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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钟伟、魏佳利

近日，绍兴市总工会决
定对 6家劳模创新工作室
给予工作经费资助，绍兴柯
桥恒元纺织有限公司茅元
根劳模创新工作室榜上有
名，获得万元工作经费资
助。

据悉，为了更好地弘扬
劳模精神、做好“传帮带”，
柯桥区至今已成功创建市
级劳模创新工作室 15家，
省级劳模创新工作室 1家，
这些劳模创新工作室已经
成为企业的智囊团、岗位的
创新源、项目的攻关队、人
才的孵化器，在提升职工素
质、推进乡村振兴中发挥了
积极作用。

茅元根的创业之路始
于 1990 年，2003 年创办恒
元纺织公司。经过多年打
拼，该公司已经从单一的挂
靠做外贸到自己创业，如今
集外贸、原料自加工、针织、
纺织机械制造于一体，一举

解决 700 多名员工的就业
问题。

在取得个人成绩的同
时，茅元根不忘回报社
会。2003 年至今，他每年
向敬老院、茶浜村和柯桥
基督协会 70岁以上老人发
放慰问品及慰问金 20万元
以上。每年为学校捐款捐
物，资助辍学儿童、贫困家
庭不胜枚举。2015 年，又
出资 3000余万元筹建非营
利性养老机构。2017 年，
茅元根被授予绍兴市劳动
模范。

“一直来，全区上下致
力营造‘劳模光荣，劳模伟
大’氛围，特别是今年年初，
区委办、区府办出台 1号文
件，建立起包括优异待遇、
离退津贴、特困帮扶等在内
的劳模管理服务‘七项机
制’。”据柯桥区总工会有关
负责人介绍，柯桥区现有各
级劳模 309名，其中全国劳
模12名，省部级劳模67名，
市级劳模80名。

■记者雷虹

大数据、云计算技术在社会经
济生活中作用不断被挖掘，那么，
它在校园的管理和教学中会有多
大作为？金华市技师学院对照教
育部颁发的《教育信息化 2.0行动
计划》，为自己规划了一份宏伟蓝
图。近日，该校专门邀请中国移动
金华市婺城分公司的专家前来把
脉，并召开全校信息化建设工作推
进会。该校智慧校园建设再迈新
台阶。

早在 2012 年前后，金华市技
师学院就启动智慧校园建设，逐
步建立起学校教务教学数据、学
生数据、人事数据等信息数据，对
学校教学管理起到一定的积极作
用。

“但是，这些数据相互割裂，各
应用系统之间相互独立，在推进教
学及管理上的潜力并未充分发挥
出来。”该校信息化中心主任朱晓
刚说。2016年，该校重新启动了新
一轮信息化建设工作。经过建设，
学校基本建成了以万兆主干、千兆
桌面为基础的网络架构，教师办公
区域、教学区域全覆盖有线无线网
络，学校核心机房服务器进行了虚
拟化改造，桌面虚拟化技术也运用
到了实训机房。

它给校园带来最“看得见”的
变化是，学生的手机不再被学校看
成是“洪水猛兽”了，因为“互联网+
教育”已被金华市技师学院越来越
多地应用于教学，手机成为学校教
学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该校机电工程系副主任黄清

锋用手机向记者演示了电动电子
技术课的云班课教学。“这其实是
一种移动交互式教学，”黄清锋老
师解释，“老师可以把所有资源上
传到这个云班课上，学生可以自主
下载相关内容进行自主学习。比
如，这是一个汽车电路，课堂上学
生如果还没听明白某些知识点，他
就可以从云班课上把教案下载下
来，进行自主再复习。如果他还是
不懂，可以在网上提问，请教老师，
也可以同学之间讨论，老师也可参
与进来一起讨论，给予答疑解惑。
这个教学软件对学生作业等情况
可以进行自动分析，跟踪学生学习
情况，老师真正可以因材施教了
……”

据了解，此前各校进行的信息
化教育被称为教育信息化 1.0 时

代。今年 4月，教育部基于国家战
略，印发《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
划》，提出到2022年，教育信息化要
基本实现“三全两高一大”的发展
目标。“三全”指教学应用覆盖全体
教师、学习应用覆盖全体适龄学
生、数字校园建设覆盖全体学校；

