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 王芳 版式 朱琳萍 校对 巢丹2022年11月11日 星期五第一升学 大学· 本版电话：8806626714

■王芳 包海霞 文
图片由被访者提供

在刚刚揭晓的 2022 江苏省大
学生就业创业年度人物获奖名单里，
全省共评出10名优秀学子，常州大
学毕业生易鉴政榜上有名。易鉴政，
2020年毕业于常州大学油气储运工
程专业，同年入职中国石油管道局工
程有限公司，并主动请缨前往西藏海
拔5000余米的高原参加某国防战略
工程建设至今。

唐古拉山兵站最年轻
的小伙

响应“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
的国家战略方针，2020年8月，易鉴
政前往青藏高原参建某项保密国防
工程，成为项目上最年轻的青年人。
他工作第一站就驻扎在世界上海拔
最高的兵站——唐古拉山兵站，海拔
5000余米的唐古拉山被誉为人类的

“生命禁区”，早上下雪，中午狂风，下
午暴晒，傍晚冰雹，所谓一日四季；氧
含量不到内地的40%。

强烈的高原反应让他一度从
120 斤暴瘦到 95 斤，由于氧含量极
低导致睡觉常常被憋醒，心肺持续
阵痛，不断头晕呕吐，嘴唇开裂发
黑，鼻腔天天流血。这里没有现代
城市的喧嚣和热闹，没有年轻人喜
闻乐见的游玩活动，甚至没有一个
小卖部，作伴的只有雪山戈壁，以
及野熊、野狼和秃鹰。面对种种考
验与磨砺，他毅然选择坚守。工作
第一年，他超过 200 天坚守在海拔
最高点的工程现场。

易鉴政承担着项目建设的工
程技术和文化总结工作。在技术
岗位上，他主动负责极为艰苦的测
量工作，累计徒步踏勘190余公里，
测量翻越海拔 5279 米的雪山，无
论风霜雨雪，他都坚持前往一线，
在凛冽的寒风中一呆就是好几个
小时，走好几公里。

工作之余他还查阅相关工程
论文、技术工法、国标规范，结合专
业知识，与同事通力合作，撰写了
单项穿越施工方案、地下关键障碍
物穿越方案，并在现场蹲守十余个
小时，验证方案可行性，以降低施
工风险和成本。他苦干实干的作
风，得到了各级领导和身边同事的
肯定与点赞。荣获“全国大学生基
层就业人物”“管道局‘十三五期
间’优秀新员工”“CPNG 工程攻坚
标兵”和“CPNG 工程青年岗位能
手”荣誉称号。

大学四年全力以赴去
做自己热爱的事

在常州大学的师长眼里，易鉴
政热衷科研、踏实学习、团结同学，
大三时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四年时间里，曾前往北京、青岛、南
京等城市参加“挑战杯”等国家级
创新创业大赛，荣获诸多奖项和荣
誉。他本人回顾：常州大学的四
年，我度过最无悔的年华，有人问
我，是不是我没有迷茫和彷徨？其
实不然，“我只是在陷入自我怀疑
时，选择去阅读，让自己静下心，慢
慢找到答案。也有人问，我怎么得
到的荣誉与奖项？其实在没有闯
进‘挑战杯’国赛的时光里，我与我

的团队也屡屡受挫。”这样的反复
过程，易鉴政定义为扎根。在老师
的帮助和协调下，他与团队通宵达
旦无数次，上百次修改，痴迷到已
然没有想过获得荣誉，只想把这件
事做好，不问输赢，只想在大学四
年全力以赴一次去做自己热爱的
事。他仍记得在第十六届“挑战
杯”国赛结束时，团队成员掩面而
泣的画面和相互依依不舍的道别。

像“挑战杯”这样全国顶级的
赛事，让他明白：只有全心全意地
去做一件事，不问结果时，你才能
收获真正宝贵的东西，例如友情、
知识、团结、坚持、创新、勇敢。直
至今日，当工作过程中面临一些棘
手难题时，他总能想起这段“挑战”
的岁月，从中获得力量。

考研与就业都是好的
选择

大学四年，易鉴政建议学弟学
妹一定要注重学科学习，切勿挂科。

而对于毕业季的到来，大家关
心在就业和考研之间如何做抉择，
他的感受是：考研与就业都是好的
选择。深造是一条路径，在这个瞬
息万变的信息时代里，不经意间便
是智能革命与新工业革命的到来，
在发展的潮流下，唯有丰厚的知识
才能洞察去向，掌握主动权。而就
业，相较于读研并不是低人一等的
选择。人生漫漫，成功的定义千差
万别，知识的获取和成长的途径也
并不是统一的模式。重要的是始
终保持着一种积极心态，无论读研
还是工作，大家都将面临一种新的
生活，这种生活的未知与麻烦才是
我们真正成熟的来源，去战斗，去
创造，经历这么多年的学习，要相
信我们已做好一切准备迎接所有
艰难，向未来的挑战大胆宣战，永
远生猛下去，这是年轻人最该拥有
的样子。

最后，易鉴政说：只有荒凉的
戈壁，没有荒凉的人生。能够参与
到稳定边境安全的战备国防工程
将是我一辈子值得怀念和荣幸的
事，我在雪域之巅与大家一同践行
常大“责任”校训，带着责任心，去
把我们每一个选择做到最好。

