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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的现实中

重塑人生理想

在小说《医者仁心》中，作者直面当

代中国医疗事业改革历史进程和医患

关系面临的诸多问题，剖析当代医者的

灵魂

,

更提醒人们思考职业操守和重建

人生理想问题。

小说《医者仁心》的人物和故事情节

来源于生活中的真人和真事， 但经过作

者精心的艺术加工之后， 又超越了日常

生活的维度。 小说中的主人公仁华医院

心外科主任钟立行说：“医生治病是一种

态度。”他还曾对年轻的医生丁海说：“你

还不是一个好大夫，你还缺少信仰。 ”这

种态度不只涉及高超的专业修养， 更需

要医生具备救死扶伤的“仁心”。

“医为仁人之术， 必具仁人之心”，

“医生对病人的同情不是用眼泪， 而是

用心血”……这些语句表达的正是长篇

小说《医者仁心》所要强调的职业信仰

和职业操守。 作者站在精神的制高点上

观察现实，思考人生，呼唤理想，呼唤良

知，呼唤灵魂的净化。 书中描写的当代

中国医改背景下一些医务人员的行为，

虽然也有不尽人意之处， 让人气愤，但

正是通过这些，使读者看到了一群充满

理想和奉献精神的医务人员，在艰难的

现实处境中找到理想的过程。 他们经过

一番艰难的跋涉后，最终在对立和冲突

中找到了平衡，找到了“医者仁心”的职

业信仰。 据悉，该书是根据央视电视剧

《医者仁心》深度再创作而成，卫生部部

长陈竺为该书作序。

（《医者仁心》，徐萌著，重庆出版社

2011

年

8

月出版）

不要让古诗词成为大自然的悼词

■

张杰

在该书中， 作者从一些自然细节写

起， 感怀那些正在消逝的美好风物， 其中

有儿时的笑声、 天上的星星、 地上的流萤、

呢喃绕梁的燕子……作者以独特的视角、

细腻的笔触表达了自己对于自然美景和

乡土风物的无限眷恋， 也由此反观了扼

杀这些美景的时下社会。

在 《古典之殇 》 中 ， 据作者本人解

释， 他之所以为这部新著加上一个副标

题 “纪念原配的世界”， 是为了表达离别

之意。 而所谓 “原配的世界”， 就是世界

本来的样子、 生活本来的样子。 我们今

天所身处的是一个告别的年代———人们

不得不告别那些刚刚消逝或者即将消逝

的美丽乡土和美好风物。 “主最初颁发

给人类的 ‘原配的世界’， ———那个天光

明澈 、 风物灿烂的世界 ， 正渐行渐远 。

无数草木和生灵消逝了， 似乎只剩下我

们自己。” 王开岭指出， 在时下高强度的

生存竞争中很多人迷失了自我。 在这个

人们难以逃脱被异化的命运、 变成精神

流浪者的语境下， 他提出了 “每个人的故乡

都在消逝” 的观点， 他试图由此为我们找到

一种回到故乡的方法。 这些无疑都类似于古

典理想主义的忧患意识。

在《古典之殇》中，王开岭给时代病开出

的处方是回到世界和心灵最原初的秩序，与

这个世界和好，也与自我和好，以防在“这个

最坏的时代”里死于心碎，或者以防在“这个

最好的时代” 里因极度狂欢和挥霍而精神虚

脱。 他说， 对比那些洁净空气和水免费的时

代，他越来越笃信两点：好东西都是原配的；

好东西应是免费的。

作者指出，当我们大声朗读古典诗词时，

殊不知，那些美丽的乡土和自然风物、那些曾

把人类引入美好意境的物境，早已荡然无存。

现实空间里，我们找不到古人的精神现场，找

不到对应物，连遗址都没有……古诗词，成了

大自然的悼词。

由于现实刺激越来越强烈和一种缘自对

古老秩序和诗意的追索，大约

10

年前，王开岭

便开始在自己的文字里，通过古典的黑夜、往

昔的风物、登高的习俗、女织的秩序、胡同、鸽

哨、萤火虫、虫鸣等意象，寻找曾经失落和正

