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讯员周曦 记者杜成敏

暑假来临时，一批高校毕业生
忙着实习、找工作，而同是应届毕业
生的张霞，已经在“新角色”中游刃
有余了。

张霞是杭州职业技术学院达利
女装学院2015级服装设计专业的学
生。在2016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上，她用出色的表现征服了评委，
拿到了金奖。

因此，才上大二的她就被绍兴
柯桥职教中心“相中”，提前预定成
为了该校服装制版和工艺专业的一
名“准”老师。

职业规划明确

与许多刚步入大学校园，还带
着些许迷惘的学生不同，张霞一开
始就对自己的未来有着清晰的规
划。

“高中时我已经计划往制版师
方向发展，所以进入大学后，我就下
决心学好设计方面的知识。”张霞
说。

带着自己的目标，刚上大一的
张霞便加入了达利女装学院的工作
室。在这里，她获得了许多企业实

习的机会。
“工作室会针对我们的特长，为

我们制定个性培养方案，也会让我
们真正参与到一些企业真实项目里
去。我觉得这样的环境真的很锻炼
自己的动手操作能力，可以让我们
尽早地适应社会环境。”

把舞台拓展到“世界级”

大学期间，张霞参加了许多技
能大赛，获得了很不错的成绩。她
觉得：“证书一方面是对自己能力的
一种证明，也会成为日后寻找工作
的一块敲门砖。大学三年，我们有
很多的个人时间，利用好了这些时
间，完全可以做成许许多多的事
情。”

带着出色的成绩，张霞把自己
的舞台拓展到了“世界级”，她成功
入选第43届世界技能大赛澳洲挑战
赛，并取得了第三名的成绩。2016
年，她成为了第 44届世界技能大赛
时装技术项目中国集训队队员。

“张霞是一个综合能力和个人
素质都非常高的学生。”达利女装学
院教师章瓯雁评价说：“在工作室
里，她每天很早就到，晚上最后一个
离开，并经常把自己在服装技能方

面的经验跟工作室的同学进行交
流。在她的影响下，工作室学习氛
围浓郁，大家的团队合作和集体荣
誉感都有了明显的提升。”

“在专业上，她有一股子韧劲和
拼劲，经常会反思工作中存在的优
缺点，并力求做到更好，正是这一点
促使她能够一直严格要求自己，不
断进步。”达利女装学院教师杨龙女
说。

“明确目标，坚持就能见光明”

其实，张霞高考最初填报的是
服装营销专业，但由于自己的兴趣，
最终选择跨专业在服装立体造型工
作室学习，并取得诸多优秀成绩，勇
气与执着令人赞叹。

谈起自己的大学生涯，张霞说：
“每个人的成长机遇都是不同的，关
键是要把握住。我高中时就获得了
参赛机会，虽然竞争激烈，但其间也
遇到了很多优秀的人，得到了不少
宝贵的交流和学习机会。我最大的
体会就是应该多看看外面的世界，
看到的事情多了，眼界自然就开阔
了，在未来的道路上也就没那么迷
茫了，一旦明确了目标，相信自己并
坚持下去，就一定会见到光明！”

■记者杜成敏 通讯员陈秀华

9月 10日教师节当天，浙江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鲁俊一行
来到浙江建设技师学院进行慰问调
研，并为该校瓷砖贴面、抹灰与隔墙系

统、混凝土建筑等3项第45届世
界技能大赛中国集训基地揭牌。

在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上，
浙江建设技师学院选手崔兆举、
顾威烈分别获得瓷砖贴面项目冠
军、抹灰与隔墙系统项目优胜
奖。在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全国
选拔赛上，浙江建设技师学院在
建筑类5个项目上共入选13位选
手，其中10名选手进入前5名，入
围全国集训人数稳居全省第一。

该校瓷砖贴面项目的教练
高艳涛表示，学校之所以能取
得如此优异的成绩，除了选手
高超的技能水平和稳定的心理
素质，还离不开学校的重视以
及大力建设：“我们通过多年的
世赛经验与社会装饰工程相结

