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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科技发展日新月

异。当新技术广泛应用于生产实
践，由此产生的新岗位数量可能
呈爆发性增长。可以预见，在未
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一些岗位
的人才可能过剩，而一些新岗位
的人才却将供不应求。

新技术，带来新岗位，新专
业，支撑新岗位。我国大力发展

职业教育，正是要解决眼下和
未来可能出现的应用型高技能
人才短缺问题。近年来，很多
职业院校应时、应地制宜，开出
了越来越多符合时代发展需要
和独具区域发展特色的新专
业。杭州职业技术学院作为我
省唯一一所开设针织专业的高
职院校，照样警觉和具有危机
意识，适时调整人才培养方向，
重点培养电脑横机编程人才，

可谓适应了时代需求，老树发出
了新枝，让传统专业又焕发了新
的生机和活力。

为了帮助家长了解如今新技
术要求下的新岗位、新专业，此前
本版推出了“新技术 新岗位 新专
业”栏目，专门介绍职业院校新开
出或重新改造过的新专业，下期
起，我们会在此栏目下特别推出
有关科学技术发展最新成果等方
面的信息，以期进一步帮助读者，

特别是考生家长放眼世界，着眼
长远，同时架起新技术与企业新
技术岗位与学校人才培养之间的
信息立交桥，欢迎关注。

在此，我们也再次向企业、
学校和个人征集有关新技术、新
岗位、新专业等方面的信息——
只要对读者有用的，都将是我们
欢迎的信息。来稿请发邮箱：
alan0104@163.com,亦欢迎来电
与编辑交流：0571-88852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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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剑强、吴欣 记者杜成敏

在背景墙前合影留念，记录下步
入大学的第一幕，然后和父母拥抱并
道一句：“爸妈，你们辛苦了！”

近日，在温州科技职业学院的迎
新活动现场，新生的这一举动，让现
场的不少父母红了眼眶。

9月底、10月初，是不少职业院
校的开学季，各校为给新生营造不一
样的开学体验，纷纷推出了别出心
裁、独具特色的迎新活动。而温州科
技职业学院经贸管理学院则另辟蹊
径，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融入“责
任”与“感恩”教育，将迎新工作做得
有感情、有温度。

该院采用给学生颁发“成人证”、
与家长合照、给父母一个拥抱、道一
声“爸妈辛苦了”等形式，使学生将责
任和感恩铭记于心。

国际商务专业的张同学兴奋地
说：“成人证意义独特，它不仅在形式
上而且从心理上提醒着我已长大成
人这个事实，激励着我要独立自主，
担起责任。”

“与父母相拥的瞬间看到了他们
头顶的白发和眼角的泪光，内心很酸
楚。原来不知不觉中我长大了，父母
却老了。”连锁经营管理专业的徐同
学如是说。

很多家长认为，合影拍照、拥抱
等感恩教育迎新形式其实质是对我
们家长的一种心理慰藉，合影拍照不
仅是孩子入学的重要时刻留念，也是
我们参与孩子成长阶段的一个重要
环节。还有部分家长表示，游戏、手
机占据了我们太多时间，很少有机会
能和孩子静下心来聊聊天，更别谈相
互拥抱。“这样的方式使我终身难忘，
我一定要把照片保存着放一辈子。”
一位家长说。

经贸管理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饶立兵认为，教育从来都不只是知
识和技能的训练，它更关乎精神和
责任担当的格局。学校的教育，除
了注重学生技能方面的培养，也要
重视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开展“责
任”与“感恩”教育，有利于弥补感
恩责任教育的缺位，强化学生的人
文情怀。

10月9日—11日，2018年舟山临港石化企
业技能大比武在岙山石油基地举行，比武分油
操储运、码头工艺、计量检验、电力维修、安全

消防等五大类别。图为选手们正在专注地进
行油品计量检验项目的比武。

通讯员应红枫 摄

日前，绍兴柯桥江滨
水处理有限公司制作了
有限空间安全操作规范
视频，该视频从细节入
手，以真人实景拍摄，用
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生动
的画面，讲述了造成有限
空间事故的主要原因、危
害特性、注意事项等知
识，帮助作业人员提高安
全防护意识。

图为规范作业的“样
本”之一。 通讯员钟伟、

罗牮子 摄影报道

■通讯员周建巨

为了寻找技能短板，全面提
升职工综合素质，近日，安吉县与
安徽省宁国市首次举办省际职业
技能大赛。参加比赛的 110 位选
手是两地从 2000多名报名者中层
层选拔出来的佼佼者。

