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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
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无数仁人志士为之进
行了不懈的努力和探索。近现代著名民主革
命家、社会活动家、教育家黄炎培先生以

“职教救国”立命，毕其一生精力投入并实践
职业教育，提出了完整的职业教育理论体
系，并创立了近现代首所真正意义上的职业
学校——中华职业学校，成为职业教育“以
例示人”的典范。原中华职业学校始终一脉
相承、延续至今，现发展成为示范全国的高
职名校——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2018 年
是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建校 100 周年。在
此，我们谨向关心和支持学校建设发展的各级
领导、各界朋友，向海内外校友和全校师生员
工致以诚挚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

筚路蓝缕，沧海桑田。1918 年，中华职
业学校以国家兴亡为己任，坚持“实业救
国、教育救国”，铭记职业教育“谋个性之发

展，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
准备，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的
初心，矢志不渝地追求“使无业者有业，使
有业者乐业”的理想。100 年来，我们砥砺奋
进，为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的发展作了很好的
注脚。

栉风沐雨，薪火相承。从中华职业学
校、上海机械学校、南京机电学校，到今天
的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从中华首所职业
学校到国家首批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江苏
省高水平高职院校；从黄浦江边的踌躇满志
到钟山脚下的壮志凌云，学校几经辗转，几
易其名，革故鼎新，斐然成章，百年坚守，
绘出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的壮丽画卷。

盛世华章，弦歌浩荡。历经一个世纪的
岁月洗礼，学校始终秉承建校伊始“敬业乐
群”之校训，弘扬“手脑并用、双手万能”
之办学理念，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职教精神和

优良的办学传统，培养了张闻天、华罗庚、
江竹筠、顾心怿、朱森林、秦怡、徐伯昕、
王世绩等杰出校友，以及数以万计的“知识
型、技能型、创新型”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不忘初心，继往开来。面向新百年、踏上
新征程，南工院将以建校 100 周年为契机，以

“百年传承，匠心筑梦”为主题，勇于作为、追求
卓越，为服务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产教
融合、校企合作”，高水平建成“国内一流、国际
知名”应用技术型高职名校砥砺前行，开创培
养“大国工匠”的新纪元。

适逢盛世，值此百年建校之际，学校将
举办一系列纪念活动和学术活动。兹将全年
主要活动内容予以公布，热诚欢迎师生参
与，期待校友回家聚首。忆流金岁月，叙寒
窗深情，共话中国梦！

2018，南工院与您分享百年荣耀！
特此公告，敬祈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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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职教社等四家单位联合主办:中国现代职业学校教育创立100周年纪念大会

“师生齐聚，共贺百年”南工院百年华诞庆祝大会

5月19日

10月12日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建校100周年活动安排
主要活动

敬请关注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官方微信和网站、校友会网站、百年校庆网站 学校地址：南京市栖霞区羊山北路1号 邮编：210046
校友会联系电话：025-85864666 邮箱：xyh@niit.edu.cn 校庆办联系电话：025-85864236 邮箱：xqb@nii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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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场报告会暨黄炎培大讲堂

百年历史实物作品展

校友企业产品展

“百年风华，献礼校庆”高雅艺术进校园

“聚人才力量,创百年辉煌”高层次年薪制人才签约仪式

“创新驱动,产教融合”产业研究院挂牌仪式

青年学者松山论坛

教师、校友摄影作品展

国际职业教育合作论坛

全国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作品展

校友专场招聘会

全年

5月

5月

5月

5月

5月

6月

10月

10月

10月

10月

系列活动

从 2004 年谋划办一个带领教师读书的活
动，到如今“读书峰会”成为区域教育名片，
江苏徐州市铜山区 14 年深入开展教师读书活
动，不仅带动一批批教师走上阅读、专业成长
之路，还让这个农村校占90%的农业大区教育
生态发生了深刻变化：教育质量提升了，文化
内涵丰富了，师生气质改变了⋯⋯

