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杜成敏通讯员姜瑜

10月11日，浙江省交通集团
轨道交通运营管理单位与浙江师
范大学联合发起的浙江省轨道交
通产教融合联盟在杭州成立。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在
“一带一路”战略的带动下，浙江
省轨道交通发展步入了极其重
要的时期。根据《浙江省综合交
通运输发展“十三五”规划》，至

“十三五”末，全省铁路运营里程
约达 4000公里，城际铁路运营里
程约达 300公里，城市轨道交通
运营里程约达 380 公里。根据
《浙江省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修编
（2015~2030年）》文件规划，2030
年前后，预计我省新建铁路 3000
公里，铁路网规划总里程 5500公
里左右，规划建设都市城际铁路
23条，总里程1500公里。

但是，目前优秀的轨道交通
运营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装备
制造生产人员却非常匮乏。据统

计，当前我省轨道交通人才需求
达2万人，到2030年则达10万人。

在此背景下，学校、企业、科
研院所共同参与，搭建校企深度
交流合作平台，推动行业与教育
融合发展，对推动省内轨道交通
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据悉，浙江省轨道交通产教
融合联盟是国内轨道交通行业
的 25家企业和 36家院校机构自
愿组建的行业性组织。联盟的
宗旨是建立产教融合、工学结
合、适应行业发展的现代职业教
育模式，开展涵盖硕士、本科、专
科、高职等学历层次人员的职前
教育，囊括学历提升、技能培训、
管理培训等在职教育，开设轨道
交通运营管理、车辆检修驾驶、
电气工程等轨道交通专业，计划
每年新增培养 5000名轨道交通
专业人才，定向为 25 家省内铁
路、轨道交通重点运营管理和装
备制造骨干企业输送专业技术
人才和应用型技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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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詹玉丹

日前，我省中职文化课与各
专业深度融合的跨学科核心素养
培育研讨活动第二站——“语文+
电商”教学研讨活动在诸暨技师
学院举行。

首先登场的是衢州中等专业
学校的电商专业老师高晓娟和语
文老师何梅艳。她们带来的内容
是“软文写作与推广”。电商高晓
娟老师开门见山，指出产品营销
需要通过一些技巧性、实战性的
文字进行传递，让人过目不忘，并
应深含企业的“印记”，引导学生

认识软文写作的重要性。之后，
她便顺理成章把“绣球”抛给了语
文老师何梅艳。何梅艳向学生讲
授了软文标题和正文的写作技
巧，提炼了“看我”“买我”的能力
提升攻略。最后，课堂又交还给
了高晓娟。高老师从电商专业的
角度对软文推广的作用和价值进
行了深入剖析。

在两位老师的合力下，纵向
融合，横向贯通，将思想和方法整
合，让电商“混搭”语文课“1+1”大
于2。

当珍珠遇上电商，传统珠宝
会不会绽放新魅力？诸暨技师学

院陈淑婷老师和王碧雷老师为大
家上了一堂“微信公众号珍珠饰
品图文编排”课。陈淑婷老师单
刀直入聚焦任务，引导学生深入
了解珍珠。王碧雷老师顺势登
场，通过成语、诗句和传说故事
等，让学生对珍珠的历史文化和
文化底蕴有了全方位的认知。接
着陈老师让学生头脑风暴，找出
珍珠产品的相关关键词……学生
们状态积极，课堂渐入佳境。随
即，王老师展示了利用修辞方法让

“串”起来的关键词“亮”起来的小
妙招，并借助超星等图书数字化加
工中心平台来落实“学生立场”。

课后，学生们直呼，“这样的
课给我来一打”。

当前，中职生普遍存在“手能
灵活操作，而口却不能自如表达”
的不足，语文作为一门学习语言文
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如
何将它与专业学科、生产生活和学
生职业发展密切联系起来，切实改
变学生“口不能自如表达”的问题，
2017年，浙江省特级教师戴智敏带
领团队开展了将中职语文核心素
养与学生生活、专业、岗位进行跨
界融合的探索。今年 5月，“戴智
敏名师网络工作室”邀请绍兴、丽
水、温州、湖州等全省各地中职学

校的老师联合参与，推出了“语文+
烹饪”“语文+计算机”“语文+电
商”“语文+建筑”“语文+工美”等7
堂全省跨界融合公开课和网络直
播课。日前，中职文化课与各专业
深度融合的跨学科核心素养培育
研讨活动陆续在全省展开。

