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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武中国画作品展》序言

：

□

中国山水画简称“ 山水”， 是以自然山 了较扎实的笔墨基础。 创作师法宋元，尤取
川景观为主要描绘对象的中国画艺术。 对 密体， 山重水复、 咫尺千里， 渴笔与焦墨并
于学习者来说， 这个过程需要长期系统的 用， 初成体面。 在当下喧嚣迷离的都市中，
临摹写生来支撑。 临摹即师古，学习山水画 能够有着自己明确的学习方向， 沉心静气、
的基本规律、 技法和画理； 写生则是师造 专注艺术、 孜孜以求， 实属不易。 不断有作
化， 在自然界中体会理解古人画理， 也为日 品参加江阴、 无锡乃至江苏省的专业展览，
对一名在校大学生来说，可喜可贺。
后的创作作准备。
立武艺友从小爱好中国画， 坚持临古。
适值画展开幕之际， 衷心地祝贺展览
在中学时拜新沂美协主席程庚平为师， 比 圆满成功， 祝愿立武在艺术之路上走得更
较系统地学习中国画， 直至来江阴学院艺 远、收获更丰盈！
术系学习期间，更加勤奋。 令人赞许的是他
陈亮
丙申岁末于适园
的学习路子很正， 在临古中不断深入， 积累

陈立武画作

时光是一条无法倒流的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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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为伍，与云雾为伴，以野果充饥，以清泉解渴。
他几次遇到生命危险，出生入死，尝尽了旅途的
艰辛。 但他不屈不挠，在跋涉一天之后， 无论多
么疲劳，无论在什么地方住宿，他都坚持把自己
信戚环宇
□ 15 电
考察的收获记录下来。 他的坚持被后人整理成
摊开历史的画卷，总会有一些人、一些事，透 的。 凭吊“霞客寻源”、唐公碑、谒咏江诗碑、摩崖 书， 成为了被誉为“ 世间真文字、 大文字、 奇文
过泛黄的纸面向我们缓缓而来。 或多或少，或近或 石刻，古文化在此绽放出璀璨绚丽的光芒； 被长 字” 的《 徐霞客游记》， 被世人广为传颂的同时，
远。 “礼有旧制，不能因父子感情，而废先王礼制。 ” 江冲刷、历史风云际会的古渡口、渡江第一船等 也为中国的地理学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为避王位“弃其室而耕”于舜过山下的季札，只有 文物故址，带给我的更是那幽幽的怀古情思； 古 时光的脚步从未停止， 岁月的刻痕是那样
暨阳这方乐土能够容纳下他如此谦虚的品格啊； 鹅鼻积雪、看听潮阁，临江品茗，仰看云舒、 俯瞰 的明显。 徐霞客早已离我们远去，但他的精神却
“清
风若解行人意，一路随君天下游”，在那个以拥 水流，听涛声阵阵、拂习习江风、俨若仙境。 “ 山 一直激励、鞭策着每一位江阴人。
戴君王为爱国表现的年代，徐霞客放弃世俗观念， 环芙蓉城，私怪鹅鼻状。 奔腾镇长薄， 大石凛相 生于今时的我们， 不能做出像季子三让王
不畏艰险， 将沉甸甸的爱国情怀寄托在了对祖国 搞。 ”滨江美景净收眼底。 此刻，迁客骚人都有想 位那样的伟大之举； 也不能像徐霞客一样用脚
丈量这个世界；也不会人人都是那个好村长。 但
大好河山的丈量；“忠心为党、 赤心为国、 热心为 咏诗一首的兴致吧？
民”， 我们的吴仁宝老书记倾其一生诠释了这句 我伫立在鹅鼻嘴江畔，听着水流的拍岸声。 放下手机， 去感受来自一个古城的熏陶却是切
话，并亲手缔造了“天下第一村”的奇迹。 暨阳这幅 扑面而来的宏伟气息， 那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 实可行的。 无论学业多么繁重、工作多么劳累，
优美的画卷等待我们每个人去翻阅……
杰作。 这不经意间让我想到了为推翻古经书上 挑一个风和日丽的周末，和朋友、亲人一起徜徉
大一一次偶然的机会， 我跟随学生会来到 的长江发源地而奔波一生、 用自己的执着诠释 在这座小城，用心去感受古暨阳之美， 相信你会
了江阴要塞风景区鹅山景区。 置身这座秀美的 爱国精神的徐霞客。 戴上远游冠，作别豁达的母 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滨江公园，听着学长的介绍，不禁浮想联翩。 公 亲，背上母亲的期盼与世俗异样的眼光， 远走他 我爱暨阳。 爱她江尾海头的地理位置，爱她
园将楼、 亭、 阁、 廊等建筑落于山、 水、 桥、 炮之 乡。 这一年，他二十二岁。 直到五十六岁逝世，三 崇文重教的文化底蕴， 爱她忠义之邦的传世美
间， 将人文与自然景观融为一体， 虽由人作， 但 十多年间，他先后四次进行了长距离的跋涉， 脚 誉…… 暨阳的历史，犹如这奔腾不息的长江水，
宛若天成。 置身景点中，得到的享受亦是多层次 步遍及半个中国。 他不避风雨，不怕虎狼， 与长 源远流长，千古流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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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两项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立项