合力筑峰
胡近勇是铜山区教科所所长，作为全区

教育科研的“当家人”，他的工作有 9 个大类
50 多项，但读书峰会是他每年思考最多的事
情。在他手机备忘录里，有一个“峰会主题
随想集”，随时记录与峰会相关的内容。

“峰会主题就是每年的读书目标，我们努
力把峰会变成一个教师寻求精神力量的过
程。”胡近勇说。今年的峰会围绕“阅读，走向诗
意和远方”展开，一系列的讲座、沙龙和演讲比
赛不仅得到教师们一致好评，也启发他们在繁
忙的工作之余在阅读中追寻“诗”和“远方”。

社会在变化，但铜山教育人对读书的坚
持却一以贯之。每年制定“年度教师读书活
动方案”，每月安排教师读书活动，定期举办
中小学、幼儿园教师“经典诵读”“教育说”

“成长面对面”等活动，世界读书日前后举办
全区教师读书峰会主会场活动，每两年开展

“优秀读书教师”“推动教师读书优秀校长”
评选⋯⋯读书活动与教育教学已水乳交融。

十几年里，铜山的教育局局长、教科所所
长、学校校长，上上下下换了很多人，但每位校
长、所长、局长都无一例外地在推动阅读、鼓励
读书。众人拾柴火焰高，合力筑峰峰成形，在峰
会推动下，读书成为当地教师追求的“时尚”。

诗意乡村
阅读与教育实践紧密结合，阅读就有了

指向，教育也多了诗意。
“读书是一种乐趣，教书是一种享受。”

王会连，房村镇郭集小学教师，走近这位
“铜山区最美读书人”，能深切感受到阅读带
给人的力量。

1979 年参加工作，从最初的代课教师，到
如今在当地小有名气的作家、市作协会员，王
会连身上散发着读书人的宁静气息。“教学离
不开读书，要想教好书，就得多读书。”王会连
说。工作40年，临近退休的他，身上没有丝毫暮
气，仍一心想着把学生培育成才。

现在学校的读书氛围越来越浓，王会连身边的读书人也越来越多。2012
年以来，他所在的郭集小学进一步加大读书活动资金投入，建了 19 个班级读
书角、1个教师阅览室、3个区域读书角，累计投入20余万元。

和郭集小学一样，走进铜山每一所中小学，都能看到摆放在校园各处的
小书架。铜山区教育局局长吴亮说：“读书可以改变教师，改变学生，也可
以改变教育的内涵。”

携手行远
铜山有1.5万余名留守儿童，占学生总数逾10%。能不能发挥校园阅读的

优势，打造一个学生友爱学习的互助空间？2014年，房村镇实验小学副校长
孟凯开始了一项尝试：联合志同道合的同事们，开办“爱家乡公益图书馆”。

工作之余，孟凯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投到了图书馆，协调场地、募集图
书、招募工人、开发课程⋯⋯经过几年努力，如今这个偏居一隅的公益图书
馆，藏书量已从开馆时的3000册，增加到近8000册，它惠及的不仅是房村
镇实验小学 300 多名留守儿童、1600 余名学生，附近村镇的很多学生和家
长也时常慕名而来。

从推动教师读，到老师带着学生读，再到主动关注弱势群体，在课外、
校外推动家校共读。在铜山，农村学校开设各类书屋、关爱留守儿童等做法
已十分普遍。何桥镇张集小学的“和雅书屋”，柳新镇苏家小学的“三教堂
读书社”⋯⋯各类书屋如雨后春笋般不断生长。

铜山以推动教师读书的方式，不仅带动教师队伍建设、学校内涵发展，
还将阅读之风吹向了社会，促进了家校共育，繁荣了区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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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大林

本报讯 （记者 陈欣然 通讯
员 马超） 春日的早晨，甘肃省庄
浪县田坪小学书声琅琅。在世界读
书日到来之际，这所小学的图书室
新增了 《唐诗 300 首》《公主童话
故事》 等书籍，这得益于南开—庄
浪基层党组织结对共建“南开书
屋”项目的支持。

