自我提高也有很大的帮 生”。 他亲切地跟旭务
助。
我们合影。 将近 有
在学校时， 老师常会问我们： 晚上七点， 伦齐 感
务是什么？ ”“想客人之所想！ ” 先生抵达酒店。
“服
我们都会这么回答。 在酒店的实践 年轻、 帅气、 亲
中，我真正体会到了这一点。 我们 和， 这是他给我
一直都在用心做， 不分对象， 不分 的第一印象。 我
时间。 我们会因为峰会安全保障组 们把他引领至会
成员的一句“天热没什么胃口” 而 场， 然后在一旁
在餐间提供温的柠檬水开胃； 我们 等候， 准备随时
会因为中央电视台台长聂老师的 提供服务。 新闻
一个满足的表情而提供不一样的 发布会的时间很
馄饨，因为一声称赞而为其精心准 短， 一结束伦齐
备杭味十足的肉包；我们会因为央 先生就离开了，
视名嘴白岩松老师的一声咳嗽和 但是他和他的团队给我们留下深
一次清嗓而提供温开水，根据他每 刻的印象。
一餐所选的食物为其搭配好当季
这次难得的实践机会让我至
的新鲜水果；会因为一个媒体人离 今想起仍激动不已。 G20 峰会已经
店前一晚的一句无心之谈而连夜 结束了， 我的工作仍在继续， 我更
搜集他想要的那一整套明信片， 并 加坚定了我做酒店人的决心。 机会
在离店前成功地送到他手里。 现在 只会青睐有准备的人， 幸好， 在每
的我们， 用行动去实践“ 想客人所 次想要放弃的时候， 我还是咬牙坚
想”。
持了下来，才能有这么多惊喜与收
因为种种原因，我没能参与峰 获，我会一直努力！
G2O

的下半年， 学院舞龙队
2010 年
成立了！ 从中华龙舟大赛开幕式演
出， 到参加江苏省的各种比赛， 有央
视直播的兴奋， 有比赛获奖后的自
豪， 也有演出失败后的沮丧， 但真正
让我感动的是2016 年参加全国大学
生舞龙比赛。

今年6 月，我院舞
龙队报名参加了全国
第九届大学生舞龙舞
狮锦标赛，从申请参赛
到完成运动员资格注
册，整整用掉了一个月
时间。 期间，队员们还
在为周庄镇运动会的
开幕式进行训练。 7 月
员们准时回到
，队
5日
学院， 开始了25 天的
艰苦集训。 前两天，姑
娘们表现得非常兴奋，
时常跟我开着玩笑，整
个训练馆充满欢声笑
语； 两天后， 肌肉僵硬
伴随着浑身的酸痛赶
走了姑娘们脸上的笑
容，大家手臂开始抬不
起来，膝关节开始不能
弯曲，随之而来的就是
动作变形， 失误增多，
跌倒摔伤也就成了家
常便饭。 姑娘们开始了
犹豫、 后悔， 有人跟我
说不练了， 想回家了，
连队长吴海林情绪都
非常低落， 她原本放弃了假期的实习
工资来集训，结果却看不到希望。 我知
道最艰难的时刻到了， 我找来吴海林
和张然谈了很久， 让她们告诉大家先
想想在接近40 度的天气里来学校的
目的是什么，就这么灰溜溜地回去？ 谈
完话已是晚上10 点多了，我仍在考虑