“两高”指信息化应用水平和师生
信息素养普遍提高；“一大”指建成

“互联网+教育”大平台。
教育信息化开始从 1.0 时代

进入 2.0 时代。有关人士指出，
如果说教育信息化 1.0 是引入外
部变量的话，那么，2.0 就是要把
这 些 外 生 变 量 转 化 成 内 生 变
量。具体来说，教育信息化 2.0
要实现从专用资源向大资源转
变；从提升学生信息技术应用能
力，向提升信息技术素养转变；

从应用融合发展，向创新融合发
展转变。

金华市技师学院院长兼党委
书记周金在该校的信息化建设
推进会上说，该校经过前期发展，
信息技术在校园管理和学校教学
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但学校各种
数据各自独立，不能有效及时交
互，资源利用率低。现在，要着力
把一个个信息孤岛串联起来，运
用大数据和云计算手段，创新校
园管理，改变学校服务模式，引导
教育进行更深层次的变革，真正

“从重点关注量变，向重点关注质
变转变，从强调应用驱动、融合发
展，向注重创新引领、生态变革转
变”，让“互联网+教育”产生无穷
力量，推动学校各项工作更上新
台阶。

日前在上海举办的“新技术支
持未来教育展示观摩”活动上，上
海市电化教育馆馆长张治表示，教
育信息化2.0将带来以下转变：

教育资源观转变。“过去，我

们将知识资源数字化、平面资源
立体化，但这还不够，我们要更强
调基于互联网的大资源观。这个
大资源观既包括知识，也包括知
识之间关系、即知识图谱；既包括

填充学生头脑的，也包括点燃学
生智慧的，教育不是把一杯水注
满，更多是把一团火点燃。”

技术素养观转变。从技术应
用能力转向信息素养能力，“我们

不仅要利用技术，更要利用信息素
养和信息技术合作。”

教育技术观转变。教育技术不
能仅停留在学习环境，而要嵌入学
习系统中去。

发展动力观转变。“过去，我们
非常强调教育系统的应用，创新驱
动发展的动力尚未得到充分体现。”

教育治理水平转变。过去的
教育治理是补救型的，先出现问
题、后治理问题，没有强调教育治
理现代化。

思维类型观转变。“当今教育面
临的问题之一是思维方式还停留在
工业时代，我们的思维类型急需从
工具型思维转向人工智能思维。”

近日，2018年绍兴市中职学校烹
饪基本功竞赛在绍兴举行,诸暨技师学
院大获全胜，学子寿臻浩获三项个人
金奖，一项个人铜奖，并获全能奖，赵
佳怡和郦培锋分获面点、雕刻银奖，徐
杭峰、杨坚和欧国凡三位老师获优秀
指导老师奖，学校获得“优秀组织奖”。

据悉，本次竞赛以中职学生烹饪
教学课程内容为依托，依照中职学校
烹饪教学要求，以引领中职学校烹饪
教学未来技能发展方向为目标进行命
题，重在平时基本功教学的内容，并借
鉴世界技能大赛的成功经验，重视技
能操作、淡化理论考核，增强师生参与
度。比赛分为个人单项比赛和全能比
赛，包括中式烹调、刀工、雕刻、面点四
个竞赛项目。

寿臻浩同学基本功扎实，现场表
现出色，一人揽获5个奖，着实让人刮
目相看。

通讯员詹玉丹、陈震宇 摄影报道

近日，来自舟山口岸系
统各相关企业的40多名学
员在岙山石油基地举行自
贸通才培训班，学习进出关
业务、油品转运、生产流程

手续等实际操作技能。学
员在培训班上积极学习和
主动提问，图为学员正在开
展提问式学习。

通讯员应红枫 摄

教育信息化从1.0时代进入2.0时代
金华市技师学院智慧校园建设逐步——

从建设应用，走向融合创新

■通讯员周曦 记者杜成敏

“互联网＋”怎么跟教学相融
合？大数据怎么跟智慧校园相融
合？人工智能会否引发新一轮的

“课堂革命”？12月 2日至 4日，由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信息化工

作委员会主办、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承办的 2018年年会在杭州之江饭
店举行，全国 200余家中高职院校
的负责人参加会议。