在失落的大地伦理、道德、秩序及其古典诗意

的蛛丝马迹，并以自已独特的方式使其复原。

对于时下这样一个令人爱恨交加的时

代， 王开岭有着自己最简单而又清醒的精神

坐标和价值标准。 他说： “在一个操守尽丧

的年代， 任何有操守的痕迹、 有心灵纪律的

行为， 我都予以嘉许”。 回到 “原配” 世界

的秩序， 无疑是一个处于 “最坏和最好” 的

时代知识分子的一种精神理想。 从这个意义

上， 《古典之殇》 像清晨带露的田野一样，

没有挟带任何私欲。

王开岭和大多数生活在都市的人一样，

一出门都要置身于拥挤不堪的人群和这个群

体所制造的二氧化碳或废气中， 不同的是很

多人被弄得晕头转向时， 他却能提供一种方

向、源头或类似坐标性的文字。他在建立属于

自身的秩序与法则的同时， 也获得了认知这

个世界的方法和为这个时代寻找治疗方案的

能力。他知道，无论任何时代都应该有一个正

常的指标范围， 每天混乱和无序地上演各种

超出想象力的活剧， 只能证明时代已超出正

常轨道。《古典之殇》开出的处方，其实是让我

们的心回到古典秩序之中， 让身处于钢筋混

凝土丛林之间的人们不至于迷路。

在 一 个 以 自 我 迷 失 为 特 征 的 时 代 ，

《古典之殇》 所提供的文字、 精神参照， 让

人想到世间曾经存在的最美好的事物和力

量。 作者让我们明白我们的时代伤痛在哪

里， 让我们回到属于自己而不被奴役的时

间和空间， 在真实的自我之中寻找内心的

秩序和世界的法则。

正如两百多年前努力寻找 “头顶的星空

和心中的道德法则” 的康德一样， 《古典之

殇》 在试图寻求自我与时代精神的突破时，

以回溯的方式为这个时代指出了一种可资借

鉴的精神参照。

对于在现代环境下长大的孩子们来说，

《古典之殇》 的诗意、 唯美、 古典、 朴素和

直指世界本质的力量， 可以让他们从文本里

看到往昔世界及其社会美德。

（《古典之殇———纪念原配的世界》，王开

岭著，书海出版社

2011

年

3

月出版）

黑暗时代的文学之火

■

刘玉

“星火” 是东北沦陷时期的一个文学

团体和读书会组织。 成员是

14

岁到

20

多岁

的中学生和社会青年，主要活动于辽宁省

盖州、营口、沈阳、本溪一带。 日本投降前

夕该社团成员遭到残酷镇压，成为日本侵

略者在东北制造的最后一个大惨案的牺

牲者。

这些青少年因爱书、爱文学而走到一

起。 他们自发组织起来，传阅进步书籍，编

印秘密报刊，接受“五四”新文学的营养，

启迪爱国主义思想，抵制奴化教育。

该书的编著者齐红深原来就职于辽

宁省教育史志编写办公室，他曾组织成立

日本殖民地教育研究中心，人员最多时有

80

多人。 他们先后完成了“东北地方教育

史研究”、“满族教育史研究”、“日本侵华

教育史研究”、“日本侵华教育口述历史调

查与研究”等多项重大课题，已出版多部学术

著作与论文，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

在《黑暗下的星火》一书编著过程中，齐

红深带领研究团队，以崇高的历史责任感，克

服重重困难，寻找到中日两国的当事人

42

位，

包括后来参加共产党和国民党的 “星火”成

员，伪满青年作家、诗人，也有参与逮捕、审判

“星火”案件的日本当事人。 他们深入到亲历

者的记忆深处，努力复原被岁月磨平的故事，

挖掘事件本身的内在联系和动因， 成功地向

读者呈现出了历史本身的丰富多彩。

“星火” 文学团体和读书会的带头人，是

刚从原奉天省立第三师范毕业回到盖平县的

青年教师花喜露和从盖平中学弃学回家的残

疾青年于家麟。

他们在奴化教育、“国策文学”的黑暗里，

团结了上百名中小学生和社会青年， 传阅书

籍，自编《星火》、《大地》、《辰星》等油印刊物，

