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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夏庆位

为提高学校食堂服务质量，
确保师生“舌尖上的美味和安
全”，近日，嵊州市举行第二届学
校食堂员工厨艺比武，36所小学
的49位员工、32所幼儿园的32位
员工参加了比武。

比武分两个阶段举行，首先
进行半小时的理论考试，采用书
面闭卷形式，主要考察参赛选手
在烹饪原理、食品安全、膳食搭
配等方面的基本理论知识。然
后是现场操作，每名参赛队员现
场制作一道菜肴，每个参赛队现

场制作两道菜肴，小学组考“青
椒炒土豆丝”和“红烧肉”，幼儿
园考“糖醋里脊”和“滑炒肉
丝”。理论满分 30分、现场评分
10分、规定菜肴 60分。

综合各位大厨实践表现，小
学组剡溪小学、剡山小学元培校
区、爱德小学选手获一等奖，金庭
镇中心小学等 5个学校选手获二
等奖，东圃小学等8个学校选手获
三等奖；幼儿园组浦口街道中心幼
儿园、湖都科技幼儿园2所幼儿园
选手获一等奖，开发区幼儿园等4
所幼儿园选手获二等奖，仙湖幼儿
园等6所幼儿园选手获三等奖。

■通讯员徐振宇

“不到公布成绩的一刻，谁都
不敢放松。”来自诸暨技师学院的
指导老师宋海军如是说。在他看
来，参加国赛是一种荣誉，更是一
种磨练。

近日，2019年全国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中职组“华航唯实”杯机
器人技术应用比赛在江苏无锡落
幕，诸暨技师学院再传捷报，来自
该校汽车电子专业的周泳波和机
电专业的吕银波两位同学配合默
契，将平时训练和学习到的知识
与技能充分发挥，最终成绩位列
118支参赛队伍的第 21名并荣获
二等奖。

“有遗憾，”宋老师扼腕叹惜，
“与金奖差距不大，或许就是一个
线头的事。”根据大赛规则，一个
线头掉地上，就要扣除 1分，而这
1分很可能就决定了你的名次。

“还是要在细节上去落实。”
指导老师和参赛学生达成共识，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比赛
的成败关键在平时，需要一次次
认真练习的积累，更需要在训练
时的仔细推敲。”

国赛的题目推陈出新，平时
练习过的可能性很小，押题完全
不起作用，吕银波笑言，“100 分

里，平时做到过的也就 10多分。”
怎么办？大赛考的是经验，更是
创新意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拿
到题目后，要迅速想出对策。作
为团体赛项，周泳波和吕银波分
工明确，前者负责机械及电气安
装调试，后者负责 PLC编程和触
摸屏编程及系统联调。不同系统
之间的通讯，是机器人技术应用
的重点和难点。

成功只是瞬间，积淀却需长
期。诸暨技师学院有关负责人表
示，从市赛、省赛到国赛，比赛既为
学校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也给学生
搭建了一个技艺展示的平台，大大
提升了学生的技能水平。拿赛项
要求的“异形芯片分拣”来说，80
个位置，如果一个个去定位，无疑
是件大工程，既费时又费力。但经
过团队的不断钻研以后，开发出了
一套坐标定位偏移法，定位减少到
了5个，一下子把操作时间缩短了
二十几分钟，为此，还吸引了兄弟
院校前来学习观摩。这位负责人
表示，学校将依托大师工作室，继
续推进以工业机器人为核心技术
的智能制造专业群建设，通过各级
各类技能大赛平台，“以赛促教、以
赛促学”，努力为“中国制造 2025”
培养智能制造高素质技术技能人
才。

浙江舟山港临港石化转运基
地公司30余名新员工即将上岗，作
为新工上岗第一课，上岗之前，公
司组织他们参观了公司创业历史

陈列室和企业荣誉室，学习了解企
业发展历程和企业精神。图为新
员工正在企业历史陈列室聆听创
业发展史讲解。 通讯员应红枫摄

■通讯员周琦 文/摄

激光内雕技术体验、趣味3D打印、机器人
服务体验、VR漫游体验等一系列酷炫的高科
技项目引得众多初中学生争相驻足体验；发型
设计、化妆体验展示、韩国文化体验、手绘+电
脑PS动漫设计创作体验等抓人眼球的项目让
学生们纷纷拍手叫好。

