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讯员周琦

2月18日，离浙江省各学校开
学时间（全省大中小学2月底前不
开学）至少还有 11 天，原本应该

“宅家”好好学习、休息的学生，却
一起来到义乌鸿语医疗产业园门
口。

他们准备干什么？事情要从
2月14日说起。当时，浙江省机电
技师学院了解到义乌市百灵医疗
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灵公
司”）为了生产防控疫情急需的红
外体温检测设备，已经超负荷运转
了近一个月。鉴于义乌市的疫情
防控工作正从硬隔离转向软管理，
学院迅即安排人员联系企业，了解
企业用工需求等情况，并组织师生
前往企业支援生产。

在支援企业生产工作专题会
议上，学院向广大师生发起了号
召。电气工程系电气运行与控制
专业学生杨树伟、宋健等人与教师
金超群积极响应，主动报名，准备
投身企业生产。

“学院很慎重地选择并安排
11名师生参加支援。首先，针对
企业需求，选择专业对口、技能过
硬的师生；其次，要求驰援者符合
义乌疫情防控工作相关管理要
求。”学院电气工程系主任王琪说。

在百灵公司体温检测设备生
产线上，11名师生与百灵公司工
作人员合作进行电路板焊锡、电子
模块连接、显示屏安装等作业。

“收到学校的号召，我很兴奋，
早就想着为抗击疫情做点力所能
及的事，眼下有了机会，我毫不犹
豫地报了名。我们在学校里开展
过相关操作训练，我很有信心，相
信自己一定能够圆满地完成这项
任务。”杨树伟认真地说。

在支援生产期间，学院安排
经验丰富的指导老师带队，并负
责为学生日常生活提供有力保
障。如，口罩佩戴、健康检测、食
堂分餐、日常消毒等。

由于红外体温检测设备是当
前防控工作的急需产品，生产企业
的应急加班在现阶段就成了常
态。机电师生从入企开始就展现
出机电人拼搏进取的精神风貌。
这些都被企业管理人员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在对由学生经手的产
品进行检验后，百灵公司负责人为
机电学子点赞：“在这个特殊时期，
机电技师学院为我们送来这么多
专业对口的学生，帮我们加速生
产，犹如一场及时雨，缓解了生产
压力，更增强了我们直面困难的信
心。我们有意向与学校开展进一
步的校企合作！”

疫情就是命令，浙江机电技师学院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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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钟伟、王思

日前，省人力社保厅批复同意
成立“柯桥高级技工学校”。该学
校的成立，标志着柯桥有了第一所
可以独立培养全日制高技能人才
的学府。

据介绍，柯桥高级技工学校是
以培养高技能人才为主的技工院
校，成立后将紧密对接当地产业结
构和企业用人需求，设立纺织、建
筑、机电、艺术、外贸等多个专业，

在校生规模将不低于 2000人，其
中培养高级工占50%以上。

“我们将以筹办高级技工学校
为契机，以落实‘职业技能提升行
动’为抓手，拓展培训项目和渠道，
大力实施企业技能人才自主评价，
强势推进技能人才培养工作，计划
一年培训各类技能人才 2万人以
上。”柯桥区人社局副局长童叶军
表示，柯桥高级技工学校将致力打
造高技能的“金蓝领”大军，成为

“柯桥工匠”的培养基地。

柯桥获批成立高级技工学校

■记者杜成敏
通讯员周曦、杨叶青

“护士是点燃自己、照亮他人
的白衣天使。”每年国际护士节来
临时，杭州职业技术学院护理专
业都要组织学生开展“授护士帽”
仪式，感受这份神圣的职业。这
所学校这个2015年才成立的康复
护理专业，已培养了近百名毕业
生，其中不少人在这次抗击新冠
肺炎的疫情中走上了前线。

这些美丽活泼的姑娘们，在
校是优秀的学子，在家是父母的
心肝宝贝，而现在，她们都是这场
抗击疫情战役中的英勇斗士。

董诗熠：把我收到的满满爱
意传递给病人

2020年的 2月 14日，是杭职
院护理专业2019届毕业生董诗熠
工作后的第一个情人节。正奋战
在杭州西溪医院隔离病房工作一
线的她，虽然已经很久没见到家
人和男友了，但她说自己在这个
岗位上一直能感受到满满的爱。