盛夏7 月， 我和杨立志、 苏
春芳等老师带队参加了由共青
团中央、 全国学联举办的第十
五届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
我们参加了其中的Robotac 和
机器人创业大赛两项赛事， 都
获得了全国三等奖的成绩。
上海国家
， 在
7月
5-9 日
科技馆举行了Robotac 赛事。
我们三位老师带领15 嵌入式
班的孙运涛、 刘伟、 张兴宇、 范
欣悦、 武梦梦、 任园园和伍孙
宇等7 位同学组队参赛。
事注重机器人对抗
Robotac 赛
和团队协作， 以攻击对方机器
人和堡垒为目标， 趣味性和对
抗性强， 对机器人的设计制作
有非常高的要求， 同时也非常
考验参赛选手现场的反应能
力和控制技巧。 我院是第一次
参加此类比赛， 从2015 年12
月提交报名表后， 几位老师就
着手挑选参赛选手并策划设
计比赛用机器人。 因为缺乏参
赛经验， 大家只能利用课余时
间一遍遍地观看往年的比赛
视频， 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
逐步完善机器人的设计构思。
为了应对4 月份的中期检查，
几位老师带着参赛选手利用
周末放假时间， 加班加点， 终
于在中期检查前完成了机器
人底盘的制作及运动控制功
能， 顺利从60 多支参赛队伍
中杀入32 强决赛圈。 此后， 老
师和同学们感觉压力更大了，
楼的机器人工作室是老师
4号
和同学们训练的基地， 除了平
时的日常教学时间外， 大家都
全身心地扑在了比赛上。 刘伟
同学在焊制电路板时手被飞
溅的松香烫出一个个血泡； 孙
运涛和张兴宇同学一遍遍地
拆装机器人， 手上被划出一道
道伤痕； 范欣悦、 武梦梦和任
园园同学为了调试程序通宵
达旦， 伍孙宇同学一遍遍修改
解说词…… 所有的一切都只
为了赛场上的3 分钟时间。 为
了节省比赛经费， 同学们顶着
烈日拖着沉重的器材箱从旅

，

我们传承了龙的精神

，

奖励力度加大不会导致新的不
平衡
新办法不仅对省级以上竞赛的奖
励力度大幅增加， 还给予指导老师每
年每队1000 元的训练补贴。 奖励和补
贴都来自学院用于对教师进行绩效考
核的30%的总盘子， 竞赛切走了更大
的蛋糕， 会不会导致新的不平衡？ 对
此，教务处副处长陈伟军介绍说：有作
为，有回报，天经地义， 我们就是要在
全院范围内营造尊重技能、 劳动光荣
的氛围。 事实上，学校在这一块支出得
越多，说明我们师生的职业技能越强。
学院竞赛奖励支出了3 万元，15
14 年
年奖励5 万余元，16 年截至目前共获
得了包括“ 江苏省高职技能大赛会
计”、“江苏省高职技能大赛服装设计”
等在内的12 项奖项，奖励额度会有所
增加，但不会有大的影响。 同时，学院
还对各种赛事的级别进行了科学界
定， 如国家级竞赛组委会举办的江苏
省赛区选拔赛为省级赛事。
竞赛背后是要发挥高职教育的
示范作用
高职教育的核心在校企合作。 陈
处长介绍说：大赛是真刀真枪的实际

，

为更好地鼓励教师、学生参加各
类科技和技能竞赛，加强对学生实践
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培养，学院近期出
台了《江阴职业技术学院学科和职业
技能竞赛管理办法》。
新办法更鼓励高层次竞赛
子系蒋国家、 张
，电
2014 年
4月
欠欠、 庄永运三位同学获得了2014
年江苏省高等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电
子产品设计与制作项目一等奖。 5
月， 学校即出台了《 江阴职业技术学
院技能竞赛奖励办法》， 对参加省赛
获一等奖的三位学生分别给与了
的奖励； 相比之下， 新办法更
1000 元
鼓励高层次竞赛： 凡获得省级竞赛
一、 二、 三等奖的师生奖励额度增加
到4000 元、2000 元和1000 元， 而对
市级和校级竞赛的奖励额度则相应
作了下调。 新办法还规定：参与赛前
集训的学生可以免修或免考当学期
指定课程；在省级竞赛以上获奖的学
生还可获得2-12 分不等的学分， 用
以抵充课程学分；所有参加集训和获
奖的学生还将获得相应的成功素质
学分，并在各类奖学金评选中享有优
先条件。

校园生活 3 版

机
会
总
是
青
睐
有
准
备
的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