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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的职校 不一样的魅力

■通讯员屠红良

“大棚迷你南瓜成熟了，松花
菜可以供应市场了……”日前，湖
州市现代农业技术学校杨勇老师
在“朋友圈”点赞班里学生的“承
包田”大获丰收。

近年来，湖州市现代农业技
术学校借鉴我国“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的经验，在果蔬花卉生产
技术专业探索实施“班级承包制”
实训模式。即，学生在学校专业
老师与企业带教师傅的共同指导
下，承包农业基地设施，开展栽培
果蔬花卉的实践活动，并对学生

实行过程、理论和效益“三重”考
核。

日前，笔者走进位于湖州市
埭溪镇蒋坞村的该市现代农业生
产示范基地内，看到学生们在专
业老师的指导下，正开心采摘着
一株株大松花菜，脸上洋溢着收
获的喜悦。

据杨勇老师介绍，根据农业
生产周期性、季节性的特点和果
蔬生产型企业的需求，2018年8月
25日，湖州市现代农业技术学校
与合作企业——湖州吴兴金农生
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施星
仁共同商定了这个批次的“班级

承包制”实训项目，共筛选出了 3
个品种，供学生进行生产性实训，
分别承包给园林技术 1702班、现
代农艺1801班、果蔬花卉1801班，
面积各0.3亩。

“自己承包的松花菜，经过 3
个月精心管理和照料，其间，包括
穴盘育苗、植株调整、品种特性记
录、病虫害数据记录和浇水、除草、
施肥、杀虫等农事管理，现在获得
了丰收，真是太开心了！”参与这批
实训的学生朱子安激动地说。

而作为合作企业的总经理和
带教师傅，施星仁最明显的感觉
是，这些学生经过“班级承包制”

实训后，不仅责任心和钻研心强
了，而且由于参与了果蔬花卉育
苗生产、田间农事管理、农产品流
通和经营的全部环节，了解和掌
握了从育苗到销售的全过程，大
大提高了他们的综合竞争力。“毕
业后肯定会非常受企业的欢迎。”
他说，当前的一些农业企业，能够
指导生产且动手能力强的年轻工
人捉襟见肘。企业邀请湖州市现
代农业技术学校师生参与新品种
试种与推广，不仅可以借助学校
的实训基地进行科学研究，更重
要的是，帮助我们培养了急需人
才。施星仁已早早地跟学校预订

了几名今年的毕业生，“晚了怕招
不到这么好的‘苗子’”。

“自学校涉农专业开展‘班级
承包制’等实训模式以来，毕业生
胜任力大为增强，一些学生毕业后
不久就成为了现代农业企业的技
术骨干和领头雁。”湖州市现代农
业技术学校校长谢星根自豪地说，
下一步，学校将以“爱农、亲农、学
农、入农”为主线，以创业创新为导
向，进一步总结经验，深化产教融
合、校企合作，坚持把专业建在农
业产业链上，为乡村振兴培育更多
更好的新型职业农民和新农村实
用人才。

■通讯员林香港 记者杜成敏

1月 8日上午，由温州职业技
术学院牵头组建的浙南职业教育
集团正式成立。浙南职业教育集
团由温州市人民政府主管，是以浙
南地区高职和中职为主体，相关产
业园区、科研院所、行业、协会、企
事业单位参与，在自愿基础上成立
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非营利性
职业教育联合体。目前有会员单
位 107家，其中副理事长单位由 3

家浙江省内高职院校、3家行业协
会和7家行业龙头企业担任。

浙南职教集团将着力促进
“创新政行企校协同育人机制”、
“建立专业建设标准动态调整机
制”、“建立技术技能人才供求信
息发布制度”等十项职能任务的
完成，逐步形成职教集团内生源
链、产业链、师资链、信息链、成果
转化链、就业链，促进各成员单位
的共同进步、提高和发展，助推区
域经济发展。

成立大会上，阿里云、凤凰数
字媒体教育等企业代表现场与温
职院签订了多项合作协议。包括
建立阿里云大学温州职业技术学
院认证中心、打造创新型数字创
意产教融合示范基地等多项合作
内容。