“昨天有爱心人士给我们送来了
巧克力，前几天有送花，再之前还
有不少披萨店、饮料店额外送来
许多食物和打气的纸条，让我们
充满了动力。”

董诗熠是一个活泼爱笑、元
气满满的姑娘，工作内容是在隔
离病房照顾新冠肺炎疑似病人。

“几乎每个病人进来时心率都在
120以上，特别紧张。面对这样的

病人，我们要从生活、医学和心理
上照顾好他们。”董诗熠说，给病
人送饭、打水、抽血时她都会尽量
与病人多聊几句，消除他们的紧
张感。“现在大家态度都特别好，
每天对我说无数句‘谢谢’，这种
齐心互助的感觉挺好。”

董诗熠说，尽管防护服穿着又
闷又热，尽管工作又忙又累，但看
到每个同事认真工作、每个病人安
心治疗的样子，她充满了信心。“这
次疫情一定可以挺过去的，困难绝
不会阻挡我们前进的脚步！”

雷晓蝶：这一次该我承担责
任使命了

同在杭州西溪医院工作的雷
晓蝶，也是杭职院护理专业 2019
届毕业生。因为此前接触过确诊
病例，目前正在医院自我隔离。

大年三十的傍晚，雷晓蝶接
到护士长的电话，电话那头语气
十分严肃：“晓蝶，晚上夜班 12楼
肿瘤科，收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患者，备好生活用品，注意防护。”

雷晓蝶默默退掉了原定初
一回温州老家的高铁票，与父母
电话道清缘由，来不及过多安慰
便回到工作岗位。后来雷晓蝶
才从亲戚口中得知，父母此后天
天为她担心。再后来，雷晓蝶老
家的县城成了温州疫情最严重
的区域，而她，只能在医院下班
后为父母担心，叮嘱他们要注意
多消毒。

“突如其来的疫情，打破了我

家的春节计划。但作为一名医务
工作者，这是我的责任和使命。”
雷晓蝶说，科室有位曾参与过抗击

“非典”一线的前辈，让她非常崇
拜，没想到这次轮到她自己了。雷
晓蝶说，刚开始她害怕过，但年长
的同事们一直在帮助指导她，看着
大家团结奋战的样子，就一点都不
怕了。她说，“等我结束隔离，如果
疫情还没好转，我要重返岗位。”

方林飞：后方有我们在

在上虞中医医院急诊科工作
的方林飞，是杭职院 2018届护理
专业毕业生。虽然她家就在上
虞，但因为单位人手紧张，她已经
一个月没回家了，太忙了，“比如，
年三十值夜班时就忙得脚不沾
地，忙完一看时间，早过了12点。”

方林飞告诉记者，最近，一些
同事被派去武汉驰援，所以后方
工作变得更加忙碌。前几天夜班
时她刚扒拉了两口晚餐外卖，就
被紧急派去跟120出车，在飞驰的
救护车上，她又是胃疼又是恶心，
但还是强忍下来先抢救病人。

因为防护物资紧张，方林飞
所在的急诊科医务人员现在穿的
是防尘服，每天下班后用紫外线
灯消毒一下第二天继续穿。方林
飞觉得，跟参与驰援湖北的同事
相比，自己的工作强度算不上什
么。方林飞说，只是要纠正自己
的饮水习惯，“上班倒一杯水，下
了班才可以喝，否则中途想上厕
所就太麻烦了。”

■通讯员高洋

“谢谢学校老师的关心，我很
好，就是最近太忙了，没什么时间
发朋友圈，哈哈哈……”清朗、爽
脆的声音虽有一丝疲惫，但依旧
充满青春活力，宁波卫生职业技
术学院 2017级老年保健与管理专
业学生、中共预备党员楼凯自 1
月 31 日起就一直坚守在实习岗
位，为疫情期间封闭式管理的养
老院的长者们提供专业又贴心的
健康防护。

主动提出不回家过年

一双会笑的眼睛、一口洁白的
牙齿、挺拔的身姿、温暖的举动，让
1998年出生的楼凯显得比同龄人
要成熟稳重。

去年 7月，楼凯前往上海慧享
福养老服务有限公司实习，实习期
间主要担任助理站长职务，负责门
店长者照护管理、日常事务运营管
理、财务管理、护士康复师工作监
督、消防检查等工作。

