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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讯 11 月 3 日
下午，江苏省交通运输厅
在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举行“劳模进校园”活动启
动仪式暨劳模宣讲会。全
国劳动模范、江苏盐阜公路
运输集团汽车服务公司“金
扳手维修班”班长陈竹祥，
全国先进工作者、南京市公
共工程建设中心质量安全
处处长沈斌，江苏省先进工
作者、南通市港航事业发展
中心市区分中心航政艇轮机
长周明凯3位劳模走进航院
校园，为全校师生做了精彩
的宣讲报告。

活动中，3位劳模为
全校师生做了精彩的宣
讲，和现场师生分享了自
己在平凡岗位上执着专
注、攻坚克难的感人事迹
和成长经历。陈竹祥，从
事汽车修理工作30多年

来，善于学习、刻苦钻研、
勇于技术创新，获得了多
项技术成果，为他人带来
便利，为国家和企业创造
了可观的物质财富与丰富
的精神财富。沈斌是科研
与实践结合型人才，参与
过多项重大交通项目建
设，培养了优秀的工作团
队，其参与的多项科研项目
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有力
推动了我国隧桥事业的发
展。周明凯在实践中不断
学习、不断探索，业务上精
益求精、技术上不断突破，
展现了有知识、有文化、有
担当、有开拓精神的交通
人的新形象。

3位劳模的宣讲深入
浅出，让师生们深受教育
和鼓舞。学校运输管理与
经济学院轨道3207班张
欣怡同学代表全体学生宣

读学习劳模倡议书，她号召
同学们要接过前辈们的接力
棒，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不懈努力，为建设富强
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接续奋斗。

宣讲会后，3位劳模在
学校图书馆阅览室以“匠心
筑梦、技能报国”为主题与学
校师生代表开展座谈。劳模
与师生们面对面交流，分享
自己的成才故事，把劳模精
神传递给青年学子，教育和
引导师生进一步领会“爱岗
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
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
奉献”的精神内涵，希望大
学生们能努力学习、接力创
新，树立为交通运输事业改
革发展的奉献精神，为谱写

“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贡
献青春力量。

通讯员王晓丽

晚报讯 日前，第十二
届全国职业院校学生服装制
版与工艺大赛在成都纺织高
等专科学校成功举办，来自
全国22所职业院校的85名
选手参加了比赛。江苏工程
职业技术学院 5名学生参
赛，获得一等奖1项、二等奖
2项、优秀奖2项。

大赛由中国教育学会、

全国纺织服装职业教育教学指
导委员会、纺织行业职业技能
鉴定指导中心联合主办，重点
检验参赛选手的设计能力、款
式绘制、结构设计、工艺制作、
职业素养等综合能力。

经过激烈角逐，邢颖老师
指导的王梦凡同学获服装制版
与制作大赛设计赛项一等奖；
王玉兰老师指导的黄蓉同学、

魏振乾老师指导的董佳宝同学
获工艺赛项二等奖；魏琳琳老
师指导的孙欣琳同学、朱晓炜
老师指导的王千烨同学分别获
设计、工艺赛项优秀奖。王梦
凡、董佳宝、黄蓉等3名同学按
规定晋升为“服装制版师”高级
工职业技能等级。邢颖老师获
得优秀指导教师奖。

通讯员 王军

晚报讯 为进一步增强
师生国家安全法治意识，深
化反奸防谍人民防线宣传工
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
谍法》颁布实施7周年之际，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在全
校范围内组织开展国家安全
教育专题培训。

活动首日，正在军训的

400多名新生代表集中观看了
《增强国家安全意识自觉抵御
网购陷阱》《生命线》以及《焦点
访谈》国家安全专题栏目等3
部国家安全宣传视频。同龄人
的宣讲和典型案例，让同学们
进一步明确了在反间谍工作中
的义务和权利，提高了对国家
安全的认识，树立起反间防谍

人人有责、国家安全你我共筑
的意识。全面学习宣传《中华
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进一步
增强了广大师生的防泄密、防
渗透、防策反的意识和能力，增
强了大家维护国家利益的责任
感和使命感，为筑牢国家安全
意识和法治观念贡献了学校的
力量。 通讯员林娟