参加活动的老师说，“语文+×”
课堂，打破了传统的一课一师的
教学模式和学科本位视角，让不
同学科能在同一课堂中进行多元
碰撞与对话，聚集共生共融的效
应，同向而行，合力育人，使学生
的能力最大程度上实现“跨越”，
学科素养得以落地。

电商“混搭”语文，边界效应放大

“这样的中职文化课给我来一打”

■通讯员俞士强

近日，慈溪市组织 29家重点
企业赴兰州工业学院、兰州理工
大学技术工程学院开展“我选宁
波、我才甬现”校园引才活动。
企业招聘待遇平均月薪达 6000
元左右，其中，宁波高松电子有
限公司国际业务岗位年薪高达
30万元。对口的岗位和较高的
待遇，吸引了大量应聘学生。

为提升招聘效果，慈溪引入
信息化手段，为招聘会量身定制
了PPIS新型人才测评系统，通过
大数据双向调研，科学地提高人
岗匹配度。

慈溪市汇丽机电股份有限
公司的材料成型压铸岗位专业

性较强，在很多学校都没有相匹
配的专业，此次却收到了10份专
业对口的简历，可以从容挑选人
才；海通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也匹
配到了近 20名专业对口的毕业
生；由于应聘者多，宁波华科汽
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直接建了个
微信群，让符合条件的学生加入
群里进一步洽谈，很快，微信群
人员达到27人。

据介绍，此次招聘引才活动
共推出岗位 1050 个，吸引兰州
2000多名 2020届高校毕业生参
加，收到简历560多份，达成初步
意向近200人，当场签约8人。同
时，慈兴集团、先锋电器、海通集
团等 11家慈溪企业与相关学校
签订了校企就业实习合作协议。

从“匹配不到”到从容挑选
慈溪赴兰州招才引来大批“金凤凰”

■记者杜成敏 通讯员包子力

国歌奏响，五星红旗升起。
第 45 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闭幕式
上，当来自广州城建技工学校的
混凝土建筑项目选手陈君辉、李
俊鸿站上冠军领奖台时，他们的
名字被世界所熟知，也为祖国赢
得了无限荣光。

在他们人生高光的这一刻，
有一个人站在教练团队里默默地
为他们鼓掌、喝彩。选手们知道，
能够取得这枚金牌，他功不可没
——这位“幕后英雄”就是浙江建
设技师学院教师、第 45届世界技
能大赛混凝土建筑项目中国教练
组组长骆圣明——他 2017年 9月
到浙江建设技师学院任教，仅用
2 年时间，就参与并建成了浙江
建设技师学院混凝土建筑项目国
家集训基地，并带领着首次参加
该项目比赛的中国队击败奥地
利、德国、俄罗斯、法国等世界强
队夺金。

说服企业老总生产比赛训练材料

2012年7月，骆圣明从浙江工
业大学研究生院建工系岩土专业
毕业后，一腔热血地扎进了建筑行
业，从事了 5年的结构设计工作。
平日里，他会特别关注建筑业相关
的新闻，对技能界的奥林匹克——
世界技能大赛有着朦胧的印象。

机缘巧合下，2017年骆圣明应
聘到了浙江建设技师学院教师岗
位。这年10月，当浙江建设技师学
院瓷砖贴面项目金牌选手崔兆举、
抹灰与隔墙系统项目优胜奖选手
顾威烈从阿布扎比载誉而归时，整
个校园都沉浸在喜庆的氛围中，骆
圣明的内心也被深深地震撼到
了：“行行出状元，把一项技术练到
极致，也能站上世界之巅，享受巨
大的荣誉！”

他没料到，几天后，学校传来
令他振奋的消息——成立混凝土
建筑项目集训队，他被确定为该项
目的教练人选，准备冲击下一届世

界技能大赛。
项目虽然落地了，但骆圣明和

团队首先面对的难题就是训练材
料缺乏。由于是新项目，可参考的
资料都是英文版，专业性又强，很
多词汇根本无法理解。有着良好
英语基础的骆圣明通过与其他教
练交流和翻译，最终发现该项目核
心训练材料的生产商，正是来自于
世赛赛场上的老牌强手——奥地
利，且价格极其昂贵。

