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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姚敏明

又到一年毕业季，浙江工
商职业技术学院将劳作教育、
工匠精神传承、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教育融入到毕业生的离
校教育中，用别开生面的方式
为毕业生上好“最后一课”。

在服务中感悟入党初心

近日，浙江工商职院数字
传媒学院老师带着2019届毕业
生党员走进社区，开展了大学
生劳作教育活动。

同学们结合自己的专业特
长，分成软件组、摄影组和广告
设计组，三个小组分别开展活
动，软件组学生帮助社区的老
年人学会使用常用的手机软
件；摄影组学生向社区居民传
授常用的摄影技巧；广告设计
组的学生则对社区的一些宣传
标语进行设计并绘图。

手把手地教，一对一地指
导，精心设计和描绘。毕业生党
员们的热情服务赢得了社区居
民的一致好评。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
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
人的初心和使命，毕业生党员
在为人民服务中进一步体悟了
入党初心，大家纷纷表示，带着
这份初心走上工作岗位，要用
自己的一技之长更好地服务社
会和大众。

诗赠“未来工匠”

“工商求学满三年，欢笑汗
水挂在脸；理论技能两相全，硕
果累累俱欢颜……求职过程路
漫漫，工匠精神永相传；百舸争

流须尽欢，母校学子心相连。”
在浙江工商职院智能电子

学院、汽车服务学院的毕业典
礼上，学院党总支书记张鹏飞
老师将一首自己创作的诗歌赠
予在场的“未来工匠”们，并带
领大家一起吟诵。

张鹏飞表示，创作这首诗，
并在毕业典礼上带领大家吟
诵，一方面是想让毕业生们带
着满满的自豪感和信心离开母
校，走向社会，同时也期望大家
在未来的工作中能够带着初
心，传承和发扬工匠精神，来赢
得属于自己的美好未来。

“张老师太有心了！”同学
们觉得这样的“最后一课”很走
心，定会不负嘱托，铭记在心。

在“六个一”活动中牢记责
任和担当

近日，浙江工商职院国际
交流学院党总支组织毕业生党
员开展了“六个一”活动，即：读
一份组织信件、上一次党课、进
行一次党员宣誓、佩戴一次党
徽、交一份三年成长总结、参观
一次校史陈列馆。

学院党总支书记董静介
绍，自 2014 年开始，学院每年
组织毕业生党员开展“六个一”
活动，“之所以这么做，是想让
这些党员牢记责任和担当，在
以后的工作岗位中彰显党员先
进性。”

今年，学生党员们每人还
获赠一本《习近平的七年知青
岁月》，董老师在每本书的扉页
写上了不同的寄语，内容为习
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寄语青年的

“习言习语”。

请带着初心，
请带着工匠精神……

浙江工商职院为党员毕业生上“最后一课”

■通讯员俞士强

2019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机电一体化设备组装与调
试赛项（中职组）比赛日前在长
沙举行。有 104支国内参赛队和
4支国际参赛队同台竞技，在强
手如云，竞争激烈的比拼中，慈
溪职高 17（五年一贯）机器人班
毛赢博同学与 17（五年一贯）电
气乐瀚阳同学，沉着应战，发挥
稳定，一举夺得金牌。指导教师
解伟增、严旭东获得全国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优秀指导教师荣誉
称号。据悉，该校已连续两年获
得此项目金牌。

据了解，在 4个小时的比赛
中，选手需要根据机电一体化设
备的工作说明和要求，编写 PLC
控制程序与设置变频器参数，并
且制作触摸屏页面，设置通信参
数，实现对机电一体化设备的监
控。这是对学生机电一体化综合
素养的全面检测。

在团队中，毛赢博同学负责
装接部分，讲究的是速度和精

度，对选手的心理素质要求较
高。刚进入集训队时，毛赢博同
学的心理素质并不是最强的，为
了提高他的心理素质，在训练
时，指导教师们除了故意设置故
障，还有一些小妙招，那就是“1
分钟静心法”：遇到故障，停 1分
钟，深呼吸，好好想想，问题出在
哪里。另一位选手乐瀚阳同学
负责编程，需要编写PLC控制程
序，实现对设备的控制。乐瀚阳
同学逻辑思维缜密，能静下心来
编程序。