晚报讯 为深入学习宣
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
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推动
学校党史学习教育继续走深
走实，11月3日，学校特邀南
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
姜朝晖来校做专题辅导讲
座。讲座由校党委书记顾锋
主持，校领导班子、全体党
员参加。

姜朝晖以“回顾光辉历
程 展望光明前景”为题，围
绕中国共产党新的历史方
位、百年党史的主题和伟大
成就、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
党的精神之源、牢记百年党
史伟大功勋和英雄接过前辈
的接力棒、以史为鉴开创未
来、寄希望于青年并向全党
发出号召六个方面，全面解
读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七一”
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百年
党史的丰富内容和精神内
涵。讲座主题鲜明、内容丰
富、论述严谨，将理论实践融
为一体，既有理论高度又有
全局视野，既有历史纵深感
又有现实针对性，对准确理

解和把握“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最后，顾锋就学校深入学
习“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提出三
点要求：一是感悟思想伟力，继
续推动学校党史学习教育走深
走实；二是强化宗旨意识，扎实
抓好“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三是弘扬伟大精神，推进疫
情防控工作和学校高质量发展
两手抓、两促进。他强调，全体
党员要深入学习贯彻“七一”重
要讲话精神，持续巩固党史学
习教育成果，更加自觉地用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
工作。他指出，当前疫情防控
形势复杂严峻，全校上下要时
刻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切实
抓严抓实学校疫情防控常态化
各项举措，切实把党史学习教
育成果转化成真抓实干的实际
成效，统筹推进学校建设、发
展、改革的各项工作，推动学校
各项事业科学发展、跨越发展，
高标准答好新时代卫校高质量
发展答卷。

通讯员范蓉蓉

新学期开学之际，南通
科技职业学院党委书记马建
明、校长方季红以不同的形
式为2021级新生开讲大学
第一课。

10月 25 日下午，党委
书记马建明与抗美援朝志愿
军老战士陈辉一起，在立德
楼201会议室，通过“线下+
线上”的方式，为全校8000多
名师生开讲“思政第一课”。

今年已经88岁高龄的
陈辉老人，曾经是中国人民
志愿军27军80师240团的
一名战士。1950年 10月，
他跟随大部队奔赴朝鲜战
场。虽然过去了71年，但是
陈辉对每次战斗都记忆犹
新。他从当年自己和战友们
听从祖国召唤、奔赴朝鲜战
场的亲身经历入手，激情追
忆了志愿军不畏艰苦、不怕
牺牲、英勇作战、保家卫国的
光荣故事。

听完陈辉老人的讲述，
学校党委书记马建明以《弘
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 勇担
新时代青年使命》为题，将伟
大的抗美援朝精神融入红色
党史故事之中，带领同学们
重温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历
程，学习了抗美援朝战争伟
大胜利的深远意义和现实启
示，深化了大家对“四史”学
习教育活动的认识。马建明
要求同学们要大力弘扬伟大
的抗美援朝精神，践行“厚德

匠心”校训，不惧风雨、勇挑重
担，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
自觉融入学习生活中，做一个

“不辜负党的期望、人民期待、
民族重托”的时代新人。

11月1日上午，校长方季
红在学校举行的2021级新生
开学典礼上，以“不负时代，不
负韶华”为题，为全体新生上了
一堂精彩的“开学第一课”。她
首先对各位新同学在建党百年
之际开启人生新篇章表示热
烈祝贺，对各位同学加入科院
大家庭表示热烈欢迎。方季
红介绍了学校的发展历程和
取得的丰硕成果，办学76年
来，学校培养了大批优秀学
子，在各条战线上发挥着骨干
作用，为南通地方经济发展作
出了科院贡献。

方季红勉励同学们要领悟
“厚德匠心”校训精神，在韶华
之年，努力修炼“志气”，要坚定
理想信念，将个人梦想与国家
梦想相结合；在韶华之年，努力
锤炼“骨气”，要有坚强不屈的
意志品格，有敢于斗争、勇于担
当的精神；在韶华之年，努力磨
炼“底气”，要有自信、有深厚
的底蕴，练就过硬的本领。方
季红最后希望同学们不断发
掘自身潜藏的光芒，努力做到

“立德、立心、立行”，让自己的
未来人生熠熠生辉，不负时
代，不负韶华，以成为大国工匠
为己任，以青春的努力奋斗托
起中国梦！本报通讯员冯凯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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