依托该项目，南开大学材料科
学与工程学院机关党支部捐赠的
400余册崭新的少儿图书被送到田
坪小学学生手中，田坪小学“南开
书屋”的藏书得到了进一步扩充。

“捐赠的图书内容丰富，按照年级
分类，以绘本为主，非常适合小学
生阅读。”田坪小学校长杨向峰说。

像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机关党
支部这样与庄浪县的小学开展结对
共建工作的基层支部，在南开大学
共有 22 个。甘肃省庄浪县是国家
扶贫工作重点县，也是南开大学结
对帮扶县。2017 年 6 月，“南开书
屋”援建项目在当地启动，预计到
2019 年，南开大学在庄浪县全部
103 所贫困村所涉及的小学建立

“南开书屋”。南开大学党委每年安
排 22 个 专 业 学 院 分 党 委 与 新 建

“南开书屋”所在小学的党支部进
行一对一共建。各分党委对书屋进
行定期维护，逐步补全“南开书
屋”推荐书目中的书籍，并以党组
织共建为载体，探索南开各学院、
各学科与庄浪各村镇、各行业的深
度合作。

在我国，还有不少家境贫困的
孩子，他们的学习生活就是一张松
动的桌子、几本破旧的教科书和荒
草丛生的家中后院——“百草园”。

“南开书屋”是南开大学推出的一项
为经济欠发达地区中小学援建小型
图书馆的公益项目。近年来，该校将
教育扶贫与扶智结合起来，从内蒙
古到西藏，从海南到新疆，在全国多
个省份的贫困地区、农村地区捐建
书屋，并组织部分院士和专家学者
从思想意识、人文通识和科学常识
三大方面挑选确定推荐书目。

“现在我们的课余生活丰富
了，读着自己喜欢的图书，做着有
趣的科学实验，每天都充满着新
奇。”田坪小学学生田蓉说。

从百草园
到南开书屋

4月20日，石家庄市第一幼儿园的孩子们在老师的指导下诵读国学经典。4月23日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多地学校举
办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旨在培养孩子们爱读书的好习惯。 新华社发 （章朔 摄）

本报讯 （记者 赵准胜）“以前
我不太喜欢读书，自从有了家庭读书
会，我不仅喜欢读书了，而且也喜欢
表达自己的想法了！”吉林省第二实
验高新学校学生于沛霖说。目前，吉
林省共有 2000 多个班级开展了这样
的家庭读书会活动，有 8 万多个家庭
20多万人从中受益。

去年 3 月，家庭读书会实验项目
在于沛霖的班级启动，每个家庭不定

期举办读书会，每次都围绕一本书展
开讨论。会前有策划，会上有主持、
有记录，会后有总结、有分享。班主
任通过微信群对每一个家庭的读书会
进行及时的点评、指导。

“激发孩子的阅读兴趣是家庭读
书会最初设定的目标。”于沛霖的班
主任代俊东说，“家长亲自参与阅读交
流，对孩子阅读兴趣的激发产生了神
奇的效应。如今全班学生发自内心地

爱上了阅读，家长也真正感受到了在
阅读中与孩子共同成长的乐趣。”“以
前，我从没有见过爸爸读书，现在他出
门时常常要跟我借本书带到工地上
读。”学生赵羽桐告诉记者。

吉林省全民阅读协会副会长赵云
良介绍，该协会从中小学入手探索建
立家庭读书会，这种家庭成员共同约
定、亲子共读共写的家庭读书会如今
已在吉林遍地开花。

吉林2000班级开展家庭读书会活动

小手拉大手 阅读齐步走

本报讯 （记者 陈强 通讯员
段笑蓉）“我们去朗读吧。”在这个 4
月成为河南科技大学师生口中的流行
语。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该校建起
的朗读亭，成了不少爱好文学和朗读
的师生最喜欢去的地方。