将地区性职业技能大赛转换
为省际交流赛，是安吉县总工会
对原定工业主导产业行业大赛的
又一次创新。

据了解，今年以来，安吉县总

工会组织了一系列职工职业技能
大赛，参与对象以一线职工为重
点，涵盖技能挑战赛、区域间人才
交流赛以及高技能人才对决赛等，
比赛与职业技能鉴定相结合，参赛
职工通过考核就可直接获得国家
职业资格证书。

据统计，今年安吉县各级工会
举办各行各业形式多样的技能比
武达 50多场次，涵盖 15个工种，参
赛职工达 1 万余人次。通过技能
比赛，既检验了全县各个相关企业
职工的技能水平，也选拔了一批各

个专业方面的技术能手和高
技能人才，一大批职业技术人
才脱颖而出，同时选拔了一批
技术能手和高技能人才。

安吉县积极组织广大职
工投入“参加一次技能培训、
举办一次技术练兵、提出一个
合理化建议、参与一项技术攻
关、推广一项先进操作法、践
行一项节能减排措施、开展一
次安全隐患排查”等“七个一”
活动。截至目前，共收到各类
合理化建议、先进操作法等

200 余项；举办 5 期近 700 人次
的班组长培训班，内容涉及应
急救护、安全生产、职业病防治
等；相继组织高技能人才、技术
骨干交流 15次。

为进一步提升工会技能培
训的吸引力，安吉县总工会加
强了职工职业技能培训基地建
设，截至目前，在职工职业技能
培训基地已经帮助近 5000名职
工实现技能晋级，促成 1 万余
名职工完成培训，引领全县产
业工人在本职岗位上创新创

业，职工职业技能培训基地还
培训了一大批市场紧缺、企业
急用的实用技能人才，服务当
地经济建设，受到如潮好评。

在安吉，重视技能、尊重
人才的氛围一天比一天浓厚，
反过来带动和激发了更多职
工钻研技术、锤炼技能的积极
性和主动性，高技能人才也积
极主动地发挥着“传、帮、带”
作用，全县掀起一波又一波

“学习技术、钻研业务”的高
潮。

■通讯员周曦 记者杜成敏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针织专业
2016级学生李勋贵最近很兴奋，
他和他的 3位同学通过选拔，很快
就要去日本岛精荣荣有限公司接
受培训了。这家企业在纺织行业
内被誉为电脑横机的“四大天王”
之首，可以教会他们用最先进的
全成型电脑横机编程，从而让他
们成为这个行业内最稀缺的人
才。

针织专业在服装市场所占的
比重很大，是一个非常有前景的
专业。李勋贵说，这次能被“岛精
公司”选中，他们也非常意外，因
为此前他们很少会招高职的学
生。

此次，杭职院与“岛精公司”
约定，学生将在“岛精公司”结合
自己的毕业设计开展为期 4 个
月的专业学习，专业教师每周 3

次到培训部辅导。“岛精公司”承诺，
只要这 4 名学生能按规定顺利完成
培训任务，他们的就业将由公司承
包。

据悉，这个培训项目是杭职院针
织技术与针织服装专业开展现代学徒
制的试点项目之一。此次，学校与“岛

精公司”还就学校专业的发
展、公司人才的培养等相关问
题进行了深入细致地探讨，希
望将这样的合作形式一直延
续下去。

据了解，杭职院是目前全
省唯一开设针织专业的高职

院校。近年来随着智能制造的
发展，针织专业也逐渐调整人才
培养方向，重点培养电脑横机编
程人才。

“电脑横机编程是当前针织
行业发展的大趋势，但是从事全
成型电脑横机编程的人才却十

分匮乏。”杭职院针织专业负责人
刘桠楠说，“高职学生在工艺编程
这一块具有优势，符合行业技能人
才的需求，所以我们计划利用这次
机会，进一步和日本‘岛精公司’进
行深度合作，为行业发展提供紧缺
人才。”

■通讯员王国海 文/摄

近日，2018IMC 上海国际
模特大赛浙江赛区决赛在浙江
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举行。
来自宁波、温州、湖州等地区 40
名热爱时尚、心怀梦想的帅哥
靓女在T台角逐，为“2018上海
国际模特大赛总冠军”的殊荣
而战。

当天的比赛盛典，由上海时
装周组委会主办，上海火石文化
经纪有限公司、浙江纺织服装职
业技术学院承办。最终，9号选

手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的刘欣、27号男选手温州职业技
术学院的谢温伦分别夺得女模
组和男模组冠军，成功晋级总决
赛，将直通国际巴黎、米兰、纽
约、伦敦四大时装周以及上海、
北京时装周等秀场。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
院作为培养中国模特的人才源
头之一，近年来培养出了张瑜、
沃碧琼等 30多名业内精英，为
国内外时尚界输送了一个又一
个风格独特、品相出众的潜力
模特新星。