当选全省大学生就业创业年度人物，常州大学易鉴政想对学子说

把我们每一个选择做到最好

■尤佳 王芳 王博
陈翼 图文报道

本报讯 11 月 4 日，江
苏艺术基金2022年度传播
交流推广项目《吴韵祥瑞
图》大型彩塑及衍生文创作
品展走进常州，在常州机电
职业技术学院开展。

《吴韵祥瑞图》由无锡
职业技术学院特聘教授、
著名非遗技艺传承人赵建
高大师率该校艺术设计专
业师生共同创作完成。作
为江苏省内巡展的第三
站，此次在常州机电职业
技术学院的展出是该项目
第一次进入大学校园，与
高校师生互动交流。

《吴韵祥瑞图》以惠山
泥人经典形象“阿福”诞生
的故事为起点，深入挖掘惠
山古镇周边地区的文化与
历史内涵，采用惠山泥人传
统技艺，以手捏泥塑的方式
塑造了惠山、锡山、“人杰地
灵”牌坊、寄畅园、天下第二
泉、华孝子祠、惠山祠堂群、
二泉书院、皇帝下江南等场
景，生动展示无锡名山名

泉、名人故事、民俗风情，再
现水韵江南春耕、夏种、秋
收、冬藏的诗与远方。

该作品从故事创编、作
品制作、文创衍生产品设
计、视频拍摄，到泥塑作品
呈现、融入课程教学，历时2
年，500余名无锡职业技术
学院师生参与，精心创作各
类文创产品80余种。

该项目已于今年 8 月
份先后在南京、扬州进行
巡回展出。

“展演活动以无锡、常
州文脉相传为纽带，藉惠山
泥人彩塑丹青妙笔，进一步
推动非遗文化交流互动，促
进非遗技艺融合创新。”无
锡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
龚方红表示，学校将继续把
工匠精神在职业教育中传
递下去，培养更多高素质应
用型技术技能人才。

《吴韵祥瑞图》大型彩塑
及衍生文创来常作品展

■郭中南 王超 图文报道

本报讯 为贯彻产教
融合人才培养要求，11月4
日，常州工学院人文学院
选择溧阳庆丰村作为大学
生劳动教育实践教学活动
基地，带领学院 2020 级、
2022级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学生赴庆丰村，结合学院
专业特色和乡村实际，开
展创新性专业实践教学。

庆丰村位于溧阳市南
渡镇西南部，素有“苏南第
一方”美誉，近年来当地落
实乡村振兴战略，大力发展
新型稻米产业，闯出了一条
农旅结合的新路。2020级
同学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
在稻田里进行人物采访实
践示范教学。同学们团结
协作，对庆丰村党支部书记
洪骥进行人物采访，大家充
分利用庆丰村极佳的地理
人文风貌投入作品摄制中，
运用无人机航拍、手持云
台、高清摄像等手段完成了
稻田采访、纪实摄影、意向
性镜头拍摄、村民访谈等各
项专业采编实践任务，积累
了“乡村振兴”主题短片创
作的素材。2022级同学则
在乡村影院观看了科普微

电影《一粒米的诞生》，见证
了当地致富稻、优质稻“庆
丰大米”的诞生，了解了稻
谷育苗、栽种、养护、收获的
全过程，深深体会到粮食种
植背后农技人员的辛苦付
出。随后的稻田劳动实践
中，同学们走进田间地头，
在当地村民示范下，大家撸
起袖子，挥舞镰刀，踩起脱
粒机。看着饱满的谷粒纷
纷脱落，同学们脸上洋溢着
丰收的喜悦和劳动的快乐。

通过本次专业实践教
学，同学们都受益匪浅，不
仅磨砺了专业技能，还从
庆丰村村民的身上学到了
艰苦朴素、勇于拼搏的精
神。据悉，学院将以此次
专业教学实践为契机，举
办主题摄影比赛、短视频
创作比赛，激发同学们的
创作热情，并汇总影像素
材，丰富学院“常州记忆”
媒资素库。

常州工学院

把劳动实践课程开在田间地头

■王文倩 图文报道

本报讯 11 月 4 日，常州老年
大 学“ 喜 庆 二 十 大 ”校 园 狂 欢 节
活动圆满举办。随着“我们的节
日——2022 校园巡游联欢”的帷
幕 渐 渐 拉 开 ，以“ 我 快 乐 、我 健
康、我时尚，我们永远年轻”为主
题的方队展演和联欢活动依次登
台 亮 相 ，精 彩 纷 呈 ，展 现 了 新 时
代老年人的新生活、新面貌。

巡游活动从腰鼓方阵拉开序
幕，由常州老年大学 8 大专业院系
组成的舞蹈、声乐、文史、书画、器
乐、运动、家政、摄影、学袍等方阵带

来了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演出，描
绘了老年朋友欢呼新时代、重返新
课堂和展现新生活三个篇章。最后
在交谊舞方阵和校园集体舞的欢乐
气氛中，全校师生共同汇入舞蹈的
海洋，活动圆满落下帷幕。

据了解，本次巡游联欢是常州
老年大学“校园狂欢节暨社团展示
周”系列活动之一，8 个院系 8 个主
题鲜明的方阵，连同学校特色方
阵，共同检验学校第二、第三课堂
的质量和成效，创新校园社团文
化，展示学校师生精神风貌。巡游
前，学校已开展了为期一周的社团
定点展示和寻宝活动，老年朋友广
泛参与，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健康老

龄化和积极老龄观。
活动总策划、常务副校长王亮

伟表示：“我们不仅为老年朋友提
供一百多门课程，让他们走进课
堂，更为他们融入集体、回归社会
提供机会。我们借助一年一度的
校园品牌活动‘狂欢节’，为老年朋
友展现知识、施展技能、创造价值
搭建平台，提升获得感和幸福感。”

常州老年大学举办校园狂欢节活动

我快乐、我健康、我时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