浙江建设技师学院希望骆圣
明能在国内找到类似产品替代。
然而骆圣明在国内多地辗转都无
功而返。材料问题不解决，训练就
无从谈起。

在中国模板与脚手架协会秘
书长建议下，骆圣明将目标锁定在
铝模系统上。然而，大多厂家以量
少为由不愿意投入生产。

一次，骆圣明又来到一家企
业，但厂家技术人员强调按照世赛
图纸生产模板，需要重新开模，成
本过高。就在僵持时刻，企业总经

理路过了办公室。骆圣明见状，快
步将他拦在走道中，一口气将项目
内容等向他解释和游说了一遍。

出乎意料的是，这位总经理一
口就答应了下来，并且愿意全程赞
助该项目的省赛，还专门成立了专
项小组，全力配合项目开模生产训
练材料。

他看着惊讶的骆圣明，掏出手
机展示了他的朋友圈，原来这位总
经理的“圈内好友”发了浙江建设
技师学院在第44届世赛上的高光
时刻，让他对世赛有更深了解，愿
意全力支持新项目参赛。

“给学校集训基地打电话的时
候，我手机都拿不稳，忙了几个月
的事情终于有了结果。”骆圣明激
动之情难以言表：“这也要归功于
学校在世赛上取得的成绩，以及国
家对技能人才的宣传、重视。”

从零起步研究训练方案

有了训练材料，如何开展新项
目训练？这是骆圣明一直在思考
的问题。

得益于前期模板寻找的过程，
使他了解了目前我国建筑模板的
发展现状，基本明晰了项目的训练
方向。

但万事开头难，因为没有相关
的经验参考，骆圣明只能通过翻译
第 44届世赛的相关文件，包括图
纸、技术文件、评分标准、评分细则
以及现场比赛照片等内容，以及国
内施工技术标准和检测标准来制
订训练方案。

翻译过程中，遇到不熟悉的
词，骆圣明得通过字典一个词一个
词地查，还是无法确定的就打电话
向国内的其他教练求教。

经过努力，骆圣明和他的团队
基本了解了比赛规则、比赛流程以
及评分标准等相关内容，这才基本
确定了训练方案。

训练前期，他们只能先用木
模进行训练。2018年 1月底至 2
月初，最低气温降至－6℃左右，
骆圣明和选手每天坚持从学校至

训练场地驱车来回几十公里，克
服寒冷天气给训练造成的困难，
还锻炼了选手不怕苦不怕累的良
好品质。

越努力，越幸运

骆圣明利用浙江建设技师学
院世赛国家集训基地的有利条件，
像海绵一样吸收着世赛的新知识、
新技术、新标准。为更好地备战第
45届世界技能大赛，集训基地邀请
了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混凝土建
筑项目首席专家、现任奥地利该项
目专家Thomas Prigl于 2018年 12
月27日~2019年1月2日到浙江建
设技师学院进行技术交流。

在此期间，骆圣明抓住一切
机会与专家沟通交流，更加明确
了世赛规则、评分标准和评分细
则，以及测评工具和测评方法。
同时，他也意识到了一些不足，在
后续的训练中有针对性地调整选
手训练计划和内容，并且进行专
项训练，以缩小与该项目领先国
家的差距。

2019年6月，应奥地利项目专
家Thomas Prigl邀请，骆圣明赴奥
地利进行了为期 15 天的技术交
流。他一天也没敢耽误，通过参加
奥地利的学习交流，他使项目教练
团队和选手对现有的集训方式和
操作技能的规范性和安全性的了
解进一步明确，骆圣明和他的团队
对世赛评分标准和测评方法有了
进一步的认识，基本掌握了测评原
理及测评方法。

“我们与发达国家在技能水平
方面还存在着不小的差距，我们一
定要奋起直追，越努力，越幸运。”
这是骆圣明在训练时经常对集训
选手说的一句话。

在帮助广东两位选手陈君辉、
李俊鸿圆梦喀山第45届世界技能
大赛后，骆圣明知道，自己的世赛
路才刚开始，下一届的世界技能大
赛的舞台在等着他，他也将继续
用行动践行着自己最初的梦想，
帮助更多的技能人才圆梦。

喀山首“秀”扬国威
——记混凝土建筑项目世界冠军的“幕后英雄”骆圣明

湖州市现代农业技术学校实
训基地百菊园从南京农业大学引
种的5万多株菊花近日竞相绽放，
向社会展示了农业职业教育的丰
硕成果。湖州市现代农业技术

学校以建设浙江省级中职名校
为契机，大力推进实训基地建
设，大力培育现代农业人才，助
推乡村振兴战略。
通讯员赵建平、朱子安 摄影报道

百菊绽放 喜迎“丰收”