近日，浙江省机电技师学院为期3天的职教
体验开放日活动迎来了来自义乌市荷叶塘初中、
绣湖教育集团、赤岸初中、下骆宅初中、后宅中
学、苏溪中学等学校的“小朋友”，共计1200名。

浙江省机电技师学院根据学院专业特色
设立了不同的体验、展示项目，以创新的形
式、周到的服务吸引来校参观的初中生体验
并享受着机电技师学院师生带给他们的一场
职业教育的饕餮盛宴。

在省市共建高技能人才公共实训基地内，
“小朋友”们操作了 3D打印机、激光内雕机、
VR虎豹骑、倒水机器人等高端教学实训设备；

体验了形象设计、快速点钞、手绘+电脑 PS动
漫设计创作等技能实操；观看了数控工艺品、
水晶工艺品等作品展示；感受了机电校园中的
韩国风情、艺术气息。好奇心极强的“小朋友”
们不停地在各体验项目之间穿梭，脸上洋溢着
收获的喜悦的同时，对“职业学校究竟是怎样
的”“职业教育传授什么给学生”等疑惑有了直
观而难忘的认知。

“通过学校的精心安排，让这些初中生直
观感受到职业教育的‘高大上’，获得了对职业
生活的真切理解。活动的开展还坚持职业体
验与发现职业兴趣、规划职业生涯相结合，让
这些‘准毕业生’尽早发现并着力培养自己的
兴趣，不断提升职业生涯规划能力。”在活动现
场忙碌着的秦峰老师说道。

本次活动也充分展示了省机电技师学院
的人文环境、教学条件等办学实力，以及人才
培养、社会服务、竞赛荣誉等办学成果，同时让
学生在体验中感受到了职业教育的非凡乐趣，
感受到了职业教育的独特魅力。

■通讯员杨坚飞

骆佩岚，2017年毕业于诸暨
市职教中心学前教育专业，从教
一年后，却转向香榧深加工行业。

“虽然我不再是一个幼儿园
教师，但是我用教师的技能在做
香榧深加工这件事，并且做成了
一些事，很有成就感，很感谢母校
教给我的一切。”骆佩岚说。

20岁的骆佩岚坐在茶桌边侃
侃而谈，有着超乎年龄的沉静与
大方。她继获得诸暨首届“最美
榧乡人”荣誉称号后，今年“五一”
节又被评为诸暨市劳动模范。

“我上学的时候是劳动委员，
现在是劳动模范，我就是来劳动
的，劳动创造生活美嘛。”骆佩岚
非常开朗。

骆佩岚是诸暨市赵家镇榧王
村人，家乡是全国香榧出产的核
心区。“我家几代都是榧农，基本
上每年自产自销 1万多斤香榧。
我转向香榧深加工行业，是偶然
也是必然。很小的时候，我就想，
香榧是不是只有一种传统的销售
模式？香榧是国家级非遗圣果，

口味和营养价值、药用价值都是
毋庸置疑的，但是一代一代榧农
一直停留在自产自销的传统模式
中，香榧也成了特定时期才能吃
到的坚果，我觉得作为榧乡囡应
该为香榧做篇大文章。”

一个偶然的机缘，骆佩岚与
几个来自澳门的游客交谈，点燃
了她的创业之火。

“把香榧做成食品，把香榧做
成礼品，让香榧一年四季都存在，
让顾客尝到不一样的香榧食品。”
想法确定后，“劳动委员”骆佩岚
行动马上就跟上了。

她找澳门十月初五饼家研发
新产品，请制饼大师调制口味。三
款香榧饼秘制出炉：一口粒粒香榧
饼、香榧曲奇饼、粒粒香榧饼。然
后，成立公司、注册商标、申请专
利、设计包装、进入市场、推广销
售、批量生产、再开发新产品……

两年不到的时间，这个叫“香
榧美产”的饼点已与诸暨旅游集
团、诸暨市山下湖天使之泪、杭州
宋城集团以及诸暨市内一些农
庄、特产店签约代销，香榧食品的
年销售额冲上千万元的额度。