据指导教师解伟增老师介
绍，在长期的训练中，两位选手配
合越来越默契，一个小动作、一个
小眼神，往往能了解对方意思。
选手的集训分三个阶段：第一阶
段，基础练习，两位选手每隔一天
做两套试题，再加上模块训练，它
重在打技能基础；第二阶段，强化
练习，一天两套试题，并针对性查
漏补缺；第三阶段，冲刺训练，除
了正常的试题，还进行了预警训
练，反复演练遇到问题时不同的
解决方案，以保万无一失。

慈溪职高再摘桂冠
学子获全国技能大赛

机电一体化设备组装与调试赛项金牌

学礼敬孝

■张淳艺

教育部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
心日前在教育部官网刊出“致初
中毕业生”和“致高中毕业生”两
封信，其中明确表示，从今年秋季
学期开始，国家将在中等职业学
校设立国家奖学金。

国家奖学金由中央政府出资
设立，用来奖励在德、智、体、美等
方面全面发展的优秀学生。此
前，国家奖学金只限于普通本科
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高等专科
学校等高等教育领域。如今，中
等职业学校将设国家奖学金，是
国家奖学金体系首次延伸到高中
阶段教育，对于推动中等职业教
育发展的意义重大而深远。

中等职业教育是我国高中阶
段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培
养数以亿计高素质劳动者的重要
任务，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
础。近年来，国家先后出台一系列
政策措施，完善中职学校生均经费
标准，实施中职教育免除学杂费等
措施，但中等职业教育发展依然相
对缓慢。2018年全国中等职业教
育共有学校1.03万所，招生559.41

万人，在校生1551.84万人，与上年
相比均有所下降。中等职业教育
招生占高中阶段教育招生的比例
为41.37%，距高中阶段教育职普比
1∶1的要求有一定差距。

中职教育发展缓慢，主要源
于“重普通高中，轻中职教育”的
观念误区。一方面，一些地方政
府只看到普通教育为升学服务的
功能，忽视了经济社会发展对于
职业教育的需求，具体表现为对
中职教育发展的“四缺乏”：缺乏
重视、缺乏思路、缺乏力度、缺乏
进度。同时，在社会层面而言，中
职教育地位不高、声誉不佳，一些
家长宁愿花钱让孩子上一般的高
中，也不愿意让孩子去中职学
校。一些中职学校的学生也往往
自认为是失败者，容易滋生混日
子、自暴自弃的思想。

在这一背景下，国家在中等
职业学校设立国家奖学金具有重
要的导向意义。与国家助学金相
比，国家奖学金更突出一个“奖”
字，体现了国家对于中职教育的
肯定和鼓励。设立奖学金所传递
出的国家意志，必将推动更多地
方政府和教育部门提高重视程度

和投入力度，切实承担起加快中
等职业教育发展的责任。同时，
也在社会层面为中职教育“正
名”，中职教育不再是“二等公
民”，而是可以和普通本科高校、
高等职业学校等相提并论，共同
承担培养人才的重要使命。

与奖金本身相比，学生和家
长更看重获得国家奖学金的荣
誉。中职学校设国家奖学金，无
疑将引领广大公众重新审视中职
教育，在求学时做出适合自己的
选择，在入学后能够“留得下，学
得进，早成才”。

此外，中职学校设国家奖学
金，还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
作用，加快民办中职学校发展。
今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专门提
到了“支持企业和社会力量兴办
职业教育”。这显然不是一句简
单的口号，必须通过完善激励机
制，激发社会各界特别是行业企
业兴办和参与职业教育的内生动
力。除了教育费附加减免等政策
手段外，在中职学校设国家奖学
金同样可以成为国家大力发展职
业教育的风向标，吸引嗅觉灵敏
的民间资本闻风而动。

中职学校设
国家奖学金的导向意义

■记者杜成敏 通讯员姜瑜

今年 1 月，国务院印发《国
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要
求深化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培
养培训模式改革，并借鉴国际
职业教育培训普遍做法，制订
工作方案和具体管理办法，启
动“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
鼓励职业院校学生在获得学历

证书的同时，积极取得多类职
业技能等级证书，拓展就业创
业本领，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

今年 4月，教育部等四部门
印发《关于在院校实施“学历证
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
度试点方案》，部署启动“学历
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制度试点工作。6月 18日，教育
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正

