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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孟万成

郑景志是台州市路桥凯博培
训学校的一名实习指导老师，18年
来，他在教学实践和技师岗位上辛
勤耕耘、忘我工作，日前，他光荣当
选路桥区首届“杰出工匠”。

郑景志 2001 年参加工作，先
在一家制冷元件有限公司的一线
金加工生产车间上班。面对几十
台数控加工设备，他并不觉得这是
枯燥、腻烦的工作，相反产生了非
常浓厚的兴趣：着迷于学习编程、
埋头在机械理论、沉浸在制图识
图、陶醉在苦练操作技能上。

兴趣点燃幸运，工作第二年，
初生牛犊的郑景志就荣幸地成为

带徒授艺的年轻师傅。第三年，他
一跃成为车间主管，负责车间数十
台数控设备的调试及产品开发，先
后带团队完成了多张工艺图纸的
设计和工艺改进，为企业创造很大
收益。

郑景志觉得，一家公司的舞台
是有限的。为更多的从业人员服
务，成为他的梦想。2006年，郑景
志被路桥文技校聘请为教师，担任
数控车技能实习指导教师工作，开
启了他的梦想之旅。

他兴致勃勃地开始了这份类
似带徒传授技艺的工作，并且颇有
建树：2011年，指导学生参加区数
控比赛获一等奖；2012年指导学生
参加区技能比赛包揽一、二名。

在欣慰的同时他也不免遗憾，
由于种种原因，很多学生毕业后没
有从事到所学的专业岗位上。他
想把所学的专业知识更直接地转
化成生产力。2013年，郑景志带着
憧憬，结束了在校园的任教，开启
了他的转型挑战：他转到直接对企
业员工进行培训的职业技术培训
学校，再次从事对一线工人的技能
提升培训工作。至今，郑景志所带
团队已为路桥企事业单位培养出
2000 多个高技能人才，其中技师
100多人，高级工 1500多人及数百
名初、中级人员和部分特别工种上
岗人员。其间，他获得了很多荣
誉，他表示，将不忘初心，继续前
进。

7 月 5 日，绍兴柯桥区总工
会举行女职工乡村宣讲技能大
比武，从 50 多名乡村宣讲员中
脱颖而出的7位选手，结合美丽

乡村建设特色进行实地宣讲。
最终，来自福全街道徐山村的郭
甜甜摘得桂冠。

通讯员钟伟、赵炜 摄影报道

■通讯员朱云芳 记者杜成敏

“请同学们围成一圈，我会
随机走到一名同学面前做出手
势，喊出‘HI’，面向的同学需要
做出手势，回应‘HA’……”老师
吴小波一边说，同学们一边做。

这是嘉兴南洋职业技术学
院 生 活 技 能 系 列 课 中 的 一
幕。今年 3 月，嘉兴南洋职业
技术学院新增成为教育部与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生活技能
开发”青少年教育合作项目试
点学校，是浙江省唯一入选的
高职院校。

今年 5 月，嘉兴南洋职业
技术学院的生活技能课程以
体验训练营的方式推出，首批
20名学生选修了该课程。

“生活技能不是指做家务
及内务等能力，而是指儿童青
少年的心理社会能力,即个体
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与他
人、社会和环境的相互关系
中，表现出适应和积极行为的
能力。”嘉兴南洋职业技术学
院学生工作部部长孙博介绍，
通过生活技能课程的学习，使
学生们的人际交往和情绪管
理能力明显增强。

2016级计算机专业学生王

迦南，是嘉兴南洋职业技术学
院首批生活技能教育体验课
程的学习者，他告诉记者，当
初选择这门课程的时候，以为
学的是专业理论知识，上完课
才发现原来是讲情绪管理和
人际关系的，而且上课的方式
是“做中学”，非常有趣生动。

“在有关‘倾听’的那次课
程结束后，当我听到需要用

‘我注意到……’这样的句式
来复述别的同学倾诉的事情
时，我发现自己竟然复述不出
来。我才意识到，认真倾听真
的是很重要的。”王迦南说，

“生活中有太多故事，却只有
太少的耳朵，今后我希望能多
做一会‘耳朵’。”

自成为试点学校后，嘉兴
南洋职业技术学院成立了项
目专题组，集中开展教材开发
和理论研究工作，总结出“问
题解决、自我认知、人际关系、
情绪管理”四大技能课程，并
重点聚焦于“情绪管理和人际
关系”两大技能。从下学期开
始，嘉兴南洋职业技术学院将
在大一新生中普遍开设该课
程，并纳入到学院高素质技术
技能人才培养的全面教育培
养方案中。