创办“秋灯书店”。花喜露、于家麟等人分别秘

密加入共产党、国民党地下组织之后，仍然继

续指导中学生开展读书活动， 其中一些青年

直接奔赴抗战前线。

1944

年， 日本侵略者以 “通过读书研究

文艺、 发表作品， 巧妙地向知识青年宣传抗

日思想” 等罪名， 将 “星火” 文学团体残酷

镇压， 逮捕

200

多人。 被捕者无不受到残酷

迫害， 严刑拷打。 花喜露等

10

人被打死， 于

家麟被判死刑， 其余

33

人被判

20

至

3

年徒刑

不等。 于家麟等人直到

1945

年

8

月

19

日，日本

投降后才出狱。

花喜露在狱中创作的诗歌《我是王》表现

出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不仅鼓舞了狱中的战

友，而且流传出去，成为鼓舞东北人民战胜日

本侵略者的精神力量。

“星火” 社团的故事在今天仍然有教育意

义。 “星火” 同人个个是爱读书的人， 花喜

露虽然在沈阳只念了一年书， 但对他这个在

农村长大的孩子来说， 确实是见了大世面。

当时正是 “东北易帜” 之后， 打倒列强、 抵

制日货的反帝浪潮高涨， 在他的心灵里播下

了反帝爱国的种子。 当时， 沈阳书店里有许

多左翼作家的进步书刊。 他对鲁迅著作爱不

释手， 不仅自己阅读， 还与朋友们互相传阅、

交流读书心得。

家境富裕的于家麟买的新书很多， 经常

把书借给别人看。 门文东看过于家麟借给他

的《灭亡》后受到巨大鼓舞，又把全书用毛笔

小楷抄录下来借给其他伙伴……他们简直达

到了嗜书如命的程度。 “星火”社团成员相互

启发，相互学习，一步步走向抗日道路。 在敌

人的监狱里，在酷刑拷打下，他们依然互相鼓

励，英勇不屈。

（《黑暗下的星火———伪满洲国文学青年

及日本当事人口述》，齐红深编著，大象出版

社

2011

年

9

月出版）

■

本期关注

【文学之窗】

【书人书事】

■

刘国云

强化 “三位一体” 办学特色 推动学院科学发展

———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以特色求发展纪实

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创建于

1958

年。 多年来， 学院秉承 “质量立校、 人

才强校、 特色兴校、 依法治校” 的办学

理念和 “以服务为宗旨， 以就业为导向，

以学生为中心， 以能力为本位” 的办学

思想， 从学校文化建设、 办学体制机制、

人才培养模式三个维度， 打造了 “三位

一体” 的办学特色———“爱岗敬业、 自强

不息 ， 构建特色学校文化 ”； “资源共

享 、 集约办学 ， 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 ；

“双证融通、 产学合作， 创新人才培养模

式”。 “三位一体” 的 “三位” 不是彼此

独立的 ， 而是以 “人才培养质量 ” 这

“一体” 为目标， 以 “工学结合、 校企合

作” 为途径， 使 “三位” 紧密联系， 互

为渗透， 合三为一。 在 “三位一体 ” 办

学特色的引领下， 学院内涵建设不断深

化， 人才培养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不断

提高， 成为江苏省示范性高职教育园区

建设单位、 江苏省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

验基地， 建成了国家级、 省级、 各专业

教指委精品课程

23

门。

2006

年以优秀成

绩通过了教育部高职高专人才培养工作

水平评估。

“三位一体”办学特色

