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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载沧桑砥砺，四十载春华秋实，2018 年 9 月，

南京市公用事业技工学校将迎来 40 周年华诞。谨此，

我们向长期以来关注、关爱、关心学校建设和发展的

社会各界人士和广大校友致以最诚挚的谢意和崇高的

敬意。

南京市公用事业技工学校建校 40周年校庆公告
南京市公用事业技工学校 

40 周年校庆

校庆筹备工作办公室联系电话：025—83286005                 

学校地址：南京市浦口区兴浦路 218 号

学校官网：http://njgyjx.com/

学校电话：025—58879112、58879108

（扫一扫） 关注学校官方微信

工匠精神校园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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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美丽 校

地技能 天

3 月 26 日，学校第一党支部于在模范马路校区五

教室召开了 2017 年民主评议会。

3 月 30 日，学校课题组在江南校区第五教室召开

了第一期校级课题开题论证会。

4 月 2 日，教培中心与开沃新能源汽车集团在溧水

开沃总部举行校企合作签约仪式。

4 月 11 日，我校徐浩天等七名同学荣获“2017 年

度南京市广播电视大学成人高等教育优秀学员”称号

5 月 7 日，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周

政学等领导，在校长董廷及相关科室领导的陪同下，对

我校进行了调研并参观了我校沙洲校区。

5 月 11 日，我校在江南校区五教室召开“拜师学艺，

岗位成才”暨班组建设推进交流会

5 月 14 日，比亚迪冠名班“企业教学周”启动仪

式在我校沙洲校区成功举行。

5 月 21 日，我校举行了 2018 年校园招聘会。通过

学校初选并结合学生意愿，共有 40 名学生报名参加此

次招聘会。

6 月 1 日，我校 2016 级营运调度专业学生在江南

客运有限公司五个巴士公司的集中调度中心进行了 “运

营调度企业教学周”活动。

� 通讯员� 1605 班� 丁海玥

工匠精神的价值在于精益求精，对匠心、精品

的坚持和追求，专业、专注、一丝不苟且孜孜不倦。 

这就是工匠精神，也是追求极致的精神。其利虽微，

却长久造福于世。

新学期伊始，学校在江南大厦三楼会议室请了

一位重量级嘉宾给我们开讲授课。

他是江苏外汽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技术总

监，高级技师，曾获江苏省劳动模范、全国旅游行

业先进工作者、江苏省职业技能先进工作者。从一

名普通修理工成长为高级技师，凭的是虚心好学的

那股钻劲，他就是江苏外汽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的技术总监魏世康。

今年 58 岁的魏世康从事汽车修理这行已 37 年。

在这个行业，像他这个年纪、这个职务很少还在一

线修车，可魏世康每天依然穿着工作服到车间修车，

和大家一起加班加点，解决各种修理难题。他常说

“修车时，我把车子当成一个有血有肉的病人，我

就是医生，丝毫不能马虎。”

