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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姚敏明

11 月 20 日~22 日，刚过完
“双 11”的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
院的学生们迎来了属于他们的
嘉年华：第十八届商品展销会如
约而至。

与一般社会上的展销会不
同，这场校园大型商品展销会从
策划、筹备分工、展会商机分析、
经营商品选择、货源组织、展销
商品定价、会场布置、招商引资、
现场维护管理等，每一个环节都
由学生来主导和操作。作为学
校锤炼学生综合素质的传统项
目，这个校园展销会已举办了
18届。

“今年展销会的主角大部分
是 00后，他们很有创意和想法，
让这个校园文化传统项目变得
很潮。”一位老教师笑着说，赞赏
之情溢于言表。

今年浙江工商职院校园商
品展销会以“70 年中国商贸巨
变，百年工商产教融合”为主题，

共设立 173个摊位，分为商贸风
情区、精品美食区、专业实践区、
校企合作区、品质展销区 5大区
域。

在校企合作区前，两个穿汉
服的女孩正在斗鱼上做直播，为
粉丝介绍这个合作区的特色。

“我叫七月，大家看，这里一共有
15家企业来设摊，其中有杭州
肯德基有限公司、上海必胜客有
限公司、杭州百优卡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海信电器宁波分公司
……”在直播室里，她的粉丝们
对这个展销会很感兴趣，问了很
多问题，还有人给她们刷礼物。

除了售卖食品、日用品等传
统热销商品，抓娃娃、套圈游戏、
打气球等娱乐活动俨然成为展
销会上的黑马，在吸引众多人气
的同时，也创造了单日营业额
46840元的骄人战绩。

小小摊主们不约而同走起
情感营销的路线。B115摊位的
鲍同学把“你只管长大，我守护
童年”作为套圈游戏的主打宣

传语；“DD回忆杀”摊位则售卖
专属于 00后的限量糖果，还推
出了卡片抽奖；更有摊主声称
自己摊位里的娃娃都是由本人
亲自从娃娃机里抓取的……

浙江工商职院市场营销专
业教师赵毅介绍，情感营销是从
消费者的情感需要出发，唤起和
激发消费者的情感需求和心灵
共鸣，体现了以消费者为核心的
现代市场营销观念。

“这不仅仅是一场普通的商
品展销会，更是‘课堂实践’的载
体，为课程学习和专业实践架起
一条通路。作为教师乐于见到
学生能有这样的思路和理念！”

据悉，今年浙江工商职院展
销会173个展位中，有36个为学
生专业实践展位，6个班近 200
名学生将此作为专业实践平台，
他们 3天里的展销会销售额将
作为《小企业创办》课程期末考
核成绩的重要依据。

据悉，这场为期 3天的展销
会总营业额达到了280704元。

■通讯员周建巨

近日，安吉县总工会和章
村镇总工会联合在安吉县彦
钦电声有限公司、浙江益威电
声有限公司、安吉美丽达铝制
品厂开展了生产车间各班组
的技能比武大赛。根据各厂
或车间岗位工序及操作特点
不同，本次技能比武大赛几乎
覆盖电声厂及铝制品厂所有
生产流程，包括冲切、压膜、贴
内衬、插三通、插板、合箱，共
设置 6个比赛项目，有 12人取
得名次。

比赛中，职工们积极参
与，企业负责人说，员工是企
业的财富，希望他们在今后的
工作中，传承技艺，桃李芬芳，
再接再厉，再夺硕果。镇总工
会主席陈莉与企业主一起为
获奖选手送上了奖品。

这是安吉众多乡镇街道
和基层企业工会开展基层技
能比赛中的一个缩影。今年
安吉遍地开花式的各种职工
职业技能竞赛，先后吸引了 1
万余名职工参加。

安吉县总工会负责人表
示，为了进一步弘扬精雕细
琢、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努
力打造一支业务过硬、技能精

湛、适应安吉转型升级和快速
发展所需要的高素质职工队
伍，安吉县职工技能比赛全面
开花，形成层层比武、月月比
赛、人人参与、岗岗练兵的局
面。行行有比武、月月有赛事
是今年安吉工会职工技能比
赛的最大亮点。

职工技能比武大赛，为员
工们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的
平台，既调动了员工的工作积
极性，又激发了员工努力提升
工作技能的热情，同时营造了
一种“比、学、帮、超”的良好氛
围。大赛中取得名次的员工，
作为各岗位师傅的首要人选，
为日后实施的“师带徒”活动
奠定有力基础。