■记者杜成敏
通讯员屠珺楠、曹浩峰

国家开放大学（原中央广
播电视大学），是一所面向全体
社会成员、学历与非学历教育
并重、没有围墙的新型大学。7
月 7日至 8日，国家开放大学 18
春期末考试如期举行。而在距
离宁波市中心约 150公里处的
鼠浪湖岛上，109名考生也准时
参加了考试。

据悉，这批考生是宁波舟
山港集团下属分公司——衢黄
港口开发建设有限公司的员
工，如果让他们从鼠浪湖岛前
往宁波市参加考试，需经历车、
船多种交通工具，往返大概要
10个小时。他们能就地参加考
试，要归功于宁波广播电视大
学的“送考上岛”。

2016 年，宁波广播电视大
学和宁波市总工会合作开展“求
学圆梦”行动后，受到了宁波舟
山港集团的高度关注，集团积极
组织职工报名，并与学校在多领
域展开合作。宁波电大不仅多
次组织班主任及专业课老师送
教上岛，还为远在海岛的职工提
供送考上岛，解决他们交通不
便、工学矛盾等诸多问题。

据了解，此次为了能让考
生在岛上完成机考，在校方的
精心组织下，教师们不辞辛苦，
背着数十台电脑及路由器等设
备上岛，顺利完成了此次考务
工作。而在下学期，第一届 16
秋鼠浪湖岛圆梦学生也即将毕
业，本次送考上岛的同时，专业
老师还为学生们辅导了毕业论
文，好让他们提前准备，按时完
成毕业实践环节。

■通讯员周曦 记者杜成敏

7月 5日下午，杭州职业技
术学院第四期定向培养精准
扶贫项目暨温暖工程星火计
划第一期电梯项目精准帮扶
培训班举行结业仪式，来自四
川、云南两省贫困家庭的学员
将带着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
被荐到知名的电梯企业工作。

据了解，为积极贯彻中央
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及全省扶
贫开发工作会议精神，杭州职
业技术学院依托与浙江省特
种设备检验研究院合作办学
的优势，结合贫困地区扶贫工
作需要及特种设备行业发展

需求，开展了电梯安装维修作
业人员定向培养精准扶贫项
目。自 2016 年 3 月起，已连续
推出 5 期培训班，培训人员覆
盖了省内外贫困山区、低收入
家庭。

据介绍，培训人员由中华
职教社在当地的机构负责遴
选，各期学员通过自主报名、
各县选拔、集中面试的方式经
过多次遴选最终成为项目帮
扶对象。为了更好地解决贫
困学员的后顾之忧，政企校三
方承担了学生来杭期间学习
的所有费用。

教学模式上，采用的是专
家教师采取一对一、一对三的

教学形式，小班化教学，对学员
进行为期 2个月的电梯安装维
修技能培养。学员完成理论培
训和实操培训，取得特种设备
作业人员证后，由杭州职业技
术学院和浙江省特种设备检验
研究院推荐，安排到电梯行业
有影响力的西子奥的斯、通力、
杭州西奥、巨人通力、西子电梯
等大型电梯企业工作，从事电
梯维修保养、电梯安装与调试、
电梯维保管理等工作。

截至目前，共有 90名学员
进入此项目，做到电梯产业发
展和贫困学生就业的精准对
接，并真正实现“一人培训，全
家脱贫”的帮扶目标。

■通讯员杨朝峰 记者杜成敏

7 月 6 日，来自湖州全市
80 家企业、行业协会、中职学
校的代表和政府有关部门负
责 人 齐 聚 湖 州 职 业 技 术 学
院，成立了湖州职院产教融
合发展联盟。

湖州职院产教融合发展
联盟是由湖州职院发起，在
当地市委市政府和行业企业
的支持下，联合企业，协同行
业（专业）协会，共同组成的
融汇“产学联动、人才培养、
服务区域经济、促进社会建
设、学校治理创新”等职能的
联合体，是学校实现校企合
作、产教融合的组织形式和
合作平台。

产教融合发展联盟下设
智能制造、智能电梯、新能源
汽车、建筑业、旅游业、物流
与信息、商务贸易、文化创意

及农业农村等 9 个专业（群）
产教融合联盟。

联盟成立以后，将更加密
切学校与政府、行业、企业的
联系，在产教融合共享校企
合作资源、创新人才培养机
制、共建技术研发中心、共建
职业教育体系、共建信息服
务平台、促进学校治理创新
等方面推进各项工作。

