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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杨曌
通讯员 王超 蒋涛 戎琳燕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5
周年。携笔从戎，报国逐梦，是无数
热血青年的理想。退役复学，回归
校园，他们继续在学业上奋斗。从
戎装到校服，身份在变，不变的是强
国强军的信念、报效祖国的志向。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在常高校

学生入伍的积极性正不断提高。以
常州工学院为例，这两年从学校和
家乡参军入伍的学生年均就多达
100人左右。

常工院学生工作处副处长王广
程表示，大学生在部队锻炼两年后，
思想更加成熟，看问题更全面，整体
素质也更高。学生退伍复学后，在
校园国防教育工作中也发挥着重要
作用——由他们组成的国旗班，在
校运动会、学生军训成果展示活动、

每月升旗仪式中展现飒爽英姿；积
极参加学校“国防协会”社团，向学
生宣传征兵政策，担任助理教官，协
助开展新生军训工作；分享优秀退
伍学生事迹，在校内形成了示范引
领作用。每年该校均有一批退伍复
学学生考上名校硕士研究生。

王广程透露，近两年来，高校学
生参军入伍的政策有所变化，逐步
向应届毕业生倾斜，征兵时也会优
先考虑应届毕业生。

从戎装到校服，他们用实力诠释“退伍不褪色”

人物：张帅，毕业于江苏理工学
院，现考取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硕士
研究生。

入伍经历：2016 年入伍，服役
于陆军某部。

大一时的张帅迷上了打游戏，
导致学习不上进，还挂了几门课。

“当我看到学校武装部宣传参军的
标语时，我就想着去部队锻炼一下
自己，至少让心智更加成熟些，成为
真正的男子汉。”

进入部队后，三个月的新兵训
练，从一开始三公里老跑不及格，到
脚绑沙袋身穿负重坚持训练，再到
最后接近良好，张帅慢慢适应了部

队生活。
“我觉得部队对人的锻炼还是

很大的，入伍前我遇到问题就想逃
避，缺乏耐心和毅力，而且比较以自
我为中心。入伍后，部队生活教会
了我团结、荣誉、责任和奉献，让我
不再对生活有着虚无的猜想。”张帅
说。

也是两年的军旅生活，让张帅
更加珍惜在高校安稳学习的机会。
2018 年，张帅退役复学，第一件事
就是把大一挂的课全部通过，并且
努力追赶其余同学的学习进度，每
个学期都获得校级奖学金。当然，
他也把军人精神贯彻于考研中，努

力珍惜这个提升自己的机会。“考研
就像是在图书馆等电梯：错过了这
一次，下一次可能要等很久。我坚
信，求而上者得其中，所以保持一颗
勇猛精进之心是我的追求。”最终，
张帅成功考取了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交通运输工程专业研究生。

曾经“玩物丧志”，如今成熟励志

人物：徐海新，毕业于常州工学
院，退役复学后考取河海大学硕士
研究生。

入伍经历：2018 年入伍，服役
于空军某部。

参军入伍，保家卫国，这是徐
海新从小的梦想。大一刚入学，他
就准备报名入伍，和家人朋友商量
之后，徐海新决定先完成本科学
业。2018 年，顺利结束本科学业
的徐海新，成为了一名英勇的空降
兵。

“三肿三消才上云霄”。经过 5
个月的地面训练，各项训练指标达
标，徐海新终于迎来了人生第一次
跳伞。“我记得当时凌晨 3 点就起
床准备跳伞相关事宜，上午 8 点就

在 机 场 等 候 ，10 点 左 右 登 上 飞
机。战友们又激动又紧张，随着一
声口令，大家一个接一个，没有犹
豫地跳下飞机。第一次在空中自
由飞翔感觉很棒，最终也顺利着
陆。”回忆起自己的跳伞首秀，徐海
新仍记忆犹新。

“军营生活，更多的是对个人
心 性 的 磨 炼 和 各 方 面 能 力 的 提
升。”徐海新说。两年部队生活，他
跳过伞、打过枪，见过导弹摸过炮，
完成三天两夜长途拉练和四十公
里夜间急行军，这些曾是他在入伍
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只有真正
当过兵的人，才能最真切地感受到
部队生活带来的身体和心灵上的
洗礼。”服役期间，徐海新获评新兵

训练基地优秀标兵、优秀义务兵，
参加过武汉军运会的开幕式表演、
武汉抗疫行动。

退伍之后，小徐深感自己能力
不足，便选择考研继续提升自我，顺
利被河海大学商学院录取。同时，
他积极宣传鼓励大学生入伍，为本
科院校的征兵宣传工作贡献自己的
一份力。