学校鼓励广大师生工作学习之余
走进朗读亭朗读名篇片段，以朗诵的
方式呈现内心美好的情愫，用发自心
灵的声音表达对真善美的追求，感受

文学的魅力。每晚 7 点到 9 点，师生
还可以配上音乐吟咏诗词、朗读自己
的原创佳作或经典名篇，并在河南科
大官方微信上“留声”，与听者互
动。同时，学校还邀请国内知名学者
做客“道德讲堂”，围绕古典诗词、
家风传承、牡丹文化等开展系列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讲座。

刚从朗读亭中走出来的学生王妍
琰还在回味着朗读的美好：“在这儿朗

读自己的散文《悠游拾梦》，一个个小
小的方块字变成了有生命力的、鲜活
的音符，自由跳动，这种感觉真好！”

近年来，河南科大着力打造的
“至美琴湖”校园文化品牌，包括
“长镜头”“高雅艺术”“道德讲堂”
和“朗读亭”4 个子品牌，分别侧重
讲好科大故事、欣赏高雅艺术、塑造
崇高人格和打造书香校园，以丰富师
生的文化生活。

河南科技大学：

朗读亭里书声朗 书香校园吐芬芳

本报讯 （记者 余闯）《关键年
龄，读关键的书》 新书发布暨整本书
共读研讨会日前在北京市海淀区翠微
小学举办。“让孩子们学会阅读非常
重要，它是一项能力，阅读什么比阅
读本身还要重要。”全国政协副秘书
长、民进中央副主席、新教育实验发
起人朱永新现场表示。

在书浩如烟海的时代，孩子如何
用有限的时间来阅读？在朱永新看
来，阅读就像吃东西一样，要养成一

个好的胃口，对食物的选择尤为讲究
科学性。要引导孩子选择适合阅读、
利于成长的书。

该书是翠微小学在海淀区教科院
阅读素养提升项目组指导下，用了近3
年时间完成的研究成果。翠微小学校长
许培军表示，“关键年龄，读关键的书”
是学校阅读教学的宗旨。要以有限的时
间、生命对应无限的书籍阅读，选择适
合孩子年龄阶段阅读的书籍，把握孩子
成长的重要节点，在重要时刻埋下阅读

的种子，感受阅读过程中生命的拔节。
“书籍选择要考虑思想价值、文

学价值，阅读能转化为对各个年龄孩
子合适的成长价值，过程做到有情
趣、有深度、有伙伴、有引导。”翠
微小学副校长周金萍说。

活动中，翠微小学 4 名教师以童
年为主题分别展示了 《童年河》《城
南旧事》 研讨课，孩子们阅读分享的
深度和丰富的形式，让受邀前来的80
名学生家长一次次沉浸其中。

北京翠微小学：

“在孩子成长的重要节点埋下阅读的种子”

春天正是读书天

本报讯 （记者 董鲁皖龙）“人生
的时间是有限的，读书的时间更有限，
该读什么书？读书的目的是什么？又该
怎么读书？”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清
华大学举办“师生共读书”活动，清华
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闫学通分
享了自己的读书心得：在有限的时间
里，要根据自己的读书目的选择高质量
的书；读书的目的在于了解自己未知的
知识，获得启发并形成自己的独立判断
力。

活动现场，清华大学还发布了“第
三届”水木书榜·清华学生最喜爱的
10 本好书，《白鹿原》《人类简史》《时
间简史》《三体》《菊与刀》 等书上榜。

清华大学：

师生共读书

/“世界读书日”特别报道/

本报讯 （记者 焦以璇） 在世
界读书日即将来临之际，北京师范
大学发布 《网民对图书奖项的认知
与评价调查报告》。调查显示，网民
认知度最高的图书奖项是茅盾文学
奖，其后是鲁迅文学奖和诺贝尔文
学奖，网民对中国国内图书奖项认
知度高于国外奖项。

报告发现，在对奖项推荐评选
方式的评价中，“读者推荐评选”获
得最多认可，其次是两类以上权威
组织和网络平台，对专家推荐评选
方式评价排名较低。报告认为，网
民对图书奖项的认知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其阅读行为，应加强对图书奖
项的宣传力度。

北师大发布一项调查显示：

网民对茅盾文学奖认可度最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