本报讯江苏省教育科学“ 十 钢主持的项目“ 中外合作国际职
三五” 规划2016 年度课题经北 业资格认证背景下高职自动化专
京、 上海、 浙江、 山东四地规划办 业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实践与研
组织专家异地评审， 并经省教育 究” 入选“ 青年专项
·职
教重点自
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审批， 立项名 筹”项目。
单已于近日公布， 我院有两项课 此次两项省级课题的入选，是
题成功入选。 其中刁丽英主持的 对我院教师整体教科研水平和教
项目“ 基于TRIZ 理论的高职大学 科研管理工作的肯定，也进一步激
生创新能力培养的研究与实践” 发了我院广大科技工作者科技创
入选“ 职教重点自筹” 项目； 沈灿 新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周亚娟）

学院两会代表积极参会并建言献策

提升理论素养 落实“十三五”规划

党员干部冬训学习省市会议精神

本报讯2 月17 日上午，学院召开 之长、 干群素质之长， 勇于补创新之 脚于人， 切实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针
中层以上干部学习会， 院党委书记、院 短、 城建之短、 生态之短、 富民之短， 推 对性、 有效性。
长钱红带领大家集中学习中共江阴市 动江阴各项事业打开新局面。 省委书 在学习中，钱红书记明确要求全体
委十三届二次全体（ 扩大） 会议精神和 记李强在全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 干部在新的一年里闻鸡起舞，进一步提
省委书记李强在全省高校思想政治工 上强调： 要把正确的政治方向、 价值导 升大局意识、 责任意识、 担当意识和核
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 以此引领学院 向贯穿到立校办学、 育人育才的全过 心意识， 扎实推进“ 十三五” 发展规划，
程， 重点解决好“ 为谁培养人、 培养什 再现“ 长风破浪会有时， 直挂云帆济沧
的各项工作迈向新台阶。
2017 年
在中共江阴市委十三届二次全体 么人”、 “ 办什么样大学、 怎样办好大 海” 的学院气概， 用心培养高素质的现
（扩
大） 会议上， 无锡市委常委、 江阴市 学”、“ 不适应新形势、 跟不上新变化” 代班组长型人才， 为推进全省“ 两聚一
委书记陈金虎在全面回顾2016 年工 三个重大问题。 他指出： 高校要持之以 高”和“强富美高”新江阴建设作出新的
作的基础上， 提出2017 年要善于扬实 恒地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贡献。
体经济之长、 自然区位之长、 人文底蕴 观， 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着眼于人、 落
雪梅)
(方
，注
定是值
2017 年
得期待的年份： 党的十
九大隆重召开， 建军90
不 周
年， 江阴撤县建市30
周年， 明末著名地理学
辱 家、 旅行家徐霞客诞辰
周年， 还是学院建
校40 周年。
使 430
作为县级市创办的
地
方
高职院校， 学院的
命 钱使命就
是源源不断地为
红江阴行业、 企业培养“ 下
得去、 用得上、 留得住”
勇 的
高技能应用型人才，
为其输送一大批具有核
心能力的现代班组长，
于 为
建设“ 强富美高” 新江
阴
做
贡献。 不辱使命，
担 勇于出
担当， 就是要不断
踪江阴行业企业发展
当 追
状况， 密切关注产业转
型升级形势， 真正达到
国务院《 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
的决定》 所提出的要求：“ 服务经济社
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 推动专业设
置与产业需求对接， 课程内容与职业
标准对接， 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