“创业很磨练人。”骆佩岚说，
“比如我拿着香榧果要说服澳门
十月初五饼家与我合作研发。人
家是澳门最大的制饼公司，而我
只是一个小县城里搞土特产的，
我得去说服，我得让他们相信这
个东西有市场、有价值、有前景。
这个道理跟当教师是一样的，我
得备课，并且要用一个好的表达
方式，把香榧故事讲给对方听。”

香榧饼最早是推广到珠海、
澳门等地做茶点和手信礼物用
的，在产品包装的设计上，要有诸
暨的特色，更要与澳门、珠海文化
相吻合的古朴历史感。骆佩岚职
校里学的美工、色彩课程等都派
上用场。“虽然我不再是一个幼儿
园教师，但是我用教师的技能在
做这件事。”

谈及自己创业路对学弟学妹
的寄语，骆佩岚沉吟之后点了几
个词语。

首先是创新意识。她说要抓
住思想出火花的瞬间。这个火花
出现会比较偶然，但一定是建立
在积累之上的，你抓住了，机会就
来了。

然后是行动。我们还年轻，
有大把可以失败的日子，大不了
重新开始嘛，没什么好怕的，你
不去做，永远不知道成功是什么
味道。当初做饼的香榧需要去
硬壳去黑皮，市面上还没有这样
的机器，我们一边手工剥壳，一
边研发香榧剥壳机，如今不是附
加价值也体现了嘛，真的很有成
就感。

第三是选择。眼界决定你的
选择，选择好的合作伙伴或竞争
对手都是提升自己的捷径。我选
择糕饼加工厂，虽然杭州上海都
有知名企业，虽然澳门公司加工
的成本会高很多，但是我认定品
质后就义无反顾；比如选择营销
单位，虽然到宋城购买手信的游
客很少，但是这里人流量大，且来
自五湖四海，推广的价值远大于
卖商品的价值。

第四是学习，终身学习。我
去珠海学习回来后觉得自己脱胎
换骨，公司运营过程中会感觉自
己很多方面需要提升，我也会定
期去学习，提升自身素质。开眼
界才能有远谋，也希望职教中心

的学弟学妹们好好学习，学到的
东西永远不嫌多，学到的东西在
今后也一定能用上。

为了带动赵家镇块状经济发
展，也为了拯救缺少“榧二代”职
业农民的现状，骆佩岚在相关部
门的扶持下做了个更为大胆的动
作，在小镇开启“诸澳式”风味香
榧饼第一试产点，在澳门糕饼大
师的指导下本土化研发制作；进
一步深化香榧产业，建设一条新
兴农产品业创新大道，把榧农的
农产品集中起来销售；建立香榧
产业合作社，统一炒制标准，集中
养护榧树等等。她还着手建立香
榧制品的产学研园地，想让更多
的小朋友通过研学，了解、传承香
榧文化。

诸暨市职业教育中心校长周
洁人说，给学生满满时代感和优
越感，正是职业教育幸福所在。
学生能爬多高的楼，我们就甘做
多长的梯，职业教育最能体现“适
合的就是最好的”，职校生的工匠
意识、社会担当、团队精神、格局
气度以及跨界融通、自我提升，远
比一份工作更重要。

她没有从事所学专业，却秉持专业精神开创了新事业

骆佩岚：我把香榧的故事讲给你听

新工上岗第一课

为了让学生们吃得更好
嵊州市举行学校食堂员工厨艺比武活动

在体验中感受职业教育的独特魅力

“小朋友”们都玩“嗨”了

获奖归来话得失

国赛，是比赛更是磨练

■通讯员周曦 记者杜成敏

出门旅游时，是应该带一个
大箱子还是小箱子呢？

杭职院工业设计专业的大二
学生王佳炎曾被这个问题困扰
过。有一次，他带着一个 20吋的
小箱子去桂林旅游，结果要回家
的时候发现，箱子里根本塞不下
他为家人带的纪念品。