式发布《关于首批“1+X”证书制
度试点院校名单的公告》。

根据《关于做好首批“1+
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的通知》
要求，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对
各区域符合条件的申报院校
进行了备案，教育部职业技术
教育中心研究所对各区域备
案名单进行了汇总。经与各
培训评价组织、省级教育行政

部门沟通确认，确定了首批 6
个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试点院
校名单。

其中，建筑信息模型（BIM）
首批“1+X”证书制度试点院校
320所、Web前端开发 422所、老
年照护 231所、物流管理 355所、
汽车运用与维修 465所、智能新
能源汽车 195所。

《关于首批“1+X”证书制

度试点院校名单的公告》显
示，我省有 11 所职业学校入选
建筑信息模型（BIM）试点，20
所职业学校入选 Web 前端开
发试点，9 所职业学校入选老
年照护试点，11 所职业学校入
选物流管理试点，17 所职业学
校入选汽车运用与维修试点，
8 所职业学校入选智能新能源
汽车试点。

首批“1+X”证书制度
试点院校名单公布

涉及专业：建筑信息模型（BIM）、Web前端开发、老年照护、物流管理、汽车运用维修、智能新能源汽车

■通讯员程君青、周曦
记者杜成敏

随着首批“1+X”证书制度
试点院校名单公布，6月 25日上
午，由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研究所指导、北京中车行高新技
术有限公司主办、杭州职业技术
学院承办的“1+X”汽车运用与
维修（含智能新能源汽车）职业
技能等级证书制度全国试点工

作说明会，在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举行。这也是我省首个启动试
点工作的职业院校。来自浙江、
上海、江苏、安徽三省一市的100
余所“1+X”汽车领域职业技能
等级证书制度试点单位的200余
人参加了这个试点工作说明会。

会议对“1+X”汽车运用与
维修（含智能新能源汽车）职业
技能等级证书制度进行了解读，
对汽车运用与维修（含智能新能

源汽车）职业技能等级标准和汽
车运用与维修（含智能新能源汽
车）职业技能试点工作进行了说
明，并对“1+X”证书制度培训
站、考核站申报试点工作相关问
题进行了解答。

会议当天，北京中车行高
新技术有限公司与杭州职业技
术学院共建的汽车专业领域职
业教育培训考核办公室也正式
成立。该办公室的设立将为浙

江省汽车领域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的施行、人才培养的融入、教
学模式的改革、制度执行的反
馈等各方面在组织机构层面提
供保障。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
记金波表示，杭州职业技术学
院作为教育部首批“1+X”职业
技能等级证书试点院校，将加
快教育部“1+X”证书制度试点
建设工作在浙江落地落实并取

得重要成效，杭职院将结合“1+
X”汽车运用与维修（含智能新
能源汽车）证书制度试点工作
职业教育培训考核办公室的具
体要求，在浙江开展中、高等职
业院校师资培训协调统筹服
务，启动汽车专业领域“1+X”培
训师资认证工作，为汽车领域
试点院校做好服务等工作，致
力于成为全国职业教育改革引
领创新的标杆。

杭职院率先启动“1+X”证书制度试点
专业为汽车运用与维修（含智能新能源汽车）

■通讯员赵远远、朱云芳
记者杜成敏

近日，上海科博达公益基金
会分别向嘉兴职业技术学院、嘉
兴南洋职业技术学院的 59名学
生发放了一批助学金，每位学生
获得的助学金分别为 5000 元、
4000元、3000元、2000元不等，发
放总额达20万元左右。

据了解，科博达助学基金项
目是由浙江科博达工业有限公
司与受助学校联合发起，由上
海科博达公益基金会出资成立
的公益项目，由助学金和学生
创新创业基金两个部分组成，
用于激励表现优异、家庭经济
贫困或是在创新创业方面突出
的学生。

科博达是浙商在外创业发展
的典型代表，2003年 9月在上海
张江高科技园区注册成立，是国
内汽车主机配套市场中为数不多
的汽车电子产品的本土供应商，
自主研发多种汽车电子等汽车相
关产品。2009年，上海科博达公

司作为重大浙商回归项目，落户
嘉兴经济开发区，并成立浙江科
博达工业有限公司，公司与嘉兴
本地职业院校积极开展了校企合
作项目。

浙江科博达公司与当地职业
院校地校企合作工作得到了总公
司的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于是
酝酿由总公司旗下的上海科博达
公益基金会设立助学项目，专门
用于资助成绩优异的职校贫困
生。