接， 毕业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对接，
职业教育与终身学习对接。 ”
学院“ 十三五” 发展规划已经制
定。 当下， 我们需要的是撸起袖子加
油干。 一是深化改革。 通过教育教学
改革， 不断认清和把握高职教育发展
规律， 提高教育教学发展和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的匹配度。 江阴市“十三五”
规划明确提出： 到2020 年， 我市技能
人才总量要达到24 万人以上，其中高
技能人才达9 万人以上， 高技能人才
占技能劳动者的比例为37% 以上， 即
每万名劳动力中高技能人才须有800
人以上，60% 以上规模以上企业实现
在线网络平台全员培训。 作为培养“现
代班组长”型人才的摇篮，学院肩负着
义不容辞的使命。 二是锐意创新。 江阴
要推动企业加大技术创新、品牌创新、
商业模式创新和管理创新力度， 提升
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需要一大批具有
创新能力的现代班组长型人才。 今
后， 学院要把学生的创新能力培养摆
到更加突出的位置。 三是文化育人。
高职生不但要学技术技能， 还要懂做
人，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校园文化要
着力培育三种文化：江阴地方文化、优
秀企业文化、大学学术文化，让文化真
正成为引领高
职生未来发展
小评论
的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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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无眠的夜里于枕边缓缓流淌， 藏在心中的信
笺，被风的手指轻轻摩擦。 天空中下着沙， 流浪
的蚂蚁找着回家的路，低头说着想念。
秋天瘦了，思念是饱满的果实挂在枝头。 寒
湘红
□苏
露已过， 是处红衰翠减， 浓浓的想念沧桑了容
岁月摆弄着她的相框， 恍惚间我又回到了 在床上的你拖去坐落在山坳口的那个小学校 颜，下了霜的老地点，还在连绵不休地说着那曲
儿时的弄堂。 墙壁上的涂鸦泛着微光，羊肠小道 吗？ 你还记得是谁把自习课上趴在课桌上睡觉 曲折折的故事。
铺满了五彩的细石。 我知道我在想念，想念小时 的你拍醒，让你免受老师的责难？ 你还记得你坐 而今夜，陌上花开， 我采撷一段时光在掌中
候那浩瀚的星空，想念那葱郁的山坡，想念那一 在那个开满了天窗的教室， 用方言往外大声喊 发酵，看见儿时我的结发新娘站在陌上， 细听远
眼望不到边的自由。
的那个名字吗？ 我想你一定记得。 那是你过早衰 山飘来的一曲清歌。 此时的她绽放的每个笑颜，
夏天的夜晚，萤火虫绕着四季青打转，还有 老的白发母亲， 她气喘吁吁地为你捎去的是几 都是朵朵纯白的雏菊。
人都说少小离家老大回， 那一年三号米的
我总抓不到的那只练习跳远的蟋蟀。 我静静地 个刚在火灶里用火灰烤得泥香的红薯。
伏在奶奶的膝上，摇摇椅哼着催眠曲，纳凉的树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 回到那段梦想和风交织 诱惑载走了我， 从此故乡于我留下的尽是无尽
荫影子笼罩了整个门前的晒台， 四周伴着聒噪 的岁月，所有的路都没有分岔口，我们还可以赤着 的牵绊。 光阴流转，此心不变， 我想大概是儿时
的蝉鸣，还有时而闯进耳朵的蛙叫。 我以为我什 双脚、赶着羊群满山坡地奔跑，用芦苇杆编织的武 的风在流浪的路上亲昵地耳语， 所以每一个回
么都知道， 却忽略了一只在土壤里小心喘息的 器互相追逐，打一场野仗后，大汗淋漓地立在高高 忆的点都是诗情画意。
昆虫，它的声音惊醒了一朵睡着的花蕾。
的山顶看风景， 然后不经意间又成为别人眼中的 如今，时间于我已是无法倒流的河水， 斑驳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匆匆那年， 你还记得那 风景。 然而所有的一切都已定格成一张老照片。 的容颜只能在爱的牵引里褪色成镜子里年轻的
一年是谁黑着一张脸每天早上充当闹钟， 把赖 那些打马而过的旧时光， 如今只能在每一 模样。

