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录

一、 企业概况.........................................................................................................2

1) 阿里云大数据学院............................................................................................2

2) 驻场团队建设....................................................................................................2

二、 专业建设.........................................................................................................3

1) 云计算大数据竞赛指导....................................................................................4

2) 企业讲师课程建设沟通....................................................................................4

3) 人工智能专业《智能前端项目开发》课程建设............................................5

三、 教学管理.........................................................................................................6

1) 课程交付计划....................................................................................................6

2) 课程交付进度....................................................................................................7

四、 学生管理.........................................................................................................7

1) 新生辩论赛........................................................................................................8

2) 阿里大咖讲座....................................................................................................9

3) 企业大咖讲座系列——金智教育..................................................................11

4） 19 级学生班会................................................................................................13



2

一、 企业概况

1) 阿里云大数据学院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与阿里云、知途教育联合共建“常州信息职业技术

学院·阿里云大数据学院”。是以“产、学、研、创”四位一体的核心要素，

形成产业协同、创新人才培养的新型校企 合作模式，构建“面向科学前沿、行

业产业、区域发展”的协同创新模式，旨在组建一个立足本地市、面向全国、

放眼全球的全方位、多层次的大数据学院。

图 1 阿里云大数据学院

2) 驻场团队建设

软件与大数据学院知途教育驻场管理团队目前配置 5 人，分别从客户运营、

用户运营及活动运营等三个方面做了分工，具体分工情况如下：

客户运营主管：徐亮，负责专业共建与产业学院项目整体运营，为重点客

户输出价值交付逻辑，并获取更多学校及企业的认可。负责以学生为中心，以

学生高质量就业为目标，以真实任务、项目为导向，持续培养出符合企业需求

的人才。

教学管理主管：张金君，负责教学实训过程中的师资管理、提出课程内容

迭代优化意见，持续提升教学质量。与企业衔接毕业生的实习就业，持续提升

专业对口率，打造高质量就业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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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认证主管：周建，负责校内考试认证、认证培训、持续提升证书获取

种类、人数、通过率。接洽校方承办各类社会培训，持续提升培训种类、参与

人数、培训满意度，提升校方服务社会影响力。

用户运营专员：沈豪杰，负责学生、骨干教师游学方案实施，衔接目标企

业规划行程、安全保障、全过程反馈，持续优化游学行程、形式、内容，提升

用户满意度。组织、开展、实施校内创意激发、思维训练，积极引导学生成果

产出、竞赛参加，通过课程活动等形式持续锻炼学生创新思维习得、实际运用。

活动运营专员：袁姣，负责以学生高质量就业、通用技能持续提升为目标，

策划活动内容、撰写策划方案、落地活动，持续提升活动种类、形式、用户满

意度、用户能力。运用成熟的方案信息形成稳定可持续的获取用户增长，以获

取用户增长制定运营方案，将品牌价值清晰传递给用户。

图 2 驻场交付组织架构

二、 专业建设

1) 云计算大数据竞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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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3 日开始，企业讲师魏老师和韩老师分别对云计算和大数据专业的学

生进行课外辅导。辅导对象是将在 1 月份参加江苏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赛

的云计算大数据专业学生。两位企业讲师根据比赛章程利用课余时间对参赛选

手进行了细致的指导。

图 3 企业讲师魏老师指导竞赛

图 4 阿里企业讲师韩老师指导竞赛

2) 企业讲师课程建设沟通

12 月 16 日，在青橙科技产品经理的主持下带领驻场团队，知途教育教学团

队，就 2020-2021 学年秋季学期相关教学内容以及教学问题开展了课程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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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大数据云计算课程建设沟通

本次研讨会基于秋季学期课程内容以及教学过程中的相关问题，与两位企

业讲师进行了详细的研讨。两位讲师主要提出了教学课程相关配套资源过于繁

杂，以致一堂课无法有效利用相关资源。同时企业讲师和与会成员就如何在课

堂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进行了深入探讨。

通过此次研讨会，一方面为课程迭代优化提供了优质建议，另一方面就如

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在此基础上提高学生学习效率提供了大的方向，借此

在后期的研讨中可以输出一份有关学生课堂考核的标准以此达到激励学生学习

的目的。

3) 人工智能专业《智能前端项目开发》课程建设

10 月以来，知途教育教研解冰老师与人工智能专业教研团队刘忠杰老师，共同制定《智

能前端项目开发》课程大纲、目录，并成立了项目组，明确了课程开发任务分工和沟通机

制，正式开展该门课程的开发建设。

截止到 12 月份，已经完成所有章节的内容开发，学校在整理、审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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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智能前端项目开发》模块拆解