“大年初一这天我所在的实习
机构就正式闭园了，其实我本来是
可以在闭园前回家的，但我是一名
中共预备党员，我应该发挥党员的
先锋模范作用，关键时候不能退
缩。”楼凯说。

一天走出21988的微信步数

“每天上午 8点半我就下楼去
照顾长者了，一般来说下午5点半
可以下班，但我基本上每天都会加

班。”楼凯说，自己住得近，加上现
在闭园了人手又不足，所以工作量
会比较大，“一天中，我大多数都是
在走动状态，有一天还走出了
21988 的微信步数，”他笑着说，

“其实也还好，习惯了就不觉得
累。”

成功一定是在努力之后

“我是一名中共预备党员，疫
情防控，从我做起！我承诺，积极
配合工作，服从学校安排，绝不提
前返校！”2月 5日，他在朋友圈晒
出他的手写承诺书，郑重承诺为防
控疫情贡献自己的力量。

“‘你努力了，不一定就能成
功，但是你成功了一定是在你努力
之后。’这是我的座右铭。”楼凯笑
着说。在校期间，他学习刻苦认
真，专业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累计
参加志愿服务 124 次，服务 2144
人。曾获全国职业院校老年保健
与管理专业技能竞赛一等奖、浙江
省政府奖学金、浙江省最佳职业规
划之星、宁波市大学生励志标兵、
宁波市向上向善好青年、大学生暑
期社会实践活动“先进个人”等荣
誉称号。

“虽然春节无法与家人团聚，
但我们明白，减少流动和外出，无
论是对家人、对自己，还是对养老
机构内的长者而言，都是安全的保
障。”22岁的楼凯用实际行动阐述

“仁爱、健康”校训精神，诠释“敬佑
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
疆”的职业精神。

■通讯员朱小峰

“我自愿成为一名去湖北提
供志愿服务的志愿者，参加为湖
北省武汉市护送防疫用品及开展
卫生消杀的任务。如果不幸染病
或者过程中发生任何人身意外，
我愿意自己承担责任。”

这是吴海波，浙江商业职业
技术学院投资 1544班毕业生，一
名退役军人，2月 5日在逆行湖北
救援前签下的这份“不计生死”的
《志愿服务声明》。

吴海波是作为公羊救援队
（以下简称公羊队）的一名成员参
与到对湖北的救援的。他所在的
公羊队，是浙江省公羊会公益救
援促进会下属的一支专业执行应
急救援任务的志愿者队伍。吴海
波 2018 年从学校毕业就参加了
公羊队。公羊队成员没有任何补
贴，也没有除保险外的福利。队
员牺牲个人休息时间、不求回报、
对公益事业执着奉献与坚守的精
神，让吴海波深受震撼。

湖北突发大面积新冠肺炎
疫情，公羊会迅速在全球范围内
紧急动员，加入到这场“战疫”行
动。2月 5日，应湖北省疾控中心
的支援请求，公羊队动用直升
机，运载由公羊会公益基金会、
民盟中央、民盟上海市委会及同

舟公益基金会共同出资购买的
货值 217.5 万元的 5 台病毒核酸
检测仪和 5.9万份提取试剂等紧
急援助物资，从浙江起飞运往湖
北疫情最为严重的黄冈、武汉、
孝感三市。同时，装载着由“杭
州市公羊会公益基金会”和“赠

予亚洲基金会”共同出资赞助的
总价值近 90 万元的 100 台大功
率油动喷雾消杀器和 30吨无毒
医用消杀液的大货车，也同期出
发武汉。

作为一名受过专业培训的消
杀工作者，吴海波随队出发武

汉。吴海波和当地防控指挥部
城管队员以及武汉新联会志愿
者一起，网格化、小组化地开展
全域覆盖式疾控消杀工作。他
同时担任技术指导，手把手教他
们怎么使用大功率油动喷雾消
杀器。

在湖北开展消杀工作，尤其
在对殡仪馆的车辆以及进入确诊
病人家中做消杀防疫工作时，吴
海波心中有过不安的情绪。作为
一名 1995年出生的年轻人，突然
间在和平年代冲入这样一个“战
场”，吴海波承受着比同龄人更多
的压力，经受着更为复杂的成长
考验。