澄江福地 美丽暨阳

无人能够否认， 柴
可夫斯基（1840—1893）
是真正够得上享誉世界
的杰出作曲家。
柴可夫斯基学习法
律出身， 音乐只是他进
入大学后的选修课， 但
这并不妨碍他在学生时
代还不懂任何音乐理论
时就开始尝试写音乐。
他在21 岁那年进入俄
罗斯音乐协会的音乐班
学习， 正式开始了音乐
生涯。 此后，他的第一段
婚姻非常不幸， 妻子对
音乐毫无欣赏眼光， 他
曾一度想要自杀。 在结
束第一段婚姻后， 他为
了生计无法全身心投入 方
创作， 只好同时从事教 重
育工作。 后来，他受到梅 凯
克夫人的资助， 并进入
创作的高产期。 当然，他
与梅克夫人的交往始终
停留在书信上， 不管书
信中他们的言辞多么的
热烈， 两人的关系都不
曾越雷池一步。
柴可夫斯基的一生
中有大量非常成功的作
品， 交响乐如第四、 第
五、 第六交响曲， 歌剧如
《叶
甫盖尼
·奥
涅金》、
桃皇后》， 舞剧如《 睡
《黑
美人》、《 胡桃夹子》、《 天
鹅湖》， 协奏曲如降b 小
调《第一钢琴协奏曲》、D
大调《 小提琴协奏曲》。
部分作品如《睡美人》、《胡桃夹子》、《 天鹅
湖》 甚至被改编为电影， 为全世界的人们
所熟知。 他作品的深远影响一直延续至
今， 当今中国的柴可夫斯基爱好者们， 都
亲切地喊他“老柴”。 同为作曲家的斯特拉
文斯基， 则称他“ 我们所有人中最彻底的
俄罗斯人”。
老柴创作的核心无疑是民族主义。 这
不仅体现在他的作品中饱含俄罗斯民族
乐派的风格，也体现在他的作品中流露出
的对俄罗斯沙皇专制制度的批评和对饱
受苦难的俄罗斯人民的关心。 他的作品中
总是饱含着强烈的个人情感，有的充满了
对生活的美好憧憬，也有的带有浓烈的悲
剧色彩。 《天鹅湖》的故事我们大家都耳熟
能详， 它取材自俄罗斯民间童话， 采用交
响乐曲式， 讲述了一个美好的爱情故事，
并以美满的结局收场。 而老柴的最后一部
作品《 第六交响乐》 则表现出强烈的悲怆
情绪，因此又被称为《悲怆交响曲》。
老柴生活的时代是俄罗斯沙皇专制
统治的后期，他的作品当然也留下了时代
的烙印。 官方对他的评价是“他热爱祖国，
关心俄国人民的命运，但他又看不到俄国
社会的出路。 他从生活中深深感受到俄国
政治的黑暗与腐败，但他的政治态度却又
是保守的王朝拥护者。 这种无法克服的矛
盾不断促使柴可夫斯基对祖国的前途、 社
会的出路、 人生的意义进行深刻的思考，
并把这种生活感受融化到他的创作中
去。 ”
这样创作出来的音乐， 老柴自己是
有数的。 据说他的作品都有一定的演奏
难度， 我们的老师将这归因于老柴的炫
技。 我还听说1874 年， 他完成了第一钢
琴协奏曲后， 前去来看望音乐家尼古拉
·
鲁宾斯坦， 并为他弹奏了这首协奏曲， 希
望得到他的建议。 老柴回忆道：“ 我弹奏
了第一乐章， 没有一个字， 没有一点评
论。 那是多么的愚蠢和不能容忍， 一个人
为他的朋友准备了食物， 他的朋友吃了，
但没有说一句话， 说点什么吧！ 看在上帝
的份上， 即使不表扬， 请发表点意见。 我
增强自己的耐心， 一直弹奏到最后。 沉默
了许久之后， 他终于开口评价整个协奏
曲， 他觉得这首协奏曲完全没有价值， 提
出很多修改的意见”， 最后， 老柴决定：
“我
不会修改任何一个音符！ ”。 这是老柴
的自信与高傲。 但老柴这份高傲， 没有使
他显得不近人情。 相反， 在我眼里， 老柴
更接近一个有血有肉的活人， 使我感受
到了他作为一名艺术家的自尊—
—— 当
然
还有可爱， 而不仅仅是一个遥远的艺术
符号。 这或许也是他成为一个彻底的俄
罗斯人的原因之所在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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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6 年12 月29 日，我院艺术系14 视觉传达1 班的陈立武同学在学院新实验楼五楼展厅举办了《 陈立武中国画作
品展》。 江阴书画院院长陈亮欣然为陈立武的作品提笔作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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撸起袖子加油干，以实绩向建校 40 周年献礼
新学期工作会议明确学院发展新思路