三、 教学管理

1) 课程交付计划

2020-2021 学年秋季学期教学共计 20 周，交付课程 9 门共计 1220 课时，涉

及两届 8 个班级的在校学生。具体课程安排情况为：

课程名称 课时数 讲师 班级

《阿里云大数据技术》 40 魏晓炜 云计算 181、182

《大数据导论与 Hadoop 技术》 80 魏晓炜 数据 191、192

《Hadoop 基础平台运维》 48 韩海鹏 云计算 181、182

《Web 网站开发》 40 魏晓炜 云计算 191、192

《服务器虚拟化技术》 54 孙景润 云计算 191、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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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运维》 40 孙景润 云计算 181、182

《大数据综合实训》 100 陈景明 数据 181、182

阿里云大数据 1+X 中级认证培训 80 陈景明 数据 181、182

阿里云云计算 1+X 中级认证培训 80 刘圣阳 18 级云计算组班

《JavaWeb 实训》 40 韩海鹏 数据 191、192

《高性能和安全技术及应用》 48 韩海鹏 云计算 191、192

毕业设计 108 数据 181、182、云计算 181、182

总课时数 1220 课时

表 1 2020-2021 学年秋季学期课程安排：（1120 课时/4 个班级）

2) 课程交付进度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0 日，已完成《阿里云大数据技术》、《大数据综合实训》、《自

动化运维》、《服务器虚拟化技术》、《大数据导论与 Hadoop 技术》等五门课程的交付；

12 月份新开 19 级大数据《JavaWeb 实训》和 19 级云计算《Web 网站开发》、《高性能和安

全技术及应用》、《Hadoop 基础平台运维》等四门课程。

图 7 讲师授课现场

四、 学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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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生辩论赛

升学”与“求职”永远都是大三学生的热门话题。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之后，人才的定

义不再是单纯的以学历判定，但好的学历又是求职的敲门砖，很多应届毕业生在毕业的时

候往往会出现迷茫。

为了帮助同学们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对自己未来的规划有深度的思考，2020 年 12 月

11 日晚，我司和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软件与大数据学院联合举办“经水流年，亦思明辩”

辩论赛活动。

活动开始前一天晚上，工作人员就开始忙碌起来，为活动做好提前的准备。

活动开始的前一个小时，就有一大半观众陆陆续续到场参与签到和互动，辩论赛正式

开始前，先播放了一段学长学姐为学弟学妹们录制的视频,视频中是他们一路走来的心路历

程和一些经验分享，引来了很多同学们的共鸣。

图 8 辩论赛活动现场

视频结束后，辩论赛就正式开始了，这场辩论活动分为三个环节，正式辩论，观众

提问，颁奖仪式。辩论赛是以大学生毕业后是应该继续升学还是直接就业为为话题展开，

辩论正方为升学有利，辩论反方为就业有利。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在自由辩论的环节

中，正方三辩反应迅速，以阿里巴巴等大企业老总为例，以升学有利于后期生活展开，说

话总比别人快一步的她夺得单人第一名。辩论反方团结一致，环环相扣的反击让正方难以

再辩，最终以辩论反方为胜结束这次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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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结束后，评委们分别从比赛本身而言和毕业去向而言做了点评，虽然他们没有

对继续求学还是就业做出明确的引导，但是相信经过一场辩论赛下来，台上的辩手们为大

家带来的一些论点都会深深的留在观众的心里，对他们今后做出自己的判断有很大的帮助。

图 9 获奖学生颁奖现场

本次活动使我们更深层次的了解到升学与就业，还学到了很多关于辩论赛的知识。我

校本次活动历时两个小时的时间圆满结束。

2) 阿里大咖讲座

12 月 14 日上午，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软件与大数据学院组织开展了阿里云讲座活

动，来自软件与大数据学院的近 400 位同学加了本次讲座，阿里巴巴讲师付蓉以“行业前

沿实践之企业研发效能”为主题。为参加讲座的同学们介绍了专业相关的前沿知识。

图 9 付蓉老师自我介绍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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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课堂上，在课堂上，付老师首先进行简短自我介绍。她具有多年的软件开发经验和