■通讯员王国海

抽取面料、按样配方、调色
印染……10月 13日，“七彩云电
商杯”第十一届全国职业院校学
生染色小样工技能大赛在浙江
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举行，来
自江苏、浙江、广东等省的 17所
院校 86名参赛选手现场比拼染
色打样技能。

大赛检验参赛选手色泽、色
光判断和印染处方调整的应变
能力、印染工艺的操作使用能
力、现场问题的分析与处理能力
及安全意识，引导高职院校染整
技术专业教学改革发展方向，促
进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与创新，培养可持续发展、满足
企业需求的染整技术高技能人
才，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练、
以赛促改”。

本届大赛由中国纺织服装
教育学会、全国纺织服装职业
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纺织行
业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主
办。竞赛分为理论考核和现场
操作考核两部分。其中，操作
考试部分要求选手随机抽取两
块不同颜色的试样进行分析，
并通过配制染液、吸料、配料等
步骤进行试样仿色，所有步骤
要求在 3个小时内完成，仿样与
原样的色差程度将通过 datd-
color 800色差仪检测得出数据，
色差越小得分越高。

结果，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
术学院学生俞洲、江苏工程职业
技术学院董峰获得个人一等奖，
董峰还被授予“全国纺织服装专
业学生职业技能标兵”称号。江
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山东轻工
职业学院获得团体一等奖。

染色打样谁更强？
全国职校学生在甬技能比武

■通讯员周曦

新学期伊始，当大部分毕业生
开始准备简历找工作的时候，杭州
职业技术学院电梯工程技术专业
2017级学生郑志禹和他的另外两
名同学，已经顺利通过了新加坡奥
的斯公司的面试，即将前往新加坡
从事电梯调试员工作，起薪1万元。

大二时，郑志禹通过校内选拔，
进入了杭职院奥的斯学徒班，相较
之前比较侧重理论的普通班，新班
级更加侧重动手实操与英语交流。

“我觉得自己学到了很多东西，尤其
在操作方面更有信心了。”郑志禹告
诉笔者，目前他已经拥有国家认定
的中级电梯工、企业认定的直梯绿
带两个证，准备在赴新加坡之前，再
拿到一个扶梯的等级证。

就像柔道等级一样，电梯企业
对于服务技师也有一个红、蓝、绿、
黑的级别认定，全面测评他们在电
梯维修、保养、安装等方面的技能
水平。一般电梯从业者都是从红
带的服务技师开始，而杭职院电梯
专业毕业生通过现代学徒制的人
才培养模式，起点就是绿带，真正
实现了高起点的职业生涯，从而在

就业岗位上先人一步，得到技能培
训、职业晋升的双优先。

“高考填报志愿时，我还有点
慌，不知道这个专业是干吗的。”郑
志禹说，是他舅舅感受到了电梯行
业的飞速发展，鼓励他报考这个

“冷门”专业。
郑志禹舅舅的判断非常精准，目

前全国在用电梯台量已经达到630
万台，每年以 15%以上速度继续增
长，全国各地的电梯技术人才非常紧
缺，各大电梯公司在全国各地都有服
务点，无论是一线城市，还是二线城
市，都在积极抢夺电梯专业人才。

因此，目前电梯专业毕业生的
薪酬水平也很高，平均都在五六千
元以上。杭职院电梯工程技术专
业负责人金新锋告诉笔者，相比起
薪，他会更关注毕业生们的职业生
涯发展情况。

“马上有一批 2018 届毕业生
要回母校搞活动，毕业一年里，他
们中不少人都拿到了高级电梯工、
蓝带服务技师证，还有人已经当起
了管理组组长。”金新锋表示，电梯
工程技术是一个比较需要“工匠精
神”的专业，只要学生能动手、肯思
考，都会有不错的职业生涯。

身怀数证底气足
杭职院电梯专业学生成“香饽饽”

2019 年柯桥区“金梭奖”喷水织机操作职
业技能大赛近日在绍兴明昌布业有限公司举
行，经层层选拔的20名选手参加了理论考试和

实践操作。最终，来自明昌布业的任兴惠夺冠，
并被推荐为柯桥区“金梭奖”候选人。

通讯员钟伟、赵宁美 摄

织女角逐“金梭奖”

骆圣明（中）与世赛冠军李俊鸿（左）、陈君辉（右）合影。

浙江省轨道交通
产教融合联盟成立

每年培养5000名轨道交通专业人才，缓解人才紧缺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