灵感来源于生活。为解决这
个曾经的烦恼，他结合自己的专
业，和小伙伴杨帆、王思佳、叶灵
杰共同设计了“X-Lite suitcase超
伸缩旅行箱”。

“X-Lite suitcase 超伸缩旅行
箱”可以根据收纳物品进行相应
的容量调节，可伸缩机构主要由

“X”型伸缩支架、控挡卡条结构及
外部风琴防水罩式结构等部分组
成，伸缩调节过程顺畅，控挡稳

定，箱体容积可以扩增至收缩状
态的两倍。

王佳炎向记者介绍说，他们
从大一开始设计这个行李箱，历
经一年多时间，产品更新了好几
代。“最开始我们设计的是布料伸
缩帘，既不能调节挡位，用起来也
很费力，所以自我否定了。”现在，
他们用的是铝合金的“X”型伸缩
支架，可根据箱内物品的增减，在
一个箱子到两个箱子间多挡调整
箱体厚度。

目前，这个作品已经通过了
浙江方圆检测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的检测认证，获得了行业承
认的质量检测报告，还受到了
企业的青睐，签订了技术开发
合同。日前，该作品还获得了
浙江省第十六届“挑战杯”大学
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一等
奖。

■通讯员陈红松 记者潘仙德

“大学刚毕业时，也没想到会
当上捷克总理，是不断努力改变
了一切。今天我访问浙经院印象
很深，在为学校点赞的同时，也要
为同学们加油：请大家毕业后不
忘学习、继续努力，让自己在各个
方面变得越来越优秀！”

6月 5日晚上，捷克前总理伊
日·帕鲁贝克亮相浙江经济职业
技术学院第十五届校园十佳歌手
总决赛暨 2019届毕业生欢送会，
为毕业生们送上了一段激情洋溢
的“毕业致辞”。

致辞中，他向学子们讲述了自
己求学和工作的经历。当他提到
所学的专业浙经院也有时，大家都
竖起了耳朵，当他说出“酒店和管
理专业”时，台下立即报以热烈的
掌声。他会心一笑，补充说明：“这
可是个有趣的专业啊，可以让我们
有机会多看看世界的变化！”

浙经院不仅是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国际职教联系中心，也是首
批国家优秀骨干高职院校，这些
都构成捷克前总理不远万里“前
来看看”的重要原因。

当天下午，伊日·帕鲁贝克在
前总理顾问彼得·本达等人的陪
同下来到了浙经院，先和全校领
导班子合影留念，接着参观了学
校的物流实训基地、汽车实训基
地，最后在梦想创业学院跟师生

们进行了热烈互动。
“我们的目标，是培养有梦

想、有激情、善感恩的‘马云式’人
物！”全国高职高专创新创业教育
协会会长、浙经院党委书记骆光
林，为帕鲁贝克一行做全程向导，
向客人们介绍起学校创业创新的
特色。

帕鲁贝克先后参观了梦想创
业学院的创业展示区、创业教育
区、创业孵化区、创业路演区和创
业办公区等学院各功能区。随
后，他与创业园里的大学生创客
进行详细交流。

在优洋贸易公司，“浙江省最
佳创业实践之星”得主、负责人刘
宗洋向帕鲁贝克现场展示印花T
恤衫的制作流程，帕鲁贝克看后竖
起了大拇指，刘宗洋当即将它作为
礼物赠给客人；陈小正文化创意有
限公司为客人一行送上了公司的
创意产品“蓝染香囊”，帕鲁贝克对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蓝染工
艺”表示高度赞赏并高兴地接收了
礼物；在“梦创珠宝”的陈列柜台
前，富有创意的摆设让帕鲁贝克驻
足良久，细细观摩……

帕鲁贝克充分肯定了浙经院
的办学思路和办学特色，并表示
希望借助中国“一带一路”的建设
契机，进一步加深捷克学生和中
国学生的交流。当骆光林邀其为
毕业生晚会致辞时，帕鲁贝克欣
然应允。

■通讯员虞心婕 记者杜成敏

6月1日，第十八届全国大学生
机器人大赛Robocon全国总决赛在
山东打响，来自南北方赛区32支晋
级强队云集山东邹城体育馆。温州
职业技术学院机械系参赛团队作为
全国唯一一支高职院校与众多985、
211、双一流高校同台竞技，杀出“死
亡组”，获得全国一等奖。