本次会议主题为“深度融合、
智慧赋能、创新发展”，深度探讨了
职业教育领域中的信息化建设问

题。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尧学、中国
教育技术协会副会长钟晓流分别
作《关于高职院校信息化建设的讨
论》、《信息化时代的教学环境》的
主题报告。来自高职教育信息化
建设方面的专家学者、一线企业和
各大院校，围绕着教育信息化 2.0、

智慧校园、人工智能、AI＋大数据
技术等信息化前沿话题，交流了各
自的观点。

大会听取了中国职业技术教
育学会信息化工作委员会 2018年
度工作报告和财务报告，表彰了
2018年度职业院校信息化建设优

秀案例，发布了2019年研究课题信
息。

同时，大会还启动了“未来校
园云平台系统”的捐赠计划，中国
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和支付宝将以
免费捐建的方式，向全国中、高职
院校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职业院
校捐赠 1000套软件平台、1万台面
部识别/二维码一体消费POS机、8
万台二维码/刷卡一体消费 POS
机，推进职业院校信息化建设的升
级发展。

探索“人工智能+教育”之路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信息化工作委员会年会在杭举办

■记者杜成敏 通讯员姚敏明

12月 10日，浙江工商职业技术
学院“小绵羊”工作室师生团队的影
视作品《书香海曙》在“嗨拍宁波、
尚学之美”宁波市全民终身学习微
视频大赛中获得了第一名的好成
绩。这是该作品继获得第四届宁波
市优秀影视作品评优宣传片类金奖
之后再创佳绩。

《书香海曙》以“书、塾、曙、数”四
个汉字，正好构成拼音的语调四声为
创意点，凸显了“海曙天一阁藏书”

“文化传承”“海曙先贤”以及“现代生
活和阅读方式”等四个方面的文化元
素。片子意境悠远，构图新颖，由古
至今，由慢变快的音乐和镜头节奏，
较好地反映了书香海曙的主题。

《书香海曙》是“小绵羊”工作室
获奖作品之一。据悉，在今年 11月
举办的第三届宁波国际微电影节等
大赛中，小绵羊工作室创作的《卖面
桥——远离现实的青春》获该电影
节“宁波表情”微纪录片单元三等
奖；2015 年，该团队获宁波国际微
电影大赛最佳影片“银螺奖”“最佳

导演奖”；2016 年，获宣传片金奖、
纪录片金奖；2017 年，获短视频金
奖、宣传片铜奖。

“师生之所以能在大型赛事中
与众多业内团队同台竞技并屡创佳
绩，与该校数字传媒学院近年来大
力推进‘产教融合’相关政策，积极
开展教学改革密不可分。”浙江工商
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副校长
周志春称。

据悉，浙江工商职院数字传媒学
院教学一直坚持与行业紧密结合，积
极探索实践“引企入校”的人才培养

模式。学院选拔专业方向一致且具
有较强实力的企业，由校内教师和企
业专家共同担任指导教师，扶持特长
生等组建联合创作团队，面对市场承
接真实的项目，通过“真题真做”的方
式培养实战型人才。目前数字传媒
学院像“小绵羊”工作室这样的校企
合作团队共成立了6个。

近年来，在压力和动力的双重
驱动下，工作室师生的团队意识、合
作精神、专业能力得到跨越式提升，
完成了大量具有创新意义、艺术价
值和一定社会影响力的创作项目，

并通过参与国内外专业大赛打磨精
兵、提升实战能力。这种“真题真
做”“以赛促练”的人才培养模式，
为培养高素质实用型人才打下了坚
实基础，在区域同类院校中已形成
较强的专业优势。

周志春称，未来浙江工商职院
将继续全力推进“产教融合”教学改
革试点工作，不断提升专业建设水
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充分发挥学校
人才集聚优势服务宁波“名城名都”
建设，为行业转型升级发展提供强
有力的人才支撑。