近年来，湖州职院主动对
接湖州产业转型升级需求，
调整优化专业设置，全校 33
个专业与地方产业的契合度
达 80%以上。

在湖州职院产教融合发
展联盟成立大会上，湖州职院
还与久立集团签署了战略合
作协议，与浙江大东吴集团签
署了合作成立大东吴学院框
架协议，与湖州旅发委、太湖
龙之梦乐园签署了三方共建
太湖龙之梦基地合作协议。

■记者张浩呈 通讯员伊水涌

烈日炎炎，骄阳似火。日
前，由宁波市镇海区蛟川街道-
开发区总工会、金丰（中国）机械
工业有限公司主办，宁波镇海区
职业教育中心学校承办的“金丰
工匠”技能比武大赛——机械加
工基础比赛在镇海职教中心开
赛，70名金丰员工和8名镇海职
教中心机械专业的在校学生展
开了激烈的技能比拼。

本次技能比武赛项机械加
工基础作为加工制造业中最为
基础和广泛应用的项目，吸引了
来自金丰（中国）机械工业有限
公司数控车铣、普车、焊接、钳工
各类工种员工的参与。为了进
一步加强校企合作，深化产教融
合，部分技能过硬、成绩优异的
职教学子也踊跃报名参与进来，
使得本次技能比武大赛的含金
量大大提高。

比赛包括麻花钻刃磨和钻
孔加工两部分。麻花钻刃磨要
求参赛者掌握顶角、横刃斜
角、前后角及主后面的刃磨技
术，钻孔加工则考验参赛者图

纸分析、工件测量和划线、孔
表面粗糙度控制以及孔加工的
能力。比赛全程考核参赛者工
作态度、安全意识、职业规范、
环境保护等文明生产职业素
养。

通过裁判组严格监督和检
查，将工件和麻花钻分别评分，
最后评出前六名。排在前六名
的均为“金丰”员工。

据了解，“金丰工匠”技能比
武作为“金丰”明星系列赛项，已
于 2016 和 2017 年分别举行了

“平板摺合比赛”和“焊接大
赛”。这两次技能比武中，镇海
区职业教育中心学校均参与赛
事筹备并提供裁判评委，合作非
常顺利。

镇海区职教中心学校相关
负责人表示，技能比武不仅加深
了校企双方的友好关系，还真正
做到了“以赛促产”、“以赛促教”
的目的。在提高了企业一线员
工积极性的同时，还帮助学校更
好地认识企业，有方向性地去培
养学生，让学生更清晰地发现差
距和不足，有目的性地进行自我
完善和技能提升。

■通讯员虞心婕 记者杜成敏

2016年，李世石输给了阿尔
法狗，2017年5月，柯洁输给了阿
尔法狗，标志着围棋领域人类已
被AI击败。而在其他领域，人工
智能也开始渗透进各行各业，渐
渐取代了重复性强、记忆要求高
的工作岗位。在未来，人工就业
的优势必将转移到AI无法取代
的岗位上，创造力就是其中之
一。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的数字
媒体应用技术专业就是这样一
个充满创造力的专业，它的学习
内容，包含了计算机、网络、媒体

等当下流行的数字技术前沿，兼
具艺术的魅力和技术的严谨。
你可以在专业里学习怎么编写
网站代码，也可以在专业里学习
怎么手绘动画、进行广告设计、
标识和制作。

数字媒体技术专业学习的
技能，包括视觉传达、虚拟现实
技术、网站设计与制作技术、游
戏动漫。值得一提的是，温州职
业技术学院是全国率先设立VR
学习方向的高职院校，有完善的
工作站和VR设备，也配备了一
批优秀的VR导师。

专业为不同的学生设置了
不同的学习方向，学生可以根据

自己的兴趣特长进行专业方向
的选择。

既然是充满创造力的专业，
它必然有着一套独有教学模式，
能让你学会如何建立自己的逻
辑思维能力、培养创意设计的灵
感以及动手能力，而不是花大量
的时间去学习既成的一套东西，
或在已经建立的规则之下兢兢
业业地工作，这些创意和能力，
是电脑无法取代的。