本届大赛的主题是“快马加
鞭”，主题创意源自古代为接待往
来官员和传递政府文书、军令建
立了驿传制度以及为此而征发的
徭役制度。参赛队伍需要综合应
用机械制图、电子电路、单片机、
传感技术、自动控制、图像处理、
计算机编程语言、电机拖动等多
门学科知识，设计制作手动或自
动机器人传递文书等物件。

赛前抽签，温州职业技术学
院被抽进了“死亡之组”。同组比

赛队伍分别是哈尔滨工业大学、
太原工业学院、江南大学。哈尔
滨工业大学参加了十几届的机器
人大赛，是老牌强队，获得过 1次
世界冠军、1次全国冠军、2次全国
亚军、2次全国季军。太原工业学
院为 2014年全国冠军、2013年全
国季军，实力不容小觑。江南大
学也是参加了 5届比赛的院校。
而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参赛经验仅
有 2次。最终，温职院顶住压力、
临危不乱，击败了太原工业学院
与江南大学，成功晋级复赛。

在复赛中，温职院遇到了之
前南方赛区冠军队伍——武汉大
学，最终温职院以微弱劣势惜败，
止步全国16强。最终温职院被大
赛评选为全国一等奖。指导教师
张亮也荣膺“优秀指导教师”称
号，全国仅有5人获此殊荣。

本届大赛由共青团中央、全
国学联共同主办。

■通讯员范秀芳

6月 5日，由金华市人社局、
经信局、总工会与金华市技师学
院联合举办的“汇聚双创活力 澎
湃发展动力”校企同台八婺技能
大赛在金华市技师学院拉开序
幕。来自金华各县市区、市直各
企业、各职业院校代表队的领队、
参赛选手参加开幕式，金华市委
组织部副部长、市人社局局长褚
惠斌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近年来，金华市委、市政府高
度重视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和选拔
工作，2018年出台了《金华市高技
能人才“金领 511”培育计划实施
意见》，提出建设一支技艺精湛、
技能高超、素质优良的高技能人
才队伍，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厚植
工匠文化。全市各级人力社保部
门会同工会、经信等部门适应高
质量发展的新要求，广泛开展技
能培训、技能竞赛和技能研修交
流活动，在广大职工中掀起了学

技术、比技能的热潮，促进了职工
技能水平的提高和高技能人才队
伍建设。

古时，金华府所管辖的金华、
兰溪、东阳、义乌、永康、武义、浦
江、磐安八个县统称为八婺，本次
八婺技能大赛是2019年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活动周金华分会场实施
阶段的一项活动，大赛得到了各
级各部门的积极响应，广大职工
踊跃报名参赛，表现出空前的热
情。最后，共有 27支代表队 56名

选手经层层选拔后参加了本次工
业机器人调试与维修、可编程控
制设计装调、注塑模等三个项目
的理论考试和实操竞赛。

竞赛内容按国家职业标准三
级（高级工）的要求进行命题。据
悉，获得此次比赛第一名的选手，
将由金华市劳动竞赛委员会授予

“金华市技术标兵”荣誉称号，同
时颁发技师职业资格证书，获得
第二至第三名的选手，由市劳动
竞赛委员会授予“金华市技术能

手”荣誉称号，同时颁发高级工职
业资格证书（原有高级工证书者
晋升为技师）。

八婺工匠与职校老师同台竞
技，开阔了他们各自职业视野。特
别值得一提的是，不少来自企业的
选手纷纷表示，职业院校的老师就
是厉害，让他们明白了什么叫精益
求精的工匠精神，找到了自身的差
距和奋斗的目标，今后要努力补齐
自身短板，多参加职业技能培训，
不断提升职业技能。

八婺工匠与职校老师同台竞技
金华八婺技能大赛在金华市技师学院开幕

浙经院学子庆祝毕业

捷克前总理前来加油

温职院获全国大学生
机器人大赛一等奖

一个箱两个大
杭职院学生发明“超伸缩旅行箱”获企业青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