听着魏师傅的讲座，觉得他干练而又亲切，这

不光因为他技术精湛，更因为他为人谦和，乐于助

人。 经验丰富的魏魏师傅毫不吝啬自己的汽修知

识，听讲座的过程中，他总是会把自己的汽修经验

给我们娓娓道来。他还经常利用业余时间给年轻的

修理工上培训课，把新技术、新知识及时传授给他

们。魏师傅说作为一名汽修人员，只有不断学习不

断实践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更好地做好本职工作。

在平凡的岗位上，魏世康用永不停歇的勤勉续

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工作不仅仅是我们赚钱谋生之道，更应该是我

们追求目标，梦想，实现人生价值的舞台。“明确

目标，把梦想当做信仰。”这句话很对，我们需要

拥有一个梦想，这个梦想在现实生活中就是目标。

明确这个目标以后，我们就需要寻找方法，达成目

标，实现梦想。

工作是一种修行。将毕生岁月奉献给一门手艺、

一项事业、一种信仰，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可以做

到呢 ? 如果做到需要一种什么精神支撑呢 ? “一旦

你决定好职业，你必须全心投入工作中，你必须爱

自己的工作，千万不要有怨言，你必须穷尽一生磨

练技能，这就是成功的秘诀，也是让人家敬重的关

键”。而这就是工匠精神最纯真的呈现。

� 1505 班� 李智颖

实习记录

走进实习大厅，放眼望去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宽敞，明亮。教学车、教学器材样

样具备，矩形桌拼接成圆形，对准大风扇，我们对着多媒体系统性的学习，打破了常

规的教学，重拾比亚迪发展近况与特色。

每迎来一期教学周，我们都打起十分的精神认真学习。理论 + 实践给我们创造了

完美的课堂。

四天时间我们 38 位同学分三组轮番在实训大厅学习使用器材、学习电流走向、

k9 大巴车后备箱的电池包、车轮驱动形式和驾驶室的触摸开关。

跟着王建老师来到模块板的正面，我们学习电路图。铅笔，黑笔齐上阵，修正带

用了不少，传递着电路图的每一个标记。大厅里锵锵的敲桌子声：＂速记啊，速记，

下午测试，这些驾驶座上的开关按钮都要记到脑子里头去。＂马老师一本正经的说着。

然后喊我们到实训车上，看看这，摸摸那，马老师坐在驾驶座位上，挨个介绍，从左

往右依次排开，“呐 这是放水杯的地方，这边调节空调的，看好啊！我正前方是什么

仪表盘啊，转速表，油表，看指针测车速的哦！”一大堆特定灯，悉数报给我们，几

个凑在一块，画着车灯标志，学一学，可以研究个大概，测试嘛，要思考思考了。20

分钟休息，我跑车上看着笔记，对应找画的图，测试的时候是不给翻笔记的，看着操

作开关我可以愣上半天，讲不出来。休息的时间到了，马老师然我们把学会的说给他听。

蹭到最后，到我了，坐在驾驶位上反而不踏实，我紧张的搓搓手，嘻嘻哈哈的打马虎

眼，＂把你会的先讲一下。＂马老师严肃地说。灯基本都会了，空调器认不出，哭着

脸难为情的让马老师提示，坑坑哇哇的算过了。下午我们还有一轮，我们去了车后备箱，

大家垫着笔记本一屁股坐在地上，认真地听老师讲解，后舱盖慢慢打开，高压维修开

关凸出，双向逆变器大背箱接连着传感器、DCDC、储气罐是实现电流走向。草图誊出，

好好复习，等待第二轮我们来讲解。下午我就慌乱了，心里安慰自己：不慌不慌，一定

能记住，再顺一遍。我趴在车盖上仔细地叙述着，老师点点头对我夸奖：＂嗯 ，不错＂。

   实习的过程中也是在旅行中，知识才能保证我们旅途安全，学中带玩，不枯燥，

听课没让你非要听懂，拿笔记一记，实际操作就能有所了解。累的过程也是享受收获

的过程。

 1606 班 胡天仪

为了让我们拓展视野，了解今后工作情况，学校特地安排了一次为期一天的下厂

参观学习，在此次活动中我也收获颇多。

上午 9 点，在王老师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南京江南公交客运有限公司第四巴士公

