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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曌 文 图片由校方提供

本报讯 随着各大高校录
取工作的启动，录取通知书也
陆续送达每一位考生手中。

记者从常州几所本科院
校了解到，今年，常州高校的
录取通知书一如既往精彩，向

“小萌新”发出最热切的邀请。
常州大学 2022 年录取通

知书封套以红色打底，印有金
色图案，寓意“金榜题名”，对
常州大学科教城校区主教学
楼形象进行镂空设计，神秘而
富含新意，缤纷的礼花代表迎
接新生的热烈情感。

该校学生工作处副处长
周屹峰介绍，这一设计除了喜
庆还富含两种美好寓意：形似
火炬，代表互动与传递，比喻
传承优秀品质的美好期许以
及对常大新生的期待和祝福；
形似闪光的钢笔头，希望大学
新生能在学识上有所进步，有
所成就。

打开封套，纯净素雅的录取
通知书映入眼帘。通知书正反
两面装饰图形为两校区剪影，风
格统一、相互呼应。学校精神

“勇担责任 追求卓越”犹如印
章，压角处理，正反对应。学校
英 文 名 称“CHANGZHOU
UNIVERSITY”装 饰 在 通 知
书边缘，色彩丰富，也昭示着
新生们即将到来的多彩常大

生活。
江苏理工学院录取通知

书则采用“折页式封套包夹单
页”呈现。封套采用“关门式”
三折页，融入学校标志性建筑
并结合镂空工艺，在视觉上烘
托出学校的空间层次感。

打 开 折 页 ，犹 如 步 入 校
园。江理工学生工作处处长王
振伟介绍，录取通知书单页用
校徽中的松树形象为元素设计
边框，以学校英文名为底纹，进
一步传递学校标志形象；整体
色调采用学校的标志性红色，
辅以金色为配色，提高学校自
身的识别度和品质感，同时蕴
含美好寓意：红色寓意“传达录
取喜讯”，金色则寓意“辉煌和
发光的金子”，江苏理工学院会
把学生培育成宝贵的金子，助
学子走向人生辉煌。

常州工学院 2022 年录取
通知书沿用了 2021 年礼盒的
形式，包含录取通知书、新生
手册、专属吉祥物公仔一枚。
录取通知书设计者、艺术与设
计学院教师苏卉君介绍，今年
新增了由优秀校友倾情加盟
的融媒体手绘地图一份，7 位
不同年龄段的杰出校友以视
频的形式向 2022 年新生讲述
优美的校园环境和自己学习
奋斗的故事，学生通过印制在
手绘地图上的二维码即可收
看，第一时间领略校园风光和
优秀校友风采。

Hi，小萌新，大学欢迎你！

一封录取通知书，向你发出最热切的邀请

■杨曌 谢国强

本报讯 7 月 12 日上午，教
育部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指导
委员会信息素养提升专门委员
会成立大会在江苏联合职业技
术学院武进分院举行。会议采
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进
行。

会上，江苏联合职业技术

学院武进分院党委书记张伟贤
汇报了近年来武进分院的办学
实践与办学业绩。教育部职业
院校信息化教学指导委员会秘
书长余永佳宣布了专委会委员
名单。

会议公布了专委会工作细
则、专 委 会 工 作 规 划（2022—
2025）及 2022 年度工作计划；
介绍了五年制高职《信息技术》
课程标准研发过程及特点。

最后，专委会主任委员、江
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刘克
勇对 36 名委员提出了明确的
要求，希望大家牢记使命，加强
自身学习领会新精神，抓住关
键环节，注重师生尤其是老师
职业素养的提升；完善工作路
径，要进行广泛的调研，研标贯
标，加强合作，完善课程标准；
勇于探索创新，同时严守职业
规范，有所为有所不为。