据了解，安吉县各乡镇
（街道）、产业（系统）和县直
属基层工会还结合本地区、
本行业、本单位的实际，积极
组织广大职工积极投入“参
加一次技能培训、举办一次
技术练兵、提出一个合理化
建议、参与一项技术攻关、推
广一项先进操作法、践行一
项节能减排措施、开展一次
安全隐患排查”等“七个一”
活动，今年以来，共收到各类
合理化建议、先进操作法等
200余项。

师生利用实训课到企业
观摩见习，将是校企双方合
作育人的常态之一。近日，
庆元县职业高级中学竹制品
加工与营销（电子商务）专业
把实训课搬到浙江双枪竹木
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在公司
的竹材研究院、产品展厅、材
料仓库、加工车间、自动化生

产车间、包装车间等生产经
营场所，同学们观摩见习，零
距离接触企业生产流水线，
以便尽早了解企业环境和就
业岗位，明确自己的专业发
展目标。

图为学生正在了解竹筷
自动化生产流程。

通讯员曹荐科摄

■通讯员范秀芳

这两天，金华市技师学院的王
小兵老师可谓喜事连连，继评上金
华市首届高技能领军人才“技能大
师”后，由他负责的“金华市高级技
工学校高技能人才创新工作室”也
出现在金华市总工会公布的“2019
年度金华市高技能人才（劳模）创
新工作室公示名单”的榜单上。

王小兵是金华技师学院焊工
专业负责人，全国技工院校一体化
师资培训焊接技术专业督导员，曾
获全国优秀指导教师、浙江省技工
院校优秀教师、金华市首席技师、
金华市技能大师、第四轮金华市职
业技能带头人、金华市直最美教师
等荣誉。他辅导学生参加技能大
赛 7次入围国赛，获得全国一等奖
2个、二等奖 2个、三等奖 3个。王
小兵高技能人才（劳模）创新工作
室获批，无疑为金华高技能人才培
养再次注入了新动能。

“软硬”兼施 积聚实力

“干一行爱一行，在自己的岗
位上，静下心去钻研，将技能教师

这个职业做好。当一辈子的技能
老师，一辈子学当技能老师。”获批
高技能人才（劳模）创新工作室后
王小兵老师表示。

目前，王小兵高技能人才创新
工作室（以下简称“工作室”）旗下
拥有焊接实训室、焊接机器人实训
室、冷作钣金工实训室、钳工实训
室等四大实训室，总面积逾千平方
米。其中焊接实训室是目前金华
市设施最先进、面积最大的焊接实
训室，硬件设施齐全，承担学校钣
焊专业学生技能训练、企业员工技
能提升及鉴定工作，并承办市级各
类焊接技能大赛。

“工作室”除了由王小兵技能
大师坐镇外，还拥有两位骨干成
员：周俊洁和施晨辰。他俩都是金
华市技师学院自己培养的 90后人
才，周俊洁是焊工高级技师，是浙
江省技术能手、浙江省青年岗位能
手、浙江省优秀指导教师、金华市
技术标兵，曾获2010年全国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焊接技术项目一等
奖。施晨辰是焊工技师，是浙江省
青年岗位能手、金华市技术标兵，
曾获第 44届世界技能大赛省选拔

赛焊接项目第二名，2016年全国职
业院校技能大赛焊接技术项目二
等奖。

同时，“工作室”还从企业聘请
了三位专业技师从事焊接技能指
导教学。其中，高级技师高炉，是
金华市锅炉压力容器学会会员，在
企业生产一线工作35年，具有丰富
的焊接经验。黄天旷技师，曾获永
康市焊工技能大赛第一名。何兆
雄技师，是2013年金华市企业岗位
大练兵焊工技能大赛第一名，是金
华市技术标兵。强大的师资团队
为高技能人才培养提供了有力的
保障。

校企结合 孵化创新人才

多年来，“工作室”始终遵循高
技能人才培养规律，探索“基于职
业标准和企业特点相结合”的高技
能人才培训模式，不断完善“以职
业活动为导向，以企业典型工作任
务为基础，以能力模块为单元”的
培训课程体系以及配套教材。

“工作室”自成立以来，即有针
对性地安排工作室成员下企业参
加学习与交流。针对生产项目中

存在的技术难题开展攻关和创新，
推动企业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为
企业解决技术难题。工作室成员
参与企业各项流程改造，帮助企业
编写技术说明书、操作指导书，不
仅赢得企业广泛好评，也让老师更
接企业的“地气”，让年轻技能老师
快速成熟起来。