本报讯2 月18 日上午， 学院 奋进，坚韧不拔，争创一流”的学院精
在大礼堂召开了新学期开学工作会 神， 在人才培养、 德育工作、 教学科
议。 学院党委书记、院长钱红同志发 研、师资培养、 招生就业等方面开创
表了题为《 真抓实干， 扬长补短， 努 新局面。 他要求全院教职工针对“95
力开创学院事业新局面》的讲话。 后”青年学生的特点， 积极运用互联
钱院长指出，2016 年学院内涵 网、新媒体等，强化“我的大学与我的
建设硕果纷呈：荣获“无锡市文明单 中国梦” 等主题教育； 各系部要创新
位”、“无锡市双拥先进单位”、“ 江阴 思路、主动作为， 围绕地方特色和支
市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工作先进单 柱产业，做优做强学院电气自动化技
位”等荣誉称号，80 多名师生获得省 术、软件技术等7 个品牌专业； 全面
市级表彰。 2017 年，全院上下要全面 促进教育教学改革，积极开发在线课
贯彻落实全国、全省职业教育工作会 程，建立健全竞赛保障机制， 鼓励师
议精神和全市职业教育工作要点，以 生积极参加各类职业技能竞赛活动，
修订和实施学院“十三五” 规划为契 培养品牌学生；还要全员投入招生工
机，深入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 全面 作，着力打造2020 名师工程，持续加
树立“互联网+教育”和“智慧校园+云 大政产学研合作力度，以优异的成绩
数据”的意识；弘扬“团结拼搏， 砥砺 向建校40 周年献礼！ （吴正毅）

本报讯1 月7 日至11 日， 阴市人民政府代市长蔡叶明所作
政协江阴市十五届一次会议和 的《政府工作报告》。
人大江阴市十七届一次会议在 在小组讨论中， 钱红书记针
市大剧院召开， 学院党委书记、 对报告中加大特色本科院校引进
院长钱红， 教务处长张素俭作为 发表了见解。 到底如何建设大学？
人大代表， 工会副主席杨翠龙、 他提出政府要统筹谋划， 建设地
电子系副主任汤仁彪、 何炬、 吴 方高教园区，汇集三创载体、科技
艳宇、 冯萍、 沙梅芳、 曹亚明作为 园、 体育中心等资源发挥聚集效
政协委员参加了会议。
应。 既要展望未来， 也要立足当
政协江阴市十五届一次会议 前， 将江阴职业技术学院做大做
上，中共无锡市委常委、江阴市委 强。 另外，钱红院长还分析了近年
书记陈金虎强调， 实体经济是江 高职院校面临的生源短缺的困
阴发展最可依靠的物质基础， 江 境，详细讲解了学院的招生类型、
阴精神是再创辉煌最为宝贵的精 招生方式、填报志愿的时间等，呼
神财富， 要把握机遇、 坚定信心， 吁各位代表发挥各自的影响力，
适应形势、 引领发展， 厚植优势、 支持学院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补齐短板，传承丰厚的江阴精神，
会上， 学院代表和委员们积
撸起袖子加油干， 迈开双腿向前 极履行职责， 共向大会提交建议
冲。 会议还听取了中共江阴市委 4 条、 提案9 份。 其中， 杨翠龙的
常委、 政协主席徐冬青代表市十 提案《关于培育江阴工匠精神，推
四届政协常务委员会所作的工作 动我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建
报告， 人大江阴市十七届一次会 议》 得到了政协大会提案委员会
议听取了中共江阴市委常委、 江 的肯定。
（吴
艳宇）