近年来，温职院数字媒体应
用技术专业教学取得了不少成
果，学生作品多次在省级、国家
级的大赛上获奖。 2011 年至
2016年的浙江省大学生多媒体

作品设计竞赛上，数字媒体应用
技术专业师生共取得了一等奖4
次，二等奖5次，三等奖10次。

经过3年数字媒体技术专业
培养后，毕业的学生可以从事网
页设计制作、手机轻应用设计制
作、各大电商美工、淘宝美工、微
信页面制作、电商页面设计制
作、平面设计、产品包装设计制
作、企业形象设计、视觉设计、视
频后期、二维动画制作、3D动画
制作、VR场景设计、VR交互制
作、产品外观设计制作等。可以
适应媒体公司、电商公司、包装
设计公司、网络公司等各大企事
业单位的工作。

在就业方面，历届毕业生就
业率均达 98%以上，在创业与就
业双通道上均取得不错的成
果。如2011届毕业生黄俊，创立
了杭州发也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2017届毕业生陈烨炯、李敏静分
别成为了就职企业的全屋定制
设计师、家具VR设计师；2017届
毕业生孙晨宇，在不到一年时间
里，就已经成为杭州一家科技公
司的运维总监。

据了解，今年温职院数字媒
体应用技术专业单独考试招生
计划为45人，普高招生计划省内
37人，省外 8人，就读校区为温
职院茶山校区。

美，就要大声讲出来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数字媒体应用技术专业：

挖掘创造力 就业有未来

“教师工匠”郑景志

海岛员工“赶考不易”

宁波电大“送考上岛”

湖州职院成立
产教融合发展联盟

一线员工
和职校学生同场竞技
“金丰”员工技高一筹包了前六名

懂技术，也要懂生活
嘉兴南洋职业技术学院
推出“生活技能”学习课

一人培训 全家脱贫
杭职院电梯专业开展“精准扶贫”

■通讯员范秀芳

近日，金华市技师学院和
金华市轨道交通投资建设有限
公司签订了《2018 年订单班合
作框架协议书》，双方协商，采
用订单培养的方式，按照项目
需求，培养轨道交通运营人才，
以满足金华市域对轨道交通工
程建设人才的需求。

根据框架协议，金华市轨
道交通投资建设有限公司将委
托金华市技师学院单独招收
2018 级应届高中毕业生，组建
轨道交通订单班。学生毕业后

经公司考核通过，可录用为
国企正式员工。

该订单班首次招收“机
电设备安装与维修（城市轨
道交通方向）”和“城市轨道
交通运输与管理（站务方
向）”两个专业，其中，城市轨
道交通方向 30 人，男女比例
为 9∶1；站务方向 30 人，男女
比例 5∶5。

该订单班面向浙江及周
边地区、高考成绩达到省控
大专分数线以上的应届高中
毕业生，优先录取金华本地
生源。金华市技师学院根据

报名学生成绩、面试以及体检情
况，择优录取并组建该订单班。
该订单班学制为三年全日制，毕
业文凭为全日制三年（技师学
院）+高级工+函授大专（网络大
专），所取得的成教大专学历在
金华市市轨道公司享受与全日
制学历同岗同等待遇。

专业建设是职业院校最基
本的内涵，专业强则学校强。金
华市技师学院机电设备安装与
维修专业开设于 1985年，是浙江
省中职学校示范专业、省中职学
校骨干专业，校示范专业，是该
院国家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的

重点建设专业。多年来，该专
业不断深化教学改革，广泛与
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其培养模
式与教学模式改革，得到省、
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
认可，毕业生质量得到了企业
普遍认同。尤其是技能比赛，
先后获得浙江省技工院校综
合机械自动化项目比赛第一
名，第 44 届世界技能大赛全国
选拔赛综合机械与自动化项
目第五名、第六名，两次入围
国家集训队；全国职业技能院
校技能大赛中职组装配钳工
技术比赛荣获一等奖，全国机

械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工业机
械装调（装配钳工）第一名；第
45 届世界技能大赛全国选拔
赛工业机械装调第六名，并入
围国家集训队。

据 悉 ，金 华 市 技 师 学 院
2017年即与金华市轨道交通投
资建设有限公司达成战略合作
关系，还与浙江师范大学合作
共享“轨道交通、智能制造产教
融合实训基地”，与中车大连机
车技师学院和中车大连机车车
辆有限公司在专业建设、人才
培养、校企合作等多领域开展
了广泛的交流与合作。

校企携手订单培养轨道交通人才
这个订单班学生毕业后可录用为国企正式员工

老师们带着数十台电脑等设备，送考上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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