之一： 爱岗敬业、 自强不

息，构建特色学校文化

高职院校的使命是通过学校文化的

熏陶和综合职业能力的训练， 把学生培

养成符合企业需求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而企业对高技能人才特别看重的是责任

心 、 敬业精神 、 诚实守信 、 踏实肯干 、

团队合作等良好素质。 因此在学校文化

形成的过程中， 学院一是坚持全面培养

的理念、 人人都是人才的理念、 多样化

人才的理念、 系统培养的理念， 注重培

养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 将学校文化建

设与素质教育、 产学合作、 能力培养相

结合； 二是通过工学结合、 校企合作的

途径 ， 从优秀的企业文化中吸收养分 ，

将学校文化建设与企业需求紧密结合 ，

突出以诚信敬业和社会责任感为重点的

职业道德教育； 三是将新中国成立后首

批 “能工巧匠” 之一、 “德” “能” 兼

备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学院

88

届毕业

生邓建军作为师生学习的楷模， 把邓建

军这种立足岗位、 爱岗敬业、 刻苦钻研、

自强不息、 开拓创新的精神称之为 “邓

建军精神”， 作为学校的主流文化在广大

师生中弘扬， 实现学校文化、 人才培养

和企业需求的无缝对接。

为了让爱岗敬业、 自强不息的 “邓

建军精神” 进入广大师生的头脑， 学院

成立 “邓建军学校文化研究会”， 以课题

研究带动校本文化建设； 制订 《以邓建

军精神为核心的学校文化建设大纲》， 全

面阐述 “邓建军精神” 的含义； 利用石

刻 、 标语 、 照片 、 网络以及校园广播 、

校园橱窗、 校报、 主题班会等对 “邓建

军精神” 进行大张旗鼓的宣传， 让广大

师生明白 “邓建军精神” 及邓建军本人

对高职生的影响和引导力度； 在校园塑

建军像、 植建军林、 铺建军路、 造建军

桥， 设建军班， 营造自信、 自立、 自强

的良好氛围； 与企业合作， 定期在学生

中开展由企业冠名的 “建军杯” 各项职

业技能大赛， 学建军 “干一行爱一行钻

一行”、 学建军做能工巧匠、 攻克技术难

题； 每年在教职工中开展 “践行建军精

神” 系列活动， 将特色文化建设推向教

师 、 后勤职工层面……如今爱岗敬业 、

自强不息的学校文化已深深植入师生的

意识， 形成了良好的育人氛围。

在以邓建军精神为核心的学校文化

熏陶下， 自强不息、 苦练技能蔚然成风。

近年来， 学生在国家级、 省市级的各类

竞赛中， 创造了一流的成绩， 仅

2010

年

学院就有

158

人次获全国性各类大赛奖

项 。 毕业生综合素质高 、 动手能力强 、

适应周期短， 深得社会各界的肯定和好

评 ， 为 学 校 赢 得 了 良 好 的 社 会 声 誉 。

2010

年 ， 学院特色文化因 “特色鲜明 ，

脉络清晰” 获得了教育部高校校园文化

建设成果三等奖。

“三位一体”办学特色

之二： 资源共享、 集约办

学，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 学院就在不自

觉中和行业 、 企业形成了 “资源共享 、

集约办学” 的模式， 这种模式秉承 “合

作、 共享、 互补、 双赢” 的理念， 无论

是在当年还是在现在， 这种理念和模式

都具有前瞻性、 独特性和优越性。 近年

来， 学院围绕人才培养工作， 从改革办

学体制机制的高度， 创新工学结合 、 校企

合作途径， 坚持与企业 “合作办学 、 合作

育人 、 合作就业 、 合作发展 ”， 整合校内

外优质资源， 把学院作为企业的研发与成