“助学项目与基金会的许多
公益项目契合。贫困学生一般具
备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而该品
质正是企业在招收员工时首要注
重的。”上海科博达基金会代表柯
炳金说，“我们非常欢迎这些学生
来我们企业就业。”

受助学生代表汪振涛同学表
示：“非常感谢科博达公司对贫困
学生的关爱，我将怀着感恩的心，
努力学习专业知识，在未来的人
生路上奋发进取、励志成长，用勤
劳的双手去创造美好的生活，回
报社会。”

■通讯员高洋 记者杜成敏

“真的很激动，重温入党誓
词时，我再一次回想起入党时
的情景。特别感谢学校对我的
培养，‘最后一堂党课’很有意
义。踏上工作岗位后，我将努
力做人民健康的守护人，做健
康服务业的专业人，做大爱无
疆的幸福人。”宁波卫生职业技
术学院党员代表、国家奖学金
获得者、浙江省级优秀毕业生、
宁波市优秀大学生 2016 级口
腔 1班骆洁妮激动地说。

6 月 22 日中午，宁波卫生
职业技术学院开展以“青春风
华，强国有我”为主题的 2019

届毕业生党员专题组织生活
日活动，本次活动是该校毕业
生“毕业成长礼”主题活动的
重要环节之一。

活动现场，全体党员合唱
国歌，重温入党誓词。学校给
毕业生党员赠送纪念册，毕业
生党员纷纷作“青春风华，强国
有我”主题发言。

该校今年共有 162位毕业
生党员，学校通过组织毕业生党
员专题组织生活日活动，旨在夯
实毕业生理想信念，引导广大毕
业生为实现中国梦而不懈努力，
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
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

上在校最后一堂党课，学生誓言——

努力做人民
健康的守护人

■通讯员钟捷音记者杜成敏

曾经奋斗的图书馆、挥汗的
篮球场、夜谈的寝室……毕业季
到来，往昔大学生活的点点滴滴
总会涌上心头，伤感的同时，每
个毕业生都不禁扪心自问：大学
时光，我是否辜负了你？

答案真的可以有。6月 22
日，温州科技职业学院 2019届
毕业生毕业典礼上，校长赵降英
用大数据给2556名毕业生上了
难忘的“最后一课”。

“你们在校期间平均上了
2591节课，其中，计算机网络技
术专业上了 2944节课，全校最

多；你们在图书馆累计借书
126886册，借阅量最多的学院是
经管学院，借阅量最多的同学是
会计 16-5班翁乔铭，达到 1457
册……这些数据记录了努力的
你、奋斗的你、成长的你，今天学校
盛大官宣：恭喜你们‘C位出道’！”

典礼上，学校还向每一位毕
业生赠送专属的纪念戒指，戒指
内环刻有毕业生的姓名和学号，
外环刻有温州科技职业学院的
LOGO，这枚戒指代表着学校对
毕业生的深深牵系，希望戒指能
够时时相伴在同学们左右，提醒
同学们以母校为“家”，心系母
校，常回“家”看看。

党员毕业生重温入党誓词。

“恭喜你们‘C位出道’！”
温州科技职业学院用

大数据证明学生的付出与成长

“科博达”设立基金
资助职校寒门学子：

欢迎来公司就业

日前日前，，绍兴柯桥区福全街道举行绍兴柯桥区福全街道举行““问礼致福问礼致福，，
孝德为本孝德为本””主题特色展示年活动启动仪式主题特色展示年活动启动仪式，，暨首暨首
场大型亲子运动赛场大型亲子运动赛。。图为福全街道尹家坂村文图为福全街道尹家坂村文

化礼堂突出化礼堂突出““礼和孝礼和孝””文化文化，，让孩子们学礼敬孝让孩子们学礼敬孝，，
引导大家崇孝尚德引导大家崇孝尚德。。

通讯员钟伟通讯员钟伟 徐晔徐晔 摄摄

不一样的职校 不一样的 力魅魅魅魅魅魅魅魅魅魅魅魅魅魅魅魅魅魅魅魅魅魅魅魅魅魅魅魅魅魅魅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