真题真做 产教融合 以赛促练
浙江工商职院师生影视作品屡获大奖

■记者杜成敏 通讯员周琦

近日，由省市共建的
“义乌市先进制造业高技能
人才公共实训基地”在浙江
省机电技师学院正式启用。

据悉，“义乌市先进制
造业高技能人才公共实训
基地”项目，是义乌市 2016
年度重点建设项目之一，它
紧贴义乌市“三大新区”战
略和四大战略产业实际需
求，集职业技能培训、实训、
鉴定和技术攻关为一体，是
以培养先进装备制造产业、
时尚产业、信息经济产业高
技能人才为主体的公共实
训基地。

“义乌市先进制造业高
技能人才公共实训基地”总
投资1.6亿、建筑面积达2.5
万平方米，内设 13个先进
制造业实训中心、68 个实
训车间。投入使用后，学院
将结合校内“国家级高技能
人才培训基地”、“国家职业
技能鉴定所”、“浙江省高技
能人才培训基地”以及义乌
市技师协会等平台，充分发
挥平台效能，预计每年提供
数控、模具、工业设计、针织
机修、电子技术、维修电工、
电梯养护、电焊等 19个职
业工种 1万人次的高技能
人才能力培训与鉴定，形成
覆盖初、中、高、技师等多层

次技能人才的培训体系，
致力于打造辐射义乌及周
边地区的职业技能培训第
一品牌；分布推进智慧物
流、工业机器人、3D打印、
轨道交通等智能制造实训
中心的软硬件建设；吸引
国家级、省级技能大师入
驻，建立技能大师工作室，
为义乌中小企业提供技能
培训、科技攻关、产品研
发、成果转化等服务，努力
打造义乌新型产学研用综
合服务基地。

当前，正值义乌推动产
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义
乌对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
才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
更为迫切。近年来，省机电
技师学院的发展始终与义
乌市场所厚植的工业体系
相融共生，为地方传统产业
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
育提供了人力、智力支撑。
据不完全统计，仅 2016 至
2018 年，学院已累计为义
乌输送高技能人才 5000余
人。

此次省市共建“义乌市
先进制造业高技能人才公
共实训基地”的启用，也是
省机电技师学院与义乌市
政府深度合作的载体，在义
乌新一轮创新驱动、转型发
展中发挥十分重要的人才
保障作用。

职业教育紧贴
产业发展战略

省机电技师学院启用“义
乌市先进制造业高技能人才
公共实训基地”

钠离子电池正极材料挺“锰”有望取代锂电池

南京理工大学夏晖教授与
中外团队合作，首创结构设计
和调控方法，在锰基正极材料
研究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使低

成本钠离子电池有望取代锂离
子电池，相关成果发表在最新
一期《自然·通讯》上。

近日，四川成都二环BRT
双林北支路站台，显示屏上标
识着“5G第一车”的公交车缓
缓驶入，标志着全国首条 5G公
交环线正式开通。据了解，在

时速40公里的公交车上，5G网
络 实 时 峰 值 速 率 达 到 了
2375mbps，这意味着短短几秒
即可完成一部蓝光电影的下
载。

近日，德国一 3D打印机制
造商的创新部开发出全球第一
款全 3D打印摩托车。这一作
品成功地将数字设计与数字制

造结合在一起。这辆车身上除
了电气部件之外的所有部件，
都是 3D打印的，包括轮胎、轮
毂、车架、前叉和座椅。

美国研究人员研制出一种新
的三维晶体管，尺寸不到当今最
小商业晶体管的一半。他们为此
开发了一种新颖的微加工技术，

可以逐个原子地修改半导体材
料。最新的趋势是垂直竖立的鳍
式三维晶体管，其尺寸约为7纳
米，比人类头发还要薄几万倍。

美国研制出迄今最小三维晶体管

首辆5G公交环线开通 一部蓝光电影秒下载

德国研发全球第一款全3D打印摩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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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知识资源数字化、平面资源立体化，但这还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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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科学家历经 6 年，研
制出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全电机伺服驱动精密模压成
形机”，形成了具有完全自主知
识产权的玻璃模压加工工艺，

可实现在可见光玻璃材料和红
外玻璃材料上加工各种类型、
各种尺度微结构阵列与自由曲
面玻璃器件。

我国研制出套玻璃光学器件制造加工装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