据了解，浙南职业教育集团
的成立，也是温职院将政校协同、
校企合作、校际联动、中高职衔接
等点对点的线状合作模式进行一
次“织线成网”式的大整合。

近年来，温职院紧随区域产
业经济发展，不断深化产教融合、
校企合作，形成了“东、西、南、北、
中”五大基地协同推进的产教融
合格局。该校以正在建设的温州
智能制造公共实训与服务中心为
圆心，东面与温州市经信局联办
了温州市企业综合服务平台，服
务企业6万余家；南面与瑞安市政
府联办了瑞安学院，目前有在校
生 2000余人，与瑞安市经济开发
区共建智能制造产教融合联盟；

西面与瓯海区政府联办温州设计
学院，计划打造成浙南地区最优
秀设计人才、最时尚设计作品、最
先进设计技术、最新潮设计资讯

“四大集市”；北面创建文创基地，
计划设计成温州文化地标。

以产教融合为主线的“东、
西、南、北、中”格局，不断吸引行
业协会、知名企业和政府部门的
合作参与，直至水到渠成地成立
职教集团，为区域产业经济的发
展提供高技能人才支撑。

■通讯员王国海、江雨微 文/摄

最新潮流的时装秀、创意时尚的彩妆秀、穿
越现代的动漫秀、简约时尚的家纺展……

1月7日，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为期7
天的第四届“融+”时尚周启幕，走在时尚潮流前
端的系列展示活动一一精彩呈现，点爆时尚潮
流。

据该校教务处处长朱远胜介绍，时尚周期
间，将集中展示该校2019届毕业生的时装、家纺、
饰品、美术、彩妆、动漫、空间设计、智能交互、平
面设计等专业6000多件原创时尚设计优秀作品，
立体呈现学校时尚之风。

“时尚周”上，吸引了宁波美苑集团、非凡形
象设计、雅戈尔集团、太平鸟集团等 30余家企业
前来开展业务、人才对接，促成获奖作品成果向
企业、向市场转化，优秀人才加盟企业。

当天，该校宁波时尚经济研究所还发布了
2018年中国城市时尚指数，全面解读中国城市时

尚力，为城市时尚建设提供决策支撑。
根据中国城市时尚产业指数评价结果，北

京、上海、广州、宁波、重庆5个城市的时尚产业指
数水平较高，在 18个城市中排名靠前，宁波的时
尚产业指数增长较快。从宁波时尚产业的指标
数据中可见，主要是宁波时尚产业中的汽车制造
业产值在该年度间出现较为明显的增长，提升了
宁波时尚产业的整体水平。

此外，根据中国城市时尚品牌指数水平评价
结果，北京、深圳、上海的时尚品牌指数较高，其
次是杭州、广州、青岛、济南、宁波这 5个城市，宁
波在服装家纺领域的品牌效应显著；根据中国城
市时尚人才指数评价结果，北京、上海、广州的时
尚人才指数水平较高，其次是深圳、宁波、重庆等
15个城市；从国内18个城市时尚人才指数的内部
指标来看，重庆、上海、宁波、广州这4个城市的时
尚人才较多；根据中国城市基础条件指数评价结
果，广州、上海、宁波、北京、济南、武汉这6个城市
的城市基础条件指数出现较大幅度地增长，宁波
已具备城市时尚化发展的良好基础。

日前，绍兴市“柯职杯”电梯
安装维修工职业技能竞赛在柯
桥区职教中心举行，来自该市电
梯生产（含制造、安装、改造、维
修）单位的 25 名维修工同台竞
技。此次电梯安装维修工职业

技能竞赛，按照竞赛相关要求，
通过真实电梯进行维修与保养
操作，考核选手在实际操作中的
安 全 操 作 技 能 与 施 工 操 作 技
能。

通讯员钟伟、倪敏华 摄

■通讯员周曦 记者杜成敏

近日，教育部公布了2018 年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获奖项目名
单（教师〔2018〕21号），杭州职业
技术学院校长贾文胜主持的《公
共实训基地“杭州模式”创新与
实践》荣获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
成果奖一等奖，这是杭职院连续
两次荣膺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
等奖。

国家教学成果奖4年评审一
次，是国家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人才强国战略和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的重要举措，是对学校
人才培养工作和教育教学改革