■记者杜成敏 通讯员詹会华

近日，由浙江省侨联、浙江
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共同举办，
浙江餐饮行业协会协办的 2018
年第 6期海外中餐烹饪技能培
训班顺利结业。来自全球29个
国家的90余名华侨大厨在浙江
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参加了中餐
营养健康讲座、烹饪实操、瓯菜
设计、中国船点文化传播等课
程培训，并进行了厨艺切磋及
座谈会等系列活动。

近年来，浙江人的身影活
跃在世界各地的中餐业，成为
了推动中餐走出去、弘扬中华
美食文化的重要力量。浙江
省侨联顺应海外侨胞的需求，

开展了“万家海外中餐馆·同
讲中国好故事”的活动，以培
训为抓手，目前已成功举办 6
期浙江海外中餐烹饪技能培
训班。

为给海外侨胞提供高质
量的中餐烹饪技能培训内容，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聘请
了多位大厨名师为学员讲解
指导中华美食传统文化、浙江
名菜制作等课程，研讨海外中
餐馆的发展思路与策略，还免
费提供烹饪工艺与营养专业
国家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
库的 1万多个微视频供广大侨
胞学习使用，为浙江省“浙菜
走出去”战略的有力推进持续
作出贡献。

■通讯员周琦 记者杜成敏

10 月 9 日，中国科学院院
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
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郑有炓，
南京大学特聘教授、南京微结
构国家实验室（筹）主任研究员
陆海应邀到义乌信息光电学院
进行科普讲座。

郑有炓院士结合美国苹
果公司联合创办人乔布斯的
创业故事，鼓励学生胸怀大
志、顽强拼搏、自强不息。郑
院士年逾八十，与学生们的

“交流”全程脱稿、内容严谨又
有趣。

陆海教授带领学生“穿越”
人类照明光源发展史，从白炽

灯谈到荧光灯，再谈到半导体
照明，最后解析了半导体照明
发展的现状。陆海表示，基于
蓝光 LED照明发展迅猛，且前
景广阔，义乌信息光电学院的
学生们能投身该领域，会有很
好的发展前途。

据悉，义乌信息光电学
院是义乌信息光电高新技术
产业园区与浙江省机电技师
学院联合打造的办学平台，是

“政校企合作”将“专业设在产
业链上，学校办在工业园区”
的有益探索，该办学平台将定
期邀请专家团队为义乌信息
光电学院提供专业课程资源，
更好地对接企业需求，助力本
土化人才培养。

新生代超模破茧而出

我省为90余名
华侨大厨“升级”厨艺
另有1万余个微视频供侨胞学习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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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为
中职学生开课
助力义乌本土化人才培养

他们有望成为
这个行业最稀缺的人才
全球电脑横机“四大天王”之首赴杭职院觅人才

安吉1万余职工参加技能大赛
比赛50多场次，涵盖15个工种

■通讯员刘生国 记者杜成敏

近日，2018年舟山市职业技能
大比武在舟山技师学院又拉开序
幕。今年的比武共有来自舟山各
县（区）、功能区的 600多名一线劳
动者参赛，涉及 6大行业、20多个
职业（工种），比赛将持续到10月底
结束。

据了解，自2004年起，舟山市围
绕海洋产业，每年优选部分职业（工
种），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岗位大练

兵、技能大比武活动。至今已连续
举办了 14届，共涉及港贸物流、绿
色石化、船舶海工、临港制造、海洋
旅游、现代服务等 50余个职业（工
种），先后有 12万余人次参加了各
级各类大练兵和大比武。通过大比
武、大练兵，有 1000名选手晋升为
技师，5500名选手晋升为高级工，
516名选手被认定为舟山市技术能
手，构建起了技能人才成长成才的绿
色通道，为建设“海上花园城市、自由
贸易港”提供了重要的人才支撑。

舟山千名职工
通过比武
晋升为技师
今年比武又拉开大幕

“教育不只是
知识和技能的训练”

温科院开展“责任”与“感恩”教育

打造浙江金蓝领

近日，黄衢南高速公路衢
黄管理处开展“文明伴高速·礼
仪随我行”文明礼仪培训活动，
专门邀请衢州市总工会“衢州
有礼”资深礼仪培训讲师许诺
授课。学员们纷纷表示，通过
培训对“礼”有了更深的理解，

希望通过自身素质的提升，更
好地展现企业形象，也将“衢州
有礼”传递给过往的每一位司
乘。图为衢黄管理处的收费员
和处机关文职人员在礼仪培训
的情景。

通讯员江燕君、周金法 摄

文明伴高速礼仪随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