武汉的救援力量相对充足之
后，受公羊会的指派，吴海波目前
已经到达了湖北襄阳开展工作。
吴海波没有太多的考虑，他说，

“既然已经到了湖北，那就在这里
安心做下去，哪里需要就去哪
里。这里有很多的志愿者，我们
一起努力，湖北的疫情就可以早
日结束了。”

■通讯员包子力

近日，浙江省人民政府下发公
布《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给予在世
界技能大赛和第六届全国残疾人
职业技能大赛上取得优异成绩单
位和个人行政奖励的决定》，其中，
对浙江建设技师学院在世界技能
大赛上做出的突出贡献给予记集
体一等功1次、参赛选手崔兆举和
专家教练高艳涛各记一等功1次、
参赛选手高宇宙和专家教练徐震
各记二等功1次、参赛选手顾威烈
嘉奖1次。

浙江建设技师学院自 2014年
首次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两次共 3

位选手经过国内层层选拔脱颖而
出，代表国家走上万众瞩目的世界
技能大赛舞台，共斩获 1金 1银 1
优胜，为国家赢得了荣誉。

在第 44届世界技能大赛中，
瓷砖贴面项目选手崔兆举一举
夺金，实现了我国首次参加该项
目就获得金牌的突破，抹灰与隔
墙系统项目选手顾威烈获得优
胜奖；在去年 8月举行的第 45届
世界技能大赛中，选手高宇宙取
得抹灰与隔墙系统项目银牌，这
也是我国在该项目取得的最好
成绩；在混凝土建筑项目中，由
该院教师指导的选手夺得了该
项目的中国首金。

疫情期间坚守实习岗位
22岁大学生用实际行动抗疫，一天走2万多步

浙江建设技师学院
被省政府荣记集体一等功不计生死，志愿服务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校友签下“生死状”逆行湖北

累，并坚定着
杭职院护理专业毕业生抗疫一线显担当

■记者杜成敏
通讯员周琦、姜瑜

“白衣天使正在前线战
斗着，我要向你们致敬……”
近日，一曲由浙江省机电技
师学院学生傅阳开作词并演
唱的歌曲《重见天日》在师生
的朋友圈上传开。他用自己
的歌声表达了技能报国的决
心，传递了战疫必胜的信心。

在这场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的战场上，浙江省机电技师
学院电商学院学子虽然身处
全国各地，但他们都像傅阳开
一样，用自己所学，表达不同
的抗疫心情。有的同学设计
出一幅幅抗疫海报，以大爱之
心、大美之艺温暖社会，共克
时艰！

“疫情无情人有情。武汉
人民有难，就是兄弟姐妹有
难。在这样的危难关头，我们
想通过自己创作的作品，为抗
击疫情传递温暖和力量；想通
过这样的行动，为抗疫的英雄
们鼓劲加油！”这是机电学子
的心声。

针对网络上流传的“香

油可预防新冠肺炎”“眼神可
传递病毒”“中国被列为疫区
国”等谣言，温州职业技术学
院的设计创意学院副院长钱
小微发动师生利用自己的专
业特长，设计制作漫画作品，
宣传正确防疫。在几位教师
的指导下，十多位产品造型
专业学生共同“宅家”创作了
一系列利用生动形象、富有
寓意的卡通形象和对话形式
的漫画，通过学院官微推送，
对新冠肺炎疫情事件中流传
的谣言进行辟谣，并向受众
传播正确防疫知识。

在他们的带动下，该校
多媒体、会计等专业爱好漫
画的学生也纷纷加入创作的
行列。因车祸而截肢的学
生、现就读于产品造型专业
1901班的韩乐瑶接到老师的
通知，参加了此次创作，她
说：“虽然我身体不好，但我
依旧可以凭我手中的鼠标，
尽我所能做出我的努力。能
参与到漫画创作中，我是幸
运的，我不仅在专业上得到
了历练，更是在思想上接受
了洗礼。”

以技鼓劲 以艺抗疫
职校学子创作画报为战疫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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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海波在襄阳给当地志愿者作消杀技术指导。 阳光男孩吴海波。

方林飞 董诗熠

雷晓蝶（右）与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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