从业经验。付老师经验丰富，语言风趣幽默，将专业知识浅显易懂的给同学讲解，感染了

在场的全体同学，不时赢得大家的热烈掌声。

图 10 活动现场

付老师重点与同学们分享了企业研发效能课程，结合阿里多年软件研发的一线实践，

帮助高校学生了解当前企业软件研发最流行的思想、流程、工具平台和方法，帮助软件相

关专业学生更好的规划自己的学习路线以及未来的职业发展。

接下来，付老师还与同学们分享了现今一线互联网公司对人才需求以及岗位能力要求，

与同学们分享了当前互联网职业发展前景和能力提升路线，使同学们更加清晰的了解行业

发展前景和个人在行业中成长前景，对今后个人能力培养及职业生涯规划有了更加清晰的

认识。并激励在场的同学在今后的学习中把握好机会，学好专业知识，紧随时代的大数据

发展。

在本次讲座中，同学们了解了行业的一些专业知识，对所学的专业有了更深的认识，

付老师也对同学们的提出问题进行了一一解答，同学们也积极的与付老师进行互动，会场

氛围十分热烈。

在讲座结束时，付老师鼓励大家，充分发挥个人聪明才智，努力抓住新时代的机会，

积极迎接前进道路的各种挑战，争取个人取得成功。她认为“前进的路上有困难、也有质

疑，有包容、也有支持，但这就是行业发展和创新的曙光”。

3) 企业大咖讲座系列——金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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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7 日下午，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软件与大数据学院组织开展了金智

教育讲座活动，来自软件与大数据学院的近 400 位同学在 J01 教室加了本次讲

座，讲师苏彪为利用课余时间为参加讲座的同学们补充了了基础知识以及介绍

了专业相关的前沿知识。其次，对本次讲座做简要汇总。

在课堂上，苏老师首先进行简短自我介绍。苏老师从自己的成长经历谈起，

用多个普通来形容自己，足以见的苏老师的谦虚，也拉近了与参会同学们的距

离。苏老师共通过“过往经历”、“如果那时”、“工作预知”、“总结期望”

四个方面，来对同学们讲解。与之前的经验分享不同，苏老师从自己的大学时

期开题，以一个“过来人”回头看的方式，来指引同学们如何充实度过大学时

光。苏老师提出多个“如果那时”有人提前告诉我……来指导同学们从学习、

竞赛、恋爱、社团、课余时间等等方面度过大学时光。苏老师的分享结合自己

的亲身经历，使同学们感同身受，使同学们更加理解。从苏老师亲身经历及体

验中感觉到学习专业对以后的自己一定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树立终身学习的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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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讲座活动现场

苏老师从自己的工作经历出发，引导同学们做好对升学和工作的选择。大

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是大学生在认识自我、了解社会的基础上从我们自身实际和

社会的需求出发，确定职业发展的方向、制定大学学习的总体目标和阶段人生

目标。我们要做好 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因为让我们认清自己，明确自己的目

标并为之不断地挑战自我、超越自我，为将来走入社会做好准备。

图 12 苏老师用亲身经历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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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讲座中，同学们了解了行业的一些专业知识，对目前的学习和今后

的升学工作选择有了简单的认识，苏老师也对同学们的提出问题进行了一一解

答，同学们也积极的与苏老师进行互动，会场氛围十分热烈。

图 13 互动现场

在讲座结束时，苏老师用：“目标！目标！目标！脚踏实地，诗和远方都

在脚下！”来鼓励同学。同学们表示，对自己的未来有更加全面理智的认识，

如此在不断的修正中，一步步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

4）19 级学生班会

12 月 16 日，两位 19 级的企业班主任：张老师和周老师，分别开展了云计

算大数据专业的主题班会。

班会主要从学习和安全两个方面进行了几点强调。学习方面：即将迎来考

试月，对学生的自主复习、诚信应考做了要求。同时课程即将结束，希望同学

们在积极备考的同时，能够利用空余时间提升专业能力为下学期的考证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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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方面：主要强调了宿舍违禁物品、宿舍安全的问题，同时提醒学生对宿舍

卫生要加以重视。

面对现阶段的疫情形势，两位企业班主任对学生做了重点要求。要求同学

们一切行动听从学校安排，坚决不能随意跑出学校，要对疫情要引起重视。同

时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

图 14 企业班主任班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