司（光卡路），怀着紧张而又激动的心情，我们走进师哥师姐工作的办公地点。

这是一个由十几个调度员组成的集体调度，在每位调度员的桌上都有两台电脑，

一台是监控调度系统，上面详细的记录了车排、车号、姓名、任务、发车、信息内容

等等。另一台是线路简图系统，在简化图上你可以清楚的看到车子所在的位置和它的

状态。如黄色标记的表示进站，绿色表示出站，红色表示异常等等。为了方便调度员

与驾驶员之间的沟通，所以每个人还有一部座机。老师说这些都是为了更好地掌握车

辆和驾驶员的状态所准备的，让调度员做到灵活调度：①根据路线需要制定路线行车

作业计划；②按序发车灵活调度，做到及时调整和优化发车密度和发车时间；③做好

车辆出入站登记，督促驾驶员提前进站和准时发车。最后我们也要充分利用车和人力

配置，提高车队运营质量和效率。

很快两个半小时的参观实习结束了，告别师哥师姐们，我们来到了江南大厦，学

校很荣幸地请到了江南公交运营部部长钟部长为我们进行下午的演讲。

下午 2 点讲座正式开始，首先钟部长为我们普及了一下公交的历史发展和历程，

以及现在的发展状况和未来几年的发展方向。他说虽然我们现在是一年级的学生，比

较侧重文化课的学习，但我们现在也应该多接触和了解一些关于公交方面的知识，为

以后的实习和工作打下基础。

钟部长说为了适应现在信息化的发展和跟上时代的脚步，调度也从人工调度改变

成了现在的集中智能调度，而调度的三重点就是：人、车、路。往往其中一个环节的

失误，就会影响到整线路的运行。所以我们就必须利用调度的手段对复杂多变的运营

现场进行高效而有利的控制，提高作业计划的执行率和运营效率，最大程度的满足乘

客的需求。

通过这次的参观学习我对公交和调度又有了新的认识，也发现自己对它的了解少

之又少，但我相信我将通过五年的学习，成为一名合格的调度员，服务社会、公交和

人民。

 1704 班 梁潘

南京市公用事业技工学校
（南京市公交公司职工学校）

专科、本科
招生简章

南京市公用事业技工学校为市电大开放专、本科办学点，学校师资力量雄厚，
学习条件优越，入学手续简便，上课考试均在我校新模范马路 1号江南校区。学员
修满规定的学分，颁发国家承认的大专毕业证书，教育部给予学信网电子注册。开
放专科实行完全学分制，学习形式以自学为主，教学点提供辅导为辅，最短毕业年
限两年半。

南京市公用事业技工学校
（南京市公交公司职工学校）

2018 年招生简章

南京市公用事业技工学校是南京公交集团有限公司所属的省级公办重点技工
学校。学校以运营调度、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公交大客驾驶、汽车检测等为主
打专业，坚持以培养合格的汽车维修、公交大客驾驶人才为办学导向。建校四十年
来，学校为公交行业及汽车制造、销售和维修服务企业输送了近一万六千名毕业生，
受到各用人单位及省、市职业教育部门广泛好评，尤其受到南京公交集团下属各企
业的欢迎。2018招生优质专业 : 运营调度、公交大客驾驶、新能源电动汽车维修等，
热忱欢迎各位考生与家长来我校咨询报名！

类别 专业名称 招生人数 就业方向

高技
五年制

汽车维修
（运营调度管
理方向）

40
（订单班）

主要输送方向：南京公交集团下属各企
业，从事公交车运营调度等工作。男女
比例 7:3，面试合格后录取。

汽车维修
（公交大客驾
驶方向）

40
（订单班）

主要输送方向：城市公交、交通运输等
企业；从事汽车维修、公交大客驾驶等
工作。

新能源汽车检
测与维修

40
（比亚迪冠名班）

主要输送方向：比亚迪、城市公交、交
通运输等企业，从事新能源汽车维修、
检测、销售及交通运输类管理等工作。
面试合格后录取。

汽车检测
240

（含：高中毕业生40名）

主要输送方向：城市公交、交通运输类
企业，从事汽车销售、维修、检测及交
通运输类管理等工作。

中技
三年制

新能源汽车检
测与维修

40
（比亚迪冠名班）

主要输送方向：比亚迪、城市公交、交
通运输等企业，从事新能源汽车维修、
检测、销售及交通运输类管理等工作。
学历模式：3（中技）+2.5（开放大专）

汽车维修
（维修与装配

方向）
40

主要输送方向：城市公交、汽车制造及
汽车销售等企业，从事汽车制造及汽车
销售与装配等工作。
学历模式：3（中技）+2.5（开放大专）

中专
三年制

汽车运用与维
修

40

主要输送方向：城市公交、汽车制造及
汽车销售等企业，从事汽车维修、销售、
制造等工作。
学历模式：3（中专）+2.5（开放大专）

    热忱欢迎各位考生与家长来我校咨询报名，学校地址如下：
    江南校区：鼓楼区新模范马路 1号         电话：025—83114843、83114847
    公交车：乘 1、8、22、25、28、30、33、35、56 到玄武湖隧道站下；32、
50、74、83、114、117、756、162、D1 路到新模范马路东站下，至江南大酒店
旁公交停车场内。
    地铁：新模范马路站下，至江南大酒店旁公交停车场内。
    浦口校区：浦口区兴浦路 218 号           电话：025—58879112、58879108
    公交车：乘 D12、31、34、54 路公交车到中山码头站
下，换乘轮渡过江后，乘校车到南京市公用事业技工学校（浦
口校区），或步行 15分钟即可到达。