合，制定出科学领先的施工工
艺；还有我们的工具非常先进，
是团队根据比赛的实际情况自
主研发出来的新型工具，并都已
经申请国家新型专利。”

据了解，第 45 届世界技能
大赛将于 2019 年 8 月 22 日在俄
罗斯喀山举行，浙江省共有 49
名选手入围国家集训队，占全国
集训队员的 10%，数量居全国第
二。目前，全国共设立了 205个
集训基地，其中 15 个项目基地
设在浙江。

据悉，除了浙江建设技师学
院以外，杭州技师学院也获批 3
个国家集训基地，分别是飞机维
修项目、汽车维修项目、汽车喷
漆项目。其余我省获批的第 45

届世界技能大赛国家集训基地
地址和项目分别是：杭州市拱墅
区职业高级中学的美发项目；杭
州第一技师学院的花艺项目、餐
厅服务项目；杭州轻工技师学院
的平面设计技术项目；宁波技师
学院的塑料模具工程项目、原型
制作项目；宁波市古林职业高级
中学的烹饪（西餐）项目；绍兴
市公共实训基地的数控车项目；
安吉高级技工学校的管道与制
暖项目。

浙江建设技师学院的抹灰
与隔墙系统、混凝土建筑以及杭
州技师学院的汽车喷漆项目的
集训基地属于全国集训牵头基
地，我省其他集训基地是辅助型
集训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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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朱小峰

近日，义乌市人民政府和浙江商
业职业技术学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通过资源整合、战略协同，建立地
方政府与高等院校紧密的战略合作伙
伴关系。双方约定，通过战略合作，浙
商院为义乌市提供高质量的技术技
能人才培养和培训、应用性科学技术

研究和推广及资源信息共享等服务；
义乌市为浙商院搭建教学实践平台，
提供学生实习就业岗位，共建技术服
务研究平台，共同推进产教融合，探
索地方政府与高校合作办学新范式；
深化校企合作，探索应用型人才培养
新模式；扩大开放办学，引入全国高
校学生，打造人才集聚新高地，助推
世界“小商品之都”建设。

■通讯员高洋 记者杜成敏

“大学三年，你可以做一个
佛系青年，睡满 1095 天，花掉
68000 元，打完 1728 局DOTA。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啃完 50本
大部头，学会熟练地抽血扎针，
拿到从业资格证书，学会2种语
言，接触5种以上的不同工作单
位，成为平均 20个刚步入社会
的人群中最优秀的人。”

9月 9日上午，宁波卫生职
业技术学院 2018 级开学典礼
上，海选的新生发言人——
2018级口腔医学专业高丹妮同
学的发言，瞬间引爆开学典礼
现场。

印象中，校领导致辞、老师
教诲，还有“别人家小孩”的发
言，都是开学典礼的标配。但
是今年，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
院的新生发言却别开生面。

“她的话很接地气，道出了
我们 00后的心声，点 64个赞”

“‘佛系青年’是代表了一种生
活态度，但对青年人来说，更需
要拼搏。”听过发言的同学们纷
纷发出感慨。

高丹妮还引用了习近平总
书记对青年的寄语“青年要立鸿
鹄志、做奋斗者，”她结合专业
说，“期待若干年后的今天，我们
都能‘C位出道’，你给我护理，
我给你看牙；你给我验血，我给
你接生；你给我康复，我给你美
容”。“同学们，确认眼神的时候
到了，小猪佩奇文上身，掌声送
给宁卫人！”精彩的结尾更是引
起了师生们的掌声。

这场接地气又不失高度的
新生发言是如何诞生的？

原来，几天前，学校安排护
理学院和医学技术学院提供
老生和新生发言代表各一名，
在今年的开学典礼上发言。
接到任务后，医学技术学院党
总支副书记陈小渊想，新生发
言代表能不能让学生自己报
名呢？能不能鼓励有才能的
人毛遂自荐？