果转化基地 ， 把企业作为学院的实训工

厂 ； 把学院的老师作为企业发展的智库 ，

使企业生产一线的工程技术人员成为学院

的兼职教授……通过深入的校企合作达到

与企业共同育人才的目标， 走出了一条集

约办学的特色之路。

（一） 以 “四个合作” 为抓手， 实现校

企间的共享共赢

近年来， 学院以与企业 “合作办学、 合

作育人、 合作就业、 合作发展” 为抓手， 聘

请一大批来自于企事业单位生产一线的专家

和能工巧匠做学院的兼职教师， 共同参与学

校规划、 专业设置、 课程开发， 参与招生就

业、 教学管理、 人才评价、 队伍建设， 参与

基地建设、 师生培训、 科研开发， 并建立相

关合作机制， 进一步密切产学结合， 促进校

企深度融合， 切实办出职业教育的自身特

色。

此外， 学院还与企业合作， 共同建立了

340

个稳定的校外就业实习基地， 满足了学

生工学结合、 顶岗实习的需求， 为学生就业

创造了有利条件； 引入常州天元公司、 美淼

公司等多家企业进校建立 “校工厂”、 “研

究中心” 等校内实训基地， 实现学校与企业

生产一线的无缝对接； 和企业共同开办了

“常发班”、 “宝泽班”、 “百兴班”、 “华芳

金陵班”、 “星宇班”、 “香格里拉班” 等订

单班级， 按照企业需求培养学生， 缩短学生

对企业的适应周期， 增强学生的动手能力；

采纳行业、 企业专家意见， 调整专业规划、

增设地方产业急需的影视动画、 电光源技术

（

LED

照明） 等新专业； 利用校友资源， 为

学院发展、 招生就业、 创新创业等服务， 校

友们不仅在专业设置、 课程建设、 教材开

发、 实训基地、 师资队伍等方面给予帮助，

还能将自身成才、 创业经验传授给在校学

生， 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一批校友在学校

设立了奖助学金， 为学校捐资助学近

200

万

元。

学院的老师作为企业的智库则可为企业

出谋划策， 参与企业设备改造、 产品设计、

生产技术攻关、 科研开发、 技术革新， 承担

企业职工继续教育、 岗位培训。 近两年来，

学院已分批安排专业教师轮流到企业生产一

线锻炼， 承担企业横向科研项目

70

项、 省

市级重大科研项目

28

项； 和企业共建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联合开发教材， 解决了企业

一批技术难题， 为企业培训了大量员工。 与

企业的合作不仅增强了学院为企业、 为社会

服务的能力， 还使学院教师和学生真实地了

解了企业、 了解了产品开发与生产过程， 增

强了师生解决工业技术问题的实际能力。

企业发展需要人才支撑， 人才需要学校

来培养， 学校的人才培养需要企业的支持，

这种互惠、 双赢的资源共享、 集约办学的模

式， 是高职教育和经济发展联系紧密的重要

标志， 是高职教育发展的重要环节， 也是学

院长期坚持资源共享、 集约办学理念结出的

硕果。

（二） 以 “共享共赢” 为纽带， 实现校

际间的资源共享

2004

年， 学院将与企业 “由 ‘共想共

营’ 走向 ‘共享共赢’” 的 “资源共享、 集

约办学” 的经验推广到常州科教城， 在常州

科教城牵头承建了国家级示范性数控技术教

育实训基地， 使该基地的数控师资、 设备等

资源， 在常州科教城乃至整个常州实现共

享， 实现集约办学。 目前， 该数控基地已经

成为国内最大的共享型实训基地， 也是常州

科教城资源共享工程第一个成功典范， 为全

国高职教育的资源共享、 集约办学提供了蓝

本。 共享型基地集教学、 培训、 职业技能鉴

定和技术服务为一体， 以 “立足教学、 资源

共享、 服务社会” 为宗旨， 以 “共享共赢”