更多招生信息，请关注我校公众号！
学校招生网：www.njgyjx.com

上课地点：鼓楼区新模范马路 1号（南京市公用事业技工学校）
报名咨询电话： 83114843、83114847    
联系人：13851872406（缪老师）13915996237（李老师）
13815864669（汪老师）
报名地点：鼓楼区新模范马路 1号（江南大酒店旁公交停车场内）。
公交车：乘 1、8、22、25、28、30、33、35、56 到玄武湖隧道站下；32、50、
74、83、114、117、756、162、D1路到新模范马路东站。
地铁：新模范马路站下。
报名时间： 2018 年 8月 31 日截止。

更多招生信息，请关注我校公众号！
学校招生网：www.njgyjx.com

2018 开放本、专科招生一览表
学历层次 专  业 招生对象 所需材料 相关费用

大专 汽车维修
持有高中、中专、
技校及同等学历者

一寸照片
三 张、 原
学历证书
复 印 件、
身份证复
印件

1. 报名费：180 元
2. 规定修满学分为 76 学分，每学分
收费标为 57.5 元，考试费每门次为
50元。

本科 行政管理 大专以上学历

1. 报名费：180 元
2. 规定修满学分为 71 学分，每学分
收费标准为 69 元，考试费每门次为
50元。

实习感悟

比亚迪实习周

四十芳华，桃李芬芳，不惑岁月，续写辉煌。老

山巍巍，江水泱泱，栉风沐雨，砥砺沧桑。南京市公

用事业技工学校始建于 1978 年，是一所经教育部批准

成立、江苏省重点技工学校 , 是“公交企业的摇篮”，

是新能源汽车立项建设单位。学校“两迁校址，未易

其名”，学校始终坚守着技工学校的使命和真谛，秉

承“明志 坚毅 有德 强技”校训精神，坚持质量立校，

特色兴校，通过扩大校企合作力度，做好新时期转型

发展建设。学校悠久的办学传统，厚实的办学基础，

优良的校风学风和显著的办学成就得到社会各界的广

泛赞誉。今天的公用技校，正抓紧南京“强富美高”

建设的发展机遇，朝着建设“地方性、应用型、创新型”

的高水平技工学校的目标昂首迈进！

不忘初心，继往开来。为回顾办学历史，展示发

展成就，联络广大校友，激发办学活力，南京市公用

事业技工学校正式启动 40 周年校庆筹备工作。校庆期

间，将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学术交流和校庆纪念活动，

诚挚邀请全校师生员工，广大校友，离退休老同志，

校企合作友人和各界社会贤达，关心支持参与学校 40

周年校庆活动。

让我们相约 2018，欢聚魅力金陵，扬子江畔，畅

叙情谊，共襄盛举，纪念学校 40 周年华诞。让我们

一如既往，精密相连，携手奋进，在新时代，为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凝聚更加强大的“公用技校力

量”，做出更加卓越的“公用技校贡献”！

特此公告，敬祈周知。

 南京市公用事业技工学校

                          2018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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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迎校庆四十周年