成果的检阅和展示。
杭职院在杭州市政府的全

力支持下，集政府、学校和行业
企业三方优势协同创新，推动职
业教育教学资源建设的供给侧
改革，将人社部门为主投入的区
域公共实训基地建在学校内，探
索构建了公共实训基地“杭州模
式”（即“3333模式”），成功构建
了公共实训基地运行的“三大机
制”，有效地破解了公共实训基
地资源建设“孤岛”或“重复”现
象严重，资源建设重“投入”轻

“更新”，维管成本高昂、设备使
用效率低下等问题，得到国内同
行和社会各界高度认可。

■通讯员钟捷音 记者杜成敏

一直以来，人文素质教育是
职业教育的短板，但近日，温州
科技职业学院召开大学生美育
教育动员大会，明确将“美育”教
育作为该校人文素质教育内容，
纳入到学生素质培养中去，这也
成为全国首家开展“美育”专题
教育的高职院校。

据了解，“美育”指的是审
美教育，以陶冶情操、塑造品格
为目的，提升学生的审美素养，
它与德育、智育、体育、劳育相
辅相成、相互促进。该项工作
也是温州科技职业学院为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美术学院
老教授重要回信精神，进一步
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结合

学校人文素质教育工作要求而
推出的。

据介绍，学校目前已经制定
出《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之美育
工作实施方案》，结合高职教育
的特点，分别从美育课程、美育
实践、美育场地、美育师资、美育
平台这五个方面构建“大美育”
的教育格局，实现美育与学生管
理、教育、培养的全过程全方位
融合。

此外，学校还借助“淑女学
院”等特色教育品牌，围绕“内
修”、“外塑”、“才技”等三块内
容，设插花、化妆、礼仪、心理健
康、形体等 20余项专题，从内培
养女生高雅的气质，从外塑造女
生优美的形体，内外兼修全面提
升学生的品质和思想。

日前，浙江火电建设有限公
司下属能华物业公司组织开展
了由职工食堂厨师参加的厨艺
技术比武，分布在省内外各地职
工食堂的28位厨师参加了比赛，
从刀工、冷拼、炸、熘、爆、炒、面

食、羹类等几个方面进行了全方
位的比拼。通过竞赛和厨艺交
流，既提升了公司“厨房工匠”的
技能水平，也进一步提高了职工
对食堂餐饮的满意度。

通讯员黄吉祥 摄

■通讯员徐振宇、蒋雪峰

近日，“浙赣一家亲”诸暨市
江西商会 2019年迎新年会隆重
召开，当晚，诸暨技师学院与江
西商会签订了定向培养“现代学
徒中、高级技能人才”合作意向
书。

根据双方协议，江西商会面
向家乡招收身心健康、品学优良
的九年义务教学 2019年初三应

届毕业生20名，推荐进入诸暨技
师学院中级现代学徒班（高中）
进行学习，同时免除其在校三年
的全部学费。在校学习期间，表
现和成绩优良者，可升入高级现
代学徒班（大专）。江西商会在
学校设立“映山红奖”助学金，开
展对品学优良的“学困生”进行
奖励。据悉，诸暨技师学院将单
独开设“江西商会现代学徒班”，
并落实安排定向分配工作。

既要“工匠精神”
也要“人文素质”

温州科技职业学院首推全国高职“美育”教育

杭职院获国家级
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通讯员周琦 记者杜成敏

一所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
发展示范学校，一所新中国第一
所航空航天高等学府、“985工程”
建设高校，两者会有怎样的交集
呢？

为了贯彻国家关于深化产教
融合的相关精神，在深化职业教
育改革的探索中充分发挥职教院
校服务社会、行业和企业的作用，
近日，浙江省机电技师学院与北
京航空航天大学在义乌举行了共
建“无人机协同创新中心”签约暨

授牌仪式。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将在培养

无人机专业骨干教师、建设无人
机应用技术专业课程体系、建设
相关课程教学资源、提供世界技
能大赛无人机项目的技术指导等
方面与浙江省机电技师学院开展
合作。

无人机应用技术是省机电技
师学院2018年新设的三个特色专
业之一，目前，学校已成功加入了
浙江省通用航空产业协会无人机
行业分会，并遵循“校企协同、合作
育人”原则，与上海拓攻机器人有