他跳过伞、打过枪，见过导弹摸过炮

人物：张硕，毕业于常州工业职
业技术学院，现被南京工业职业技
术大学录取。

入伍经历：2014 年入伍，服役
于青岛警备区。

上月中旬，常州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智能控制学院 2019 级学生张
硕收到了来自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
学的录取通知书，被心仪的汽车服
务工程技术专业录取。作为一名

“95 后”退役大学生，可以参加今年
江苏省普通高校退役大学生士兵

“专转本”招生考试，张硕觉得自己
很幸运。

其实，张硕在参军入伍时就与
汽车“结下了缘”。2014年，张硕参

军入伍成为了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
士。新兵连结束以后，他被选派学
习汽车驾驶专业，结业后在连队担
任机动车驾驶员、文书。“在部队驾
驶各种机动车，这对于当时20岁不
到的我来说很新鲜，也使我对汽车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参军 5 年，他
在军营中挥洒热血壮志，先后荣获
1 次优秀义务兵、1 次优秀学员、2
次优秀士官、3次嘉奖。

2019 年，张硕卸下戎装，退役
复学进入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开
始 3 年的学习生活，在校园里绽放
别样青春。3 年里，张硕热衷于钻
研机器人、无人机，在老师的指导
下，他从“机器人小白”成长为科研

助理，获得了全国青年职业技能大
赛（学生组）创新创效专项赛金奖、
十七届江苏省挑战杯黑科技专项赛
特等奖等一系列荣誉。

“让兴趣爱好变成自己的专业
特长，把兴趣慢慢做成事业，这是我
奋斗的意义。”如今的张硕，更有信
心迎接新的挑战。

军营“汽车缘”，让他圆了本科梦

■杨曌 陆婷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
常州工学院获悉，近日，
江苏省妇女联合会、江苏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江苏省女企业家协会
联 合 发 布《关 于 命 名
2022年度江苏省女大学
生创业就业实践基地的
通知》，该校外国语学院

“春蕾赋能”女大学生创
业就业基地获得命名。

据了解，常工院外

国 语 学 院 女 生 占 比 约
90%。根据女大学生就
业创业的特点与需求，
该院围绕学校“产教融
合”“创新创业教育”两
个特色，坚持立德树人，
着力提高女大学生的专
业技能和实践能力。获
得命名后，将为该校女
大学生创业就业搭建更
好的服务平台，有利于
进一步深化校企、校地
合作，多维度提升女大
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助
力女大学生创业就业。

常州工学院

获“江苏省女大学生
创业就业实践基地”命名

■杨曌

本报讯 近日，扬州
大学商学院“常有优学”
团队来到常州纺织服装
职业技术学院，探寻中
国“智”造背景下常州职
业教育的新发展、新转
变，探究常州职业教育
对常州制造业的推动作
用。

团队参观了实训室、
纺织科技文化馆等场馆，
感受智能创新的时代脉
搏。通过查阅资料，学生
们进一步了解到在专业
建设过程中，常州纺院始
终坚持面向苏南，辐射长

三角沿江、沿沪产业带，聚
焦高端产业、一流企业、市
场趋势；始终坚持产教融
合，注重培养学生“理论实
践一体化”的专业能力。
同时，常州纺院以校企合
作为路径，开展“工学结
合”人才培养；并以就业为
导向，科学构建了基于工
作过程的专业课程体系，
培养了大批高素质复合
型技术技能人才。

经过一天的学习，
团队成员对常州职业教
育的转型升级有了更加
清晰的认识，对常州制
造与常州职业教育的密
切关系有了更深刻的理
解。

扬州大学“常有优学”
团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

职教筑根基，“智”造创辉煌

■杨曌 刘月娜

本报讯 7 月 24 至
26 日，为期三天的江苏
省职业院校创新创业决
赛在江苏农牧科技职业
学院举行。常州卫生高
等职业技术学校学子凭
借出色表现，取得历史
性突破，共获 2 金 2 银 3
铜，10名学生获“双创知
识竞赛之星”称号。

本届大赛由省教育
厅联合省文明办、省科
技厅等部门共同主办，
共设创意组、创业组、实
践启蒙组、创新启蒙组、

双创知识竞赛 5 个竞赛
组别，吸引了全省 270
所职业院校共 44.08 万
人次参加。经过初赛、
复赛的角逐，最终共有
370 个项目、197 所学校
入围省级决赛。

据了解，常州卫生
高等职业技术学校依托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
创业等重要赛事，深化
学 校 创 新 创 业 教 育 改
革，不断促进思政教育、
专业教育和创新创业教
育深度融合，为社会培
养更多具有家国情怀和
创新意识、创业能力的
医药卫生类优秀人才。

常州卫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我省职业院校
创新创业大赛创佳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