喜逢贤相日从高

迎君日暮双来飞

校尉羽书飞瀚海

庆积玄元节后来

四边伐鼓雪纷涌

十年磨剑试锋芒

周回云水游丹景

年来白发欲星星

 1703 班 韦倩

春华秋实四十年，

辛勤耕耘，细心浇灌，

播种一畦又一畦绿色的希望。

春华秋实四十年，

桃李满枝，硕果飘香，

收获一个又一个人生的璀璨。

四十年，

一步一个坚实的脚印，

都镌刻着美丽温馨的力量。

四十年，

一年一层喜人的发展，

都酝酿成如诗如画的辉煌。

啊，南京公共事业技工学校啊！

今年，是您四十周年的华诞；

今年，湛蓝的天空写满了温馨的阳光；

今年，靓丽的校园流溢着喜悦的馨香；

今年，四方学子欢聚一堂；

今年 , 各地来宾送来吉祥。

让我们一起呈上我们的祝愿。

祝您雄姿英发，日日荣昌。

祝您康健如愿，再创辉煌

 1606 班 王桢富

校园的春，

像是娇嫩的花蕊，

睡醒过来的花朵，吐出了芳香。

漫长的冬眠，积蓄了能量，

让春天的校园，有了生命的气息。

校园的夏，

像是绽开的花朵，

经过了雷雨的洗刷，变得更加坚强。

春雨像是少女，呵护了花朵，

让夏天的校园，有了跳跃的音符。

校园的秋，

像是成熟的硕果，

收获着成熟的果子，快乐在校园回荡。

风雨让这朵花，经历了坎坷，

让秋天的校园，有了甜美的微笑。

校园的冬，

虽没有春那么柔嫩，

虽没有夏那么欢快，

虽没有秋那么甜蜜，

但却有宁静的气息。

这漫长的休息，可以让朵朵花儿，在明年再绽放。

 1506 班  尹永健

语青春 絮 园多采 校

奋斗四十年  起航新时代
——纪念南京市公用事业技工学校建校 40 周年

校庆抒怀

校庆 40周年

四十年校庆感

校园赞歌 四十年抒怀

还是这个熟悉的地方，熟悉的校舍，熟悉的操场。

还是这些熟悉的事物，枝繁叶茂的泡桐、草地、樱花树。

在时光静静的流淌中，它们成长着、变化着；在四十

年的岁月里，一些人来，一些人走，一些人充实了头脑，

一些人献出了毕生。

这就是南京市公用事业技工学校一个并不繁华、

并不喧闹却始终以地坚持着、默默奋斗着的南京市公

用事业技工学校。

迎着晨曦进校门，倘若你来得足够早，那安静的

操场，安静的树木是晨读再好不过的伙伴。清新的空

气，淡蓝的天，绿荫中是嘁嘁喳喳的鸟鸣。在这里，

读书是一种诗意。

过不了多久，操场就会热闹起来，那是晨练的同学，

或笑容满面，是因为新的一天开始了吗？或眉头紧锁，

是还在思考昨夜不会做的题吗？晨练的时间并不多，

“乘着歌声的翅膀”优美的晨曲中，匆忙的脚步中，

一天的学习才真正启程。

“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

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时间

过得真快，来这个学校已经两年了。在这里，

我学到了很多。就是这让我们成长的学校，

没想到已经有 40 年的历史了。

依然清晰地记得刚步入这里的感受 : 不怎

么崭新的教学区、不够大的操场……学校给

我留下的感觉就是小 ! 但是后来想法就变了，

在这里待了两年，有了感情，在这里有了另

一个家的感觉。或者快乐，或者忧伤，都是

它伴随着我，也教会了我许许多多，我很喜

欢这里！

四十载风雨兼程，四十载携手向前，全

体公用师生团结协作。敬业的教师们在职教

讲台上挥洒汗水，传播知识，坚守着自己平

凡的岗位。辛勤的学子们怀着一颗渴求知识

的心，勇于拼搏。自强不息，在公用这片肥

沃的土中发芽。成长，为公用增添了抹抹碧绿。

昨天，他们以公用为荣；今天，公用以他们

为傲！

带着年轻与梦想起飞，而当你在多年之

后再回首时，会发现这里就是我们梦想绽放

的地方，我们美丽的学校 !