陈小渊介绍，长期以来，从
小学到大学，凡是重要场合，发
言的学生代表多由学校指定，
通常是学生干部，而普通学生
常难以获得发言机会，只能默
默地当一名听众。基于这样的
原因，医学技术学院准备通过
海选提高学生的参与度。

“我们希望学生发言能接
地气，能真正说出新生们的肺
腑之言，让听的人入耳、入脑、
入心 。”陈小渊说。

海选开始后，学工办几位
老师“分头行动”，通过电话、微
信对报名者进行面试，对学生
的个人经历、思想、语言表达、
文笔等进行全面考量。同时，
医学技术学院开始征集学生发
言稿，展开一场不拼颜值、不拼
声音，只拼思想的比拼。

“过去，由于担心学生发言
的高度不够，发言稿往往由老
师操刀，但缺少生动活泼的语
言。让学生自写发言稿，‘我手
写我心’，能真正说出00后学生
的所思所想，容易引起同龄人
的共鸣。”该校辅导员刘丹老师
说。

最终，来自慈溪 2018级口
腔医学专业高丹妮从医学技术
学院 578 名新生中脱颖而出。
虽然还未真正踏入校园，但高
丹妮早已经被热情的学长、辅
导员、班主任，通过班级QQ群、
学院“医技大 HOUSE”和学校
的微信公众号剧透了许多，提
前了解了在宁卫更好地学习和
生活的小攻略。

谈到选择口腔医学专业，
高丹妮说，高三前，自己从来没
有想过学医，因为对医学知识
没有特别了解过，总觉得这是
一个高大上的学科。但是，在
高三的时候，一个好朋友因为
意外导致2颗门牙缺失，需要种
植牙。1万多元一颗的种植牙
把她深深震住了，种牙怎么这
么贵呀！种 10颗就够买辆车，
种一口牙够买一套房的首付。
那时候，她就想，以后干脆学这
个专业，自己给自己拔牙，不要
钱。经过大半年的拼搏，高丹
妮高考有了不错的成绩，超了
本科线 10多分。填报专业时，
她在网上看到了宁波卫生职业
技术学院成功申报口腔医学的
消息，就毫不犹豫地报考了口
腔医学专业。

“昨天走进校园，走过承载
光辉历程的校史展厅，走过‘仁
爱、健康’的校训柱，我更深刻
地领略到了多年来学校厚重的
历史文化，这再一次让我确信
了选择学医、选择宁卫院是正
确的。”发言结束后，脸上洋溢
着幸福的高丹妮说。

作为助力“乡村振兴”的一项重要内容，绍兴市柯桥区总工会积极引导、支持创办

职工培训学院，目前全区已建成88家职工培训学院，并实现镇街职工培训学院全覆

盖，年培训职工超过10万人。图为绍兴电力设备有限公司员工正在接受电焊操作技

能培训。 钟伟、马杨文 摄

“意外随时可能发生”“黄
金急救 4 分钟”……9 月 11 日，
诸暨市民生实事工程——公共
场所AED设点单位救护员培训
走进诸暨技师学院，30 位教师
参加了培训。

AED 是指自动体外除颤
器，又称傻瓜电击器等，是一种

便携式的医疗设备，它可以诊
断特定的心律失常，并且给予
电击除颤，是可被非专业人员
使用的用于抢救心源性猝死患
者的医疗设备。美国心脏病协
会（AHA）认为，学用 AED 比学
心肺复苏（CPR）更为简单。

通讯员徐振宇 摄

■通讯员潘艺鑫 记者杜成敏

9月 2日晚，第 18届亚运会闭幕
式在印尼雅加达举行。作为下届亚
运会的承办城市，杭州接过会旗，在
闭幕式上通过 8分钟的“杭州时间”
文艺演出发出盛情邀请——“2022，
杭州欢迎你”。

在这场邀约中，有多位来自浙江
艺术职业学院的优秀校友精彩亮
相。“杭州八分钟”表演分为杭州美景
和现代杭州两部分。在上半部分杭
州美景中，一名身着红色裙装的美丽
女子带领着一众西子姑娘在圆月辉
映下，合着《春江花月夜》的伴奏翩翩
起舞。这位红裙女子就是殷硕，生长
在舞蹈世家，父母都是浙江艺术职业
学院校友。1998年，殷硕在家人的
鼓励下，考取浙江艺术学校（浙江艺
术职业学院附中），成为98级舞蹈班
一员。