限公司共建无人机人才培养培训
基地，推动校企精准对接、精准育
人，推进无人机应用技术专业更好
更快发展。学校计划为无人机应
用技术专业投入 1000余万元，着
力建成拥有多旋翼航拍无人机、农
林植保无人直升机、警用侦查无人
直升机、航空测绘固定翼无人机等
型号，设备数量达百余架的无人机
实训中心、专业无人机飞行训练中
心，致力打造浙中地区最大的无人
机培训基地，使学校成为浙江省无
人机培训资质最全的院校和无人
机专业牵头院校。

■记者杜成敏

近日，在杭州举行的全国跨
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职业教
育集团成立大会上，正式发布了
《跨境电子商务人才培养指南》。

《跨境电子商务人才培养指
南》由全国电子商务职业教育教
学指导委员会主持编写，有众多
的院校和企业参与，囊括了教育
部要求的专业教学标准的全部
内容，共历时两年开发完成。

近年来，跨境电商在国内呈
迅猛发展之势。根据中国社会
科学院《全国跨境电子商务产业
发展与人才培养报告》显示，早
在 2016年，中国、美国、英国、德
国、日本位居跨境电子商务竞争
力全球前五名，中国已成为全球
最大的B2C电子商务市场，全国
跨境电子商务人才缺口也迅速
扩大到450万左右。

尽管用人单位“嗷嗷待哺”，
大批院校也在跨境电子商务人
才培养方面积极探索，但因为界
限模糊，也没有具体的人才培养
标准，目前仍没有一个独立的跨
境电子商务专业，仅在国际贸
易、应用英语、电子商务、物流等
相关专业内设置跨境电商方
向。全国电子商务职业教育教
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陆春阳表
示，跨境电子商务需要多层次、
多类型和多专业的人才支撑。
既需要能从事跨境电子商务相
关运营、管理和研究工作的国际

化、复合型、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也需要从事国际货物贸易、国际
贸易单证和跟单、国际贸易市场
策划、国际商务谈判等工作的高
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更需要从事
跨境电子商务视觉营销、平台数
据分析及运营、网络客服等工作
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如果仅
在现有专业的课程设置中增加跨
境电子商务的相关内容，是不能
完全适应职业岗位对人才能力的
需求的，这也是我们开发《跨境电
子商务人才培养指南》的原因。”

杭州是国家在跨境电子商
务领域的先行先试区。2015年3
月 7日，中国（杭州）跨境电子商
务综合试验区由国务院批复设
立，此次在杭州成立的全国跨境
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职业教育
集团，也是全国首个专业针对国
家区域战略规划的职教集团，杭
州职业技术学院被推选为职教
集团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单位。

集团的首批成员单位来自
24个跨境综试区所在城市的 34
所市属职业院校，将共同搭建全
国性跨境电子商务职业教育合
作交流平台，政、行、企、校协同
育人，为国家跨境电商综合试验
区建设服务。

成立大会上，还举办了数字
经济与跨境电商综试区发展研
讨会，发挥高校和企业等专家、
学者的智库作用，共同探讨“共
享跨境电商发展新机遇，助推区
域国际化新发展”主题。

一个探索中的“紧缺”专业
终于有了自己的人才培养标准

《跨境电子商务
人才培养指南》发布

浙江省机电技师学院牵手“985”高校

打造“资质最全”的无人机专业

校园时尚周
促成果转换、人才对接

6000多件原创设计作品点爆潮流

把专业建在农业产业链上

“班级承包制”培育未来农业带头人

“东西南北中”协同布局产教融合
温州成立浙南职业教育集团，全方位服务区域产业经济

为了考察改革开放 40 年来
中国高职教育的发展状况，日
前，马来西亚英迪国际大学 33
名师生来到浙江经济职业技术
学院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开展
考察与交流活动。这也是我省
职教集团“一带一路”国际应用
型人才培养协作联盟成立以来
迎接的第一批外国大学师生考

察团。
考察交流会的压轴戏是体验

中国书法。在浙经院师生的悉心
指导下，马来西亚大学生达斯仁
现场书写了一行毛笔字：“我爱
你，中国！马来西亚。”图为马来
西亚大学生正在中国老师的指点
下练习毛笔字。 通讯员陈红松

记者潘仙德 摄影报道

浙经院迎来“一带一路”客人

“浙赣一家亲”
联合培养技能人才

食堂大厨比技能

电梯维修工“论剑”柯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