教育部职业院校信息化教指委
信息素养提升专委会在常成立

■杨曌 黄沈奕

本报讯 昨天，从江苏省常
州技师学院传来喜讯，在常州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近日
公布的 2022 年全市技工院校
示范（重点）专业等项目评审
中，该校喜获佳绩。

其中，城市轨道交通车辆
运用与检修、中药等两个专业
被评为“常州市技工院校示范
专业”；网络营销、护理、新能源
汽车检测与维修 3 个专业被评
为“ 常 州 市 技 工 院 校 重 点 专
业”；“工业机器人编程与应用”

“西门子 PLC 与变频器应用”
“网络服务器安装与调试”3 门

课程被评为“常州市技工院校
精品课程”。

此外，储燕青一体化教学
名师工作室、赵钱一体化教学
名师工作室等两个工作室被评
为“常州市技工院校一体化教
学名师工作室”，韦俊、陈义春
和周启明3位教师被评为“常州
市技工院校专业带头人”。

江苏省常州技师学院

多专业获评我市技工院校示范（重点）专业

■杨曌 王云

本报讯 7 月 8 日，全国劳
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
国职工职业道德建设十佳标
兵、常州市黑牡丹（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邓建军走进
常州开放大学，为学校师生带
来一场精彩的宣讲会。

从中专、大专、本科再到硕
士，从青年技术工人到中国“知
识型产业工人”领跑者，这是邓
建军不断奋进的三十年人生的

真实写照。凭借对技术创新的
满腔热情和敢闯敢干的韧劲干
劲，自 1988 年以来，邓建军团
队参与的各类技改项目达 400
多项，解决企业重大技术难题
20 多项，40 多项创新攻关成果
得到了有效转化，为企业创造
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讲座中，邓建军介绍了自己
的职业成长经历，分享了自己的
人生感悟。他用“专、精、创”三
个字概括了工匠精神的内涵实
质，并以自己的人生经历勉励师
生，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

评判标准，树立终身学习的理
念，要有忧患意识、危机意识、责
任意识，希望同学们大力弘扬精
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走技能成
才、技能报国之路，勇担强国使
命，争当大国工匠。

据悉，本次宣讲会是常州
开放大学“喜迎二十大，奋进新
征程”系列活动之一，后期学校
将继续邀请各行各业能工巧匠
进校宣讲，宣传劳模精神、劳动
精神、工匠精神，讲述创业故
事，展示职业风采，传递榜样力
量，助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常州开放大学

工匠精神进校园 职业教育建新功

■杨曌 刘会平

本报讯 7 月 8—11 日，江
苏省第 20 届运动会高校部棒
垒球比赛在南京工业大学开
赛，来自全省 17 所高校的代表
队参加。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
院棒垒球队凭借出色表现，以
四战四胜的成绩，夺得了本次
省运会高校部棒垒球比赛乙组
冠军。这是该校棒垒球队自建
队以来首次在省运会以全胜摘

得桂冠，取得了历史性突破。
比赛期间，队员们克服了

天气炎热等困难，在赛场上以
最佳状态沉着应对每一场比
赛。小组赛与淘汰赛中，学校
先后与南京科技职业学院、南
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扬州工
业职业技术学院过招，以三连
胜的战绩挺进决赛。决赛中，
面对省内高校棒垒球项目传统
强校——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
术学院，队员们在开局落后的
情况下，及时调整，持续反击，

发挥了不畏强敌、拼搏到底的
精神，成功拿下冠军。赛后，队
员们纷纷表示，将延续球队的
优良传统，继续砥砺前行，为学
校取得更多更优异的成绩。

据了解，近年来，常州工程
职业技术学院棒垒球队在教练
薛爱华的悉心指导下，技战术
水平得到持续提升。队员们不
分寒暑，利用课余时间坚持训
练，多次获得各类省市级比赛
奖项，成为省内极具影响力的
高校棒垒球队伍之一。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棒垒球队获得省运会高校部乙组冠军

常州大学录取通知书

江苏理工学院录取通知书

常州工学院录取通知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