智慧连接未来

我院QQ 智慧校园再登全国荣誉榜

本报讯2 月28 日，腾讯QQ 积极开辟创新传播渠道，2015 年
智慧校园2016 年度颁奖盛典于 底腾讯QQ 智慧校园项目甫一推
深圳腾讯总部召开。 我院一举荣 出， 学院便开始申请开通并着手
获“ 创新示范校” 和“ 最佳创新应 认证工作。 2016 年初， 学院成为
用”两项年度大奖，院党委宣传部 全国首批通过QQ 智慧校园认证
方雪梅和徐玉芳两位老师代表学 的高校。 针对在校学生是QQ 校
园号的核心群体这一特点， 学院
院参加了此次颁奖盛典。
慧校园是目前国内最 QQ 校园号主动服务学生， 除及
QQ 智
大的校园信息化与新媒体综合 时发布师生关心的信息和话题
服务平台， 为全国各大高校提供 之外， 着力完善校园号的服务功
“互
联网+ 教育” 的智慧校园整体 能， 陆续开通了积点查询、 跑操
解决方案。 截至2017 年2 月，已 查询、 成绩查询、 图书查询、 江阴
有800 余所高校接入并运用该 市公交路线查询等应用功能， 不
平台， 有1200 万大学生通过QQ 仅大大方便了学生， 也使得QQ
智慧校园获取资讯。 学院新媒体 校园号成为学院最活跃的校园
工作室一直勇于尝试新鲜事物， 媒体。
（徐
玉芳）
通建设规划工作提供了第一
（学
工处）
手的数据。
日， 中共无锡市委、 无 ■在全国第54 个“3.5 学雷
■近
锡市人民政府印发了《 关于 锋集中行动日暨中国青年志愿
度无锡市文明村 者服务日” 来临之际， 学院开展
2013 — 2015 年
镇、 文明单位（ 社区、 校园） 的通 了系列志愿服务活动， 如参加
报》 （ 锡委发〔2017〕2 号）， 我院 江阴市博物馆志愿讲解， 举行
获评“无锡市文明校园”。
“雷
锋精神放光芒” 社会主义核
政办） 心价值观微电影展播周、 爱晚
（党
，学
院党委召开 庭敬老、 中山站助残、 河道治理
■3 月
1日
党风廉政建设专题会议。 钱红书 活动等， 用爱心汇成了一股股
记传达了十八届中纪委七次全 暖流。
（团
委）
会精神、 省纪委二次全会精神 ■3 月9 日下午， 艺术设计
等， 对学院2017 年党风廉政建 系朱文艺老师在青年书社作了
设工作做了具体部署，还和各支 《女性服饰礼仪与搭配美》 的讲
部书记签订了《2017 党风廉政 座。从TOP 原则、个性化原则、服
建设责任书》。 （纪检监察室） 装色彩搭配规律等六个方面，介
前， 来自管理系、 计 绍了实用的女士服饰搭配方法
■日
算机系和外语系的110 名志 和淘衣之道。 （工会、女工委）
愿者， 开展了为期4 天的居民
出行情况调查。 他们利用晚自
习的时间， 深入到周边五个街
道、35 个社区以及汽车客运站
等人流密集区， 共完成1400
户的入户调查、300 份的街头
抽样调查， 为我市城市轨道交
简 讯

日 在江苏省高等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
图片我院共月
选派 支参赛队伍参加了 个项目的比赛所有
参赛项目全部获奖取得会计技能服装工艺二等奖各
新 闻项动漫制作建筑工程识图等三等奖 项的好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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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资助学，福泽绵长

陆镇教育生活补助金在学院两度发放

本报讯3 月7 日下午，2016- 多实用人才之遗志， 以陆镇先生之
年“ 陆镇教育生活补助金” 名在学院设立的助学金， 旨在帮助
2017 学
发放仪式在学院行政楼报告厅举 学院家境清寒学生改善生活条件，
行。 这是继2015-2016 学年“陆镇教 使其安心学习技能，顺利完成学业。
育生活补助金” 首度发放后的第二 其资助对象囊括了学院本期国家助
次发放。 此次共发放79.431 万元善 学金受助对象和香港育华教育基金
款，惠及我院1096 名家境清寒的学 受助对象。
发放仪式上，沈春英副院长向热
子， 其中113 人获得1160 元补助、
获得870 元补助、317 人获得 心家乡教育慈善事业的陆镇后人表
436 人
补助、230 人获得435 元补 达了敬意和感谢，并向广大受助学生
580 元
助。 当天，学院沈春英副院长、 德育 提出了殷切的希望：要把生活补助金
条线工作人员及140 余名受助学生 用在必要的生活开支上，用在读书学
代表出席了发放仪式。
习上；要懂得感恩，珍惜学习机会，勤
“陆
镇教育生活补助金” 是陆家 练专业技能，提高综合素质， 不辜负
斌)
后人为继承陆镇先生为家乡培养更 社会对大家的期望。
(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