 1603 班杨阳

窗明几净，那是教室；书声琅琅，那是早读；紧

张繁忙，那是自习；妙语连珠，那是课堂。

在这里，语文有语文的优雅，在老师的讲解中，

它变得深沉；在这里，数学有数学的严密，在同学的

提问与练习中，它变得灵动。还有那设施齐全的实习

教室，正准备着仪表、发动机，只等你去实践；

“春风西度，怒绽奇葩”你是长江边的一道风景，

长江艄公的号子里，你有他们的勤恳。“育人为本，

追求卓越”你是丝绸路上的一支商队，既然目标已定，

便只顾风雨兼程。

就是今日，庆祝母校四十岁的生日。四十年风风

雨雨，四十年披荆斩棘，四十年的岁月积淀成为母

校坚实高大的身影。我们祝愿母校永远奋进，永远年

轻，我们必将以自己的努力与成绩创造出每一个新的

奇迹。

 1701 班 陈友飞

40 年， 对 于 一 位 普

通教育者，足以囊括其全

部的工作历程；

40 年， 对 于 一 位 技

校学子，足可崭露头角，

事业家庭有成；

40 年， 对 于 一 名 青

年教师，足够成长磨砺，

赢得春风化雨、桃李芬

芳。

南京市公用事业技工学校校长何乐新的技校人生。

青春无悔路——1978——逐梦公交技校，南京市公用事业技工学校

1978 年成立之初，怀揣青春梦想，奋斗勇往直前的青年何乐新来到位于湖

山脚下的南京市公用事业技工学校学习汽车修理，作为第一届公交技校人，

他埋头学习，刻苦钻研，得到老师的一直好评，成为同学们学习的榜样，

毕业之后，听从党的召唤，来到公交四公司工作，一干就是八年，八年里，

何乐新一边工作一边学习，钻研业务，创新技能，踏踏实实的苦干，兢兢

业业的钻研，在平凡的岗位做出不平凡的业绩。

十年磨一剑——1988——返回母校任教，迎来一批批朝气蓬勃的学生，

育出一个个技艺精湛的工匠，带出一位位技校教育名师。自 1988 年从公交

四公司调入南京市公用事业技工学校以来，何乐新校长一直在教学一线从

事教学。任尘世喧嚣，他苦心孤诣，凭着“凡事不干则已，要干就干到最好”

的工作热情，扎根技校沃土，静心教书，潜心育人。从汽车专业实习教师

到教务科科长，再到校长，何乐新并未因官职的变化而忘记初心。他继续

他青春时代的梦想，带领公交技校人走入一个又一个辉煌。

教学中，何乐新坚持“严字当头，爱在其中”的育人理念，平等对待

每一名学生。他深知，没有厚重的业务功底，没有准确的知识架构，没有

独到的教学方法，就不能培养出优秀的学生。多年来，何乐新注重业务学习，

不断给自己充电，拓宽加深专业知识，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和整体素质。

何乐新多次在重点刊物上发表颇有拙见的文章，先后发表《一篇爱国主义

的好教材——，< 荷花淀 > 备课札记》，《论技校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的主

导作用》，《家庭教育是技工学校开展素质教育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铸

就符合时代潮流的精神品质》等等，其中《铸就符合时代潮流的精神品质》

一文，书写了何乐新的时代情怀，抒发了他在时代召唤过程中的梦与真，

文章的力量影响了很多他的学生和同事，荣获中国高技能人才楷模读书征

文优秀奖。

为实现汽修专业“学中做，做中教”理实一体化教学，解决汽修专业

学生实习难问题，2010 年 5 月，南京市公用事业技工学校提出建一座实训

基地的想法。作为学校带头人，何乐新一马当先，构思出了效果图，其创

意构思得到了学校的高度评价。作为项目的主要负责人，何乐新在创意构

思、方案提交、图纸设计、现场施工、数字化资源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目前，集实用性、综合性、创新性、先进性于一体的“理实一体化教学基地”

已基本完成，项目的建成，巧解了实训之难题。

40 年专业知识的沉淀和教学经验的积累，使何乐新校长在学校多次被

兄弟学校邀请作教学改革和师德教育报告。理想植根于现实的土壤，作为

一名教师，何乐新始终不忘奉献教育的人生目标。作为一名领导，何乐新

校长始终不忘辛勤耕耘的初心。多年来，他在做好自己的同时，通过榜样

引领、示范带动，与学校教师共成长。

南京市公用事业技工学校建校四十周年之际，学校大力发展内涵建设，

文化建设。接下来，压在何乐新校长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但作为学校的带

头人，何乐新校长说：“我会抖擞精神，带领年轻教师一如既往地工作，

为专业建设和学校的发展再立新功。” 

 图：1601 班 陶宁远

技校风云人物 40年
用挚爱耕耘技校热土
——记南京市公用事业技工学校校长何乐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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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理念新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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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起点新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