“工作室”还与有关高等院校、
研究院所、行业协会建立长期的、
稳定的技术交流合作关系，推动新
产品、新材料的应用。关注国内外
焊接技术最新发展方向的研究，以
组织成员撰写相关的论文或承担
课题的方式，带动学校焊接专业的
科研教学能力。2018年，“工作室”
取得实用新型专利一项，发表论文
两篇，还出版了两本教材：《焊机加
工》《高级焊工鉴定指南》。

立足校内 服务社会

自2017年2月成立以来，“工作
室”在指导学生参加技能大赛上已
取得重大突破：2018年，曹俊凯同学
获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全国机械行
业选拔赛“焊接技术”项目三等奖；曹
俊凯、邵浩鹏同学分获浙江省中等

职业学校技能大赛焊工项目二等
奖、三等奖；学生包揽金华市中等职
业学校学生技能比武焊工项目前四
名；两位青年教师获十四届“振兴杯”
全国青年职业技能大赛浙江省选拔
赛第三名，获省技术能手、省青年岗
位能手称号……

“工作室”成员在认真做好
校内教学的同时，积极投入社会
职业技能培训和鉴定工作。两
年来，“工作室”共指导焊工高级
工、技师、高级技师各 5 期，累计
120 多人，合格率 90%以上。其
中，指导焊工高级技师鉴定班参
加全省统考，技能合格率 100%；
指导 14 期社会焊工特种作业操
作证培训班，培训 600多人，考试
通过率达 85%。

发挥学院高技能人才培训基
地的品牌优势，“工作室”与部分行
业及大型企业合作，举办在职人员
技能提升培训班，帮助企业提高职
工队伍素质。目前，“工作室”已成
了大金华人才培训考核、技能竞
赛、技能鉴定评价的多功能平台，
成为本地区焊接高技能人才培养、
成长的快速通道。

■通讯员包子力

说到瓷砖镶贴，业外可能很
少有人想到它的技术含量，它可
是 世 界 技 能 大 赛 上 的 一 个 赛
项。近日，第 44届世界技能大赛
瓷砖贴面项目世界冠军、浙江建
设技师学院的青年教师崔兆举
在 2019 年浙江省机电集团首届

“五小”创新大赛优秀成果评比
现场会上，发布了《瓷砖框架式
镶贴法》，专家们给予其极高的
评价，认为他的这项技术提升了

瓷砖镶贴行业的整体水平。崔
兆举团队也因此一举拔得头筹，
获得 2019 年浙江省机电集团首
届“五小”创新大赛优秀成果评
比第一名。

据了解，《瓷砖框架式镶贴法》
是崔兆举团队经过反复研究、试验
和总结而研发的，可以进一步提高
镶贴精度，同时更好地控制作品全
部测评项目的精度。在第 44届世
界技能大赛瓷砖贴面项目的比赛
上，崔兆举首次采用了“框架式镶
贴”工艺。比赛中，崔兆举不但比

其他选手提前半个小时完成了作
品，同时取得了平整满分的优异成
绩，为我国摘得了该项目的首枚金
牌。

在 2018 年第 45 届世界技能
大赛全国选拔赛上，有 90%的省
份开始采用崔兆举团队的“框架
式镶贴”工艺方法。不仅如此，

“框架式镶贴”的工艺方法得到了
不少其他国家选手的认同，在第
45届世界技能大赛上，德国、瑞士
和俄罗斯等国家都采用了“框架
式镶贴”的工艺方法，均取得了较

好成绩。
专家们认为，尽管该项目不能

像其他项目一样产生巨大的经济
效益，但其所产生的社会效益远超
其他项目。在“五小”创新大赛优
秀成果评比现场会上，所有评委对
该项目的社会价值给予充分肯定，
最 终 该 项 目 获 得 全 场 最 高 分
93.455分。省国资委、省总工会等
有关单位领导见证了这一令人难
忘的时刻。

“五小”创新，即小发明、小创
造、小革新、小设计、小建议。开

展“五小”竞赛活动，是提升职工
技能素质、工会组织发挥作用的
重要举措和有效抓手。近年来，
浙江建设技师学院围绕“小、实、
新、活、用”，开展“五小”竞赛创新
活动，通过深入宣传、广泛动员，
在全校教职员工中掀起了技能
热，兴起了创新潮，先后取得发明
专利 5项、有关学校发展改革的建
议若干。下一步，该校表示，将促
进创新成果的学习交流、展示推
广和转化应用，让新技术惠及更
多人。