2004年，殷硕毕业，以第一名成
绩考入北京舞蹈学院古典舞系。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殷硕
领舞《丝路》，又在去年“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高峰论坛文艺晚会领舞开场
节目《千年之约》。

此番再度精彩亮相“杭州八分

钟”，殷硕表示，“杭州时间”融合了
高科技和文艺表演，是一件具有杭
州特色的艺术精品。她相信，2022
年的杭州会更加精彩绚丽，让世界
了解新杭州，认识新时代的中国。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 02级舞蹈系
七年一贯制毕业生、杭州歌舞剧院青
年舞蹈演员何亚丹也参演了舞蹈演
出。何亚丹说，这次和高科技配合一
起跳舞，感觉很新鲜，传统文化与现
代科技交融，令人震撼，近两个月的
封闭式训练尽管艰辛，但一切的付出
都是值得的。

在下半部分现代杭州版块中，杭
州歌舞剧院独唱演员陈韬，青年歌手
徐镇和朱钰琪、朱钰莹，都毕业于浙
江艺术职业学院音乐系，他们与青春
偶像歌手易烊千玺劲歌热舞，传递了
热情的中国力量。

朱钰琪、朱钰莹是双胞胎姐妹。
闭幕式期间恰逢是浙江省青歌赛的
半决赛和决赛，已经进入半决赛的两
姐妹为了闭幕式演出放弃了比赛机
会。朱钰琪说，虽然心里有遗憾，但
为亚运会演出也是非常自豪的经
历。非常感谢培养了她们的浙江艺
术职业学院的老师们，希望2022年还
可以在亚运会的舞台上和大家见面。

■通讯员彭唯 记者杜成敏

为全面提高农民职业技
术技能，选拔优秀技术能手，
近日，由温州市委农办、温州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温
州科技职业学院主办的“温州
市第四届农民职业技能比赛
暨 2018 年全省农业职业技能
大赛选拔赛”在温州科技职业
学院举行。

此次比赛包括农作物病虫
害识别与防治技能、创新茶艺、
炒茶职业技能、动物检疫检验
员、动物疫病防治员等 5 个工
种。经由3天的紧张角逐，大赛
评委最终评出农作物病虫害识
别与防治技能项目一等奖2名、
二等奖 2名、三等奖 3名；创新

茶艺项目一等奖 1名、二等奖 1
名、三等奖 2名；炒茶职业技能
项目一等奖 1名、二等奖 2名、
三等奖3名；泰顺县和平阳县分
别获得“温州市第四届农民职
业技能比赛”最佳组织奖。同
时按照成绩选拔了13名参赛选
手参加2018年浙江省农业职业
技能大赛个人赛、团体赛。

据悉，温州市农民职业技
能比赛已经连续举办四届，已
成为检验全市新型职业农民技
术技能水平和整体能力的重要
平台。通过举办农民职业技能
比赛，选拔参加全省农业职业
大赛的种子选手，大大激发了
农民学员学习新技术、应用新
技术的热情，也切实提升了农
民学员的技术技能水平。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
校友亮相“杭州八分钟”

学校荣誉与实力的象征
浙江建设技师学院、杭州技师学院各获批第 45届世界技能

大赛3个项目国家集训基地

才上大二就被柯桥职教中心“相中”，提前预定成为该校服装制版
和工艺专业的一名“准”老师，张霞——

从世技赛舞台走向三尺讲台

不拼颜值、不拼声音，只拼思想

宁卫院开学典礼
新生发言风格突变

职工培训学院学技能

浙商院和义乌市政府战略合作

职业农民比拼技能
温州市第四届农民职业技能比赛暨2018年全省

农业职业技能大赛选拔赛在温州科技职业学院举行

AED进校园，现场急救更方便

张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