为纽带， 实现常州科教城内院校之间的共

建、 共享、 共管、 共赢的运行机制。 近几年

来基地共完成

5

万人次的实训任务， 取得了

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在学院 “资源共享、 集约办学” 模式的

影响下， 常州科教城内除了共享基地外， 还

实现了科教城

5

所院校共建教材 、 共聘督

导、 互派师资、 互认学分、 互通图书， 初步

实现了

5

所高职院校共育人才的构想。

（三） 以 “共育人才” 为目的， 实现各

专业课程之间的充分共享

学院从各专业共育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

目的入手， 不仅在公共选修课、 跨专业选修

课以及一些技能培训课程、 科技型社团的层

面， 实现了各专业之间课程、 师资的共享，

还整合校内资源， 将各专业教学资源视为一

个系统， 通过整合各系专业与课程的优势、

师资队伍群体的复合优势， 对系统各要素加

工与重组， 构建了一个立体、 完整、 动态高

效的课程体系， 实现了以一个专业为主， 多

个专业 “分级别” 协同开发课程 、 编写教

材、 共同培育学生的格局。

这些资源的共享， 不仅使学生多方位、

多形式地修满所需学分， 还让学生具备了继

续学习所需要的能力， 为终身学习奠定了基

础。

“三位一体” 办学特色

之三 ： 双证融通 、 产学合

作，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双证融通， 产学合作” 是学院人才培

养的主导模式。 学院作为江苏省 “双证融

通， 产学合作” 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基地， 以

社会经济和产业需求为依据， 利用 “工学结

合、 校企合作” 的有效途径， 把 “双证融

通， 产学合作” 的人才培养模式贯穿于人才

培养全过程， 注重学生知识、 技能、 职业素

养的协调发展， 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职业能

力， 注重学生爱岗敬业职业道德的养成教

育， 注重职业标准与课程标准的融通， 实现

学历证书与多种职业资格证书的融通， 增强

了学生就业竞争力， 为学生的可持续发展奠

定了基础。

学院 “双证融通， 产学合作” 的人才培

养模式， 对

MES

（模块式教学）、

CBE

（以

能力为本位） 理论、 德国学习领域课程及我

国分层化国家职业标准系统集成创新， 构建

了本校特色的 “

4-5-6

” 人才培养改革与建

设平台， 即职业特定能力、 行业通用能力、

跨行业能力、 核心能力四层次能力， 和分层

化、 分类型、 分级别、 模块化、 学分制五步

方略， 以及构建质量标准、 重组课程体系、

改革教学模式、 创新评价方法、 建设实训基

地、 提升师资队伍六大环节。

近几年来， 学院与行业 、 企业深度合

作， 按照行业、 企业需求， 改革校内实践教

学体制， 推行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 借鉴

分层化国家职业标准的理念， 围绕 “职业特

定能力、 行业通用能力、 跨行业能力、 核心

能力” 四个方面， 以 “六大环节” 为实施

“双证融通” 的主要抓手， 以 “产学合作”

为实施 “双证融通” 的操作原则， 来培养学

生的综合职业能力， 形成了 “双证融通， 产

学合作” 这一高职人才培养模式的基本框

架。 在此基本框架下， 针对不同的产学合作

途径与形式 （如工学结合、 半工半读、 工学

交替、 订单培养式、 企业项目式、 顶岗实习

等）， 构建具有相应特征的、 多样化的人才

培养子模式群。 在此基本框架下， 建成国家

级精品课程

6

门， 省级精品课程

10

门， 各

专业教指委精品课程

7

门。 精品课程的数量

在江苏省高职院中排名第三。

目前， 学院建有江苏常州轻院国家职业

技能鉴定所、 全国计算机信息高新技术智能

化考试站， 鉴定所鉴定职业 （工种） 达

30

余个。 各专业注重 “实训” 与 “考证” 的紧

密结合， 尽可能地将国家职业标准融入课程

教学， 规定学生至少获得一个中级以上专业

技能等级证书； 各专业注重培养学生 “一专

多能”， 通过培训、 选修课的形式培养学生

跨行业能力， 鼓励学生获取多个职业技能证

书， 提升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 近

3

年来，

学院职业技能鉴定所 （站） 共完成

20

多个

工种的中高级职业技能鉴定计

13350

人次。

毕业生双证书获取率达

99%

左右。 学院职业

技能鉴定所连续

6

年获得江苏省技能鉴定中

心表彰， 受表彰次数在全省名列第一。

学院建有数控技术和酒店管理两个国家

级 “双证融通” 试点专业和电气自动化技术

省级 “双证融通” 试点专业， “双证融通，

产学合作” 人才培养模式已初见成效。 各试

点专业毕业生全部获得了毕业证书和各级职

业资格证书， 学生参加职业技能大赛也成绩

斐然：

3

年来， 学院积极组织学生参加全国

各级各类职业技能大赛， 获得省部级各类竞

赛奖项

47

项， 市厅级各类竞赛奖项

39

项。

学院 “双证融通 ， 产学合作 ” 创新的

人才培养模式得到了江苏省教育界的认可，

相关成果在高职院校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相关人员多次应邀在全国和省级会议上介

绍经验， 学院成为中国高等职业教育研究

会院校双证书工作协作组副理事长单位 ，

完成了江苏省 “十一五” 教育科学规划重

点资助课题 “江苏高等职业教育课程改革

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江苏省 “十一

五” 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课题 “高职人才培

养高效模式的构建 ”、 江苏省教育厅

2007

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重点资助项目 “双证融

通， 产学合作—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

与实践 ” 等课题研究 。 一批 “双证融通 ，

产学合作” 方面的论文， 在各级各类杂志

上发表， 多篇论文获奖。

多年来，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在“三位

一体” 办学特色的引领下， 培养了大量高素

质、高级技能型专门人才，“三位一体”推动了

学院的发展， 使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走出

了一条特色发展之路。 （李 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