■通讯员赵建平、戚秋琦

沈琪霞是湖州市现代农
业技术学校商品花卉专业
2010 级毕业生。因为对花卉
的喜爱，与农校结下了不解之
缘，并在花卉养植和研究的道
路上一发而不可收，专注生产
研究，为所在公司带来巨大的
利益。

学校老师介绍，沈琪霞在
校期间认真学习专业知识，努
力实训，立志成为一个拥有真
才实干的人。她在班级中一
直担任团支书一职，也曾多次
获得校级“优秀团干部”、市级

“优秀学生干部”等荣誉称
号。从湖州市现代农业技术
学校毕业后，她考入以农见长
的嘉兴职业技术学院，毕业
时，荣获“浙江省优秀毕业生”
称号。之后，她一直从事农业
相关工作。

2016年11月，沈琪霞进入
湖州市现代农业技术学校校
企合作单位——浙江德清加
州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工作，成
为一名花卉生产技术员，从事
温室中高档盆花的生产。在
职期间，她通过多次实验与实
践，解决了小白掌催花时出现
焦叶的技术问题。经过一年
多生产经验的沉淀与累积，她

撰写了《小白掌盆花生产技术
规范》。

不仅如此，她还参与了绣
球“无尽夏”的调蓝实验——
运用硫酸亚铁和硫酸铝不同
的比例浇灌“无尽夏”，以达到
花朵开出纯蓝色的效果。实
验的成果运用到实际生产中，
为公司带来了巨大的利益。

此外，沈琪霞参与设计制
作的红掌类作品——《多姿多
彩》，在 2018年浙江省第九届
花卉展示展销会上获得了金
奖。2018年9月，她取得“助理
园艺师”职称，同年，她还获得
了“湖州市大学生就业创业典
型”的荣誉。

请名师出马
孵化高技能人才

世界技能冠军崔兆举再拔头筹
他的“五小”创新提升整个行业水平

湖州市现代农业技术学校
13届毕业生沈琪霞：

辛勤耕耘终得花开

这个校园展销会一办就是18届
今年00后让这个传统项目变得很新潮

■通讯员易怀喜 文/摄

一碗看似寻常的豆腐羹，

如何做到色香味俱全可大有学

问。11 月 25 日晚上 7 时，绍兴

柯桥区社区学院绍兴“十碗头”

技能培训准时开课，这一天的

课程就是豆腐羹烹制。

“原本以为是自己的拿手

菜，现在看来许多细节都没到

位。”学员王金成一句话，道出

30多名乡村厨师的共同感受。

从 2017 年下半年开始，柯

桥区社区学院推出了“越厨”培

训工程，弘扬饮食文化，提升市

民生活品质。今年 11 月中旬，

在柯桥区教体局、柯桥区总工

会的推动下，学院开办了这期

绍兴“十碗头”烹饪技能首期培

训班。

在绍兴农村，活跃着一大批

乡村厨师，为村民们张罗婚嫁寿

宴，端上餐桌的主要菜品就是绍

兴传统“十碗头”。他们大都是在

实践中摸索烹饪技能，没有经过

专业的培训，烹饪工艺“各显神

通”，食品安全卫生方面也留有隐

患。去年，柯桥区总工会组建了

乡村厨师行业工会，开展了一系

列技能比武活动，在此基础上，今

年又将乡村厨师技能培训列入培

训课目。柯桥区教体局副局长倪

国兴介绍说，举办绍兴“十碗头”

烹饪技能培训旨在通过乡村厨师

队伍建设，弘扬绍兴饮食文化，倡

导移风易俗，助力乡村振兴。

据悉，本次培训共有 8个课

时，除了聘请专家传授“十碗头”

烹饪技能之外，还结合乡村厨师

队伍实际，讲授绍兴饮食文化和

食品安全卫生知识。目前，柯桥

区社区学院正在加紧开发绍兴

乡土餐饮培训教材，带动乡村餐

饮业不断深挖文化特色内涵，致

力将该项目打造成“浙江省成教

品牌项目”。

乡村厨师进课堂
绍兴柯桥社区学院推广

绍兴“十碗头”助力乡村振兴

把实训课搬进企业车间

层层比武 月月比赛 人人参与 岗岗练兵

安吉镇街职业技能
竞赛遍地开花

推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向纵深发展

学生穿上汉服在斗鱼上做直播。

乡村厨师学厨艺

金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