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杜成敏

在富阳学院园林专业学生刘杨杨
的印象中，小时候村里家家户户制作竹
纸的景象，是童年最深刻的记忆。制浆
过程蒸出的竹香，就是家乡的味道。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村里手工
制作竹纸的人家越来越少，看着童年
回忆的逝去，刘杨杨怅然若失。

2019年，他入学富阳学院，惊喜地
发现这项国家级“非遗”项目被搬进了
校园，而且融入了自己专业的教学中，
还有身为“非遗”传承人的老师，将父
辈们的手艺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们。

在富阳学院校园里，延续的“非
遗”项目不止是手工竹纸。据了解，富
阳目前共有 3项国家级、15项省级、
118项区级“非遗”项目，是一方具有博
大而丰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宝地。为
培养一支品行高尚、技艺高超的“非
遗”产业工匠、技师队伍，有效传承富
阳“非遗”文化，从 2012年起，富阳学
院逐步将手工竹纸制作、根雕艺术、手
工制茶等“非遗”技艺，依托政府扶持、
产教融合、赛教合一的平台，让其走进
职校校园，创新实践专业融入“非遗”
技艺的教学模式。

“政、校、行、企”聚力打造
“非遗”学校

在富阳学院根雕班的课堂上，30
多位学生围坐4张大型木制工具桌边，
面前整齐摆放着大小不一的雕刻工具，
从画图到雕刻、打磨，在学生专注的神
情中，一件件作品逐渐成型……

根雕是富阳区级“非遗”项目，它
融合了素描、白描、木雕、浮雕等多种
工艺，对学生的综合素质有较高的要
求。它也是富阳学院首个引进校园的

“非遗”项目。
2012年，基于职业院校服务本地

产业的办学宗旨，富阳学院依托园林
专业资源，引进根雕项目成为专业的
一个方向。

“根雕属于园林设计、美化的范
畴，是与园林专业契合的。我们希望
利用专业扎实的基础，为本地培养根
雕产业人才的同时，也让专业内涵得
到进一步拓展。”富阳学院党委书记、
院长彭哲敏表示。

为了做好专业建设，学校采取校
企合作，聘请企业骨干担任教师，并与
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学院根雕专业
合作，开展中高职衔接的人才培养，不
断将专业做精做细做实。目前，根雕
班在校生有3个班、100余名学生。学
校的根雕基地也成为了富阳区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基地。

此后，学校又先后引进了手工制
茶、手工竹纸制作等“非遗”项目，形成

“非遗”项目群落式进校园，不断完善

系统性的“非遗”传承教育。
去年12月12日，杭州富阳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学校在富阳学院揭牌。
揭牌现场，多位国家级、省级、市级、区
级非遗传承人被学校聘为企业教师，
标志着传统的非遗文化师徒传承模式
变成了学校教育传承模式。

“将‘非遗’传承与学校教育有机
结合，是一项创新之举，在浙江乃至全
国都有示范引领作用。”杭州富阳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学校专家顾问、复旦
大学文物与博物馆系副主任陈刚教授
表示。

基地升格为学校，政府的扶持是
关键。在资金保障上，富阳区财政共
投入 200多万元，用于杭州富阳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学校的实训基地建
设，引进实训设备，并改造、装修了根
雕、手工竹纸制作场地；在政策保障
上，富阳区委、区政府以及相关部门出
台了“非遗”项目和传承人培养、培训、
就业、创业的一系列政策，有力地促进
了学校的“非遗”教学建设。

政府、学校共同发力，行业、企业
齐心助力。富阳区相关的“非遗”产业
协会利用资源，积极为学校与高校、专
家、科研单位等牵线搭桥，充分调动了
社会各方资源力量；企业与学校则开
展深度合作，双方共同开发课程项目，
落实企业导师、顶岗实习等教学措施，
并解决了实践教学耗材的难题，共同
为“非遗”产业培养对口的技能人才。

非遗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发展

在电脑上编好程序，按下启动键，
在数控车床的加工下，一个根雕初成
品很快加工完成。再经过一番细致打
磨，一件根雕艺术作品就出炉了。

以上工序，就是“根雕+数控”的
完美融合。在“非遗”项目建设和人才
培养上，富阳学院提出了非遗教育与

专业教育融合发展的理念，打造复合
型的技能人才。

“‘非遗’传承人的培养，要适应新
时代的需求。”富阳学院竹纸制作“非
遗班”班主任郭培元说：“以手工竹纸
为例，学生不仅要有美术、国学涵养，
还要具备一定的市场营销、电子商务
等知识，能够带领传统手工艺走出去，
接轨新经济、新业态。”

目前，富阳学院“非遗班”以选修
课的形式，不限专业地从全校学生中
选择对非遗项目感兴趣的学生组建班
级，并通过工学交替的教学模式，学习

“非遗”理论和技艺，拓展学生的专业
技能。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
中提出，职业教育要开展‘学历证书+
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1+×’证
书制度。学校将非遗教育融入专业教
育，是落实国家政策，结合本地经济培
养‘一专多能’型技能人才的创新作
法。”彭哲敏说。

据介绍，富阳学院非遗教育融入
专业教育模式已取得一定成效。2015
年至2019年5年间，富阳学院手工炒茶
项目竞赛共获国家级9项、省级4项、市
级 3项荣誉。学员陈晓洋获得全国职
业院校职业能力大赛手工制茶项目一
等奖，被评为“富阳区十大炒茶能手”；
从2012年至今，学院共培养出近300名
根雕毕业生，其中大部分进入家具企业
或者升入高职继续深造。

彭哲敏表示，下一步，学校计划将
正在建设的 6大专业集群对接逐渐形
成的“非遗”项目群，全面融合非遗教
育与专业教育的同时，也接轨政府打
造的“非遗”产业功能集聚区，进一步
拓展学生就业创业的渠道。

延伸产业链，“老树”发“新芽”

进入富阳学院竹纸制作“非遗班”

学习一年后，刘杨杨和同学李锦超有
了新的想法。他们注意到，在电商平
台上，很多中国风的产品比如纸扇、油
纸伞、灯笼等与竹纸有关的产品，很受
年轻人的欢迎。

“无论是艺术创作或是装修风格，
都涉及竹纸的应用，这让我们发现，传
统的‘非遗’项目原来也可以被年轻人
接受。”他们计划开设一家网店，利用
学校的专业平台开发更多的创新产
品。

学校非常鼓励并支持他们的想
法，并将他们的方案推荐为全省创新
创业大赛的参赛项目。如今，他们已
开发出动漫人物面具、手账本、纸浆
DYI等创新产品。

“‘非遗’是几代人传承下来的宝
贵财产，既然学了这个东西，就得好好
传承，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喜欢上‘非
遗’产品，让‘非遗’有更久的生命力。”
刘杨杨说。

近年来，在“非遗”项目的研究开
发上，富阳学院联合企业不断延伸产
业链，通过开发文创产品等来提高产
品附加值，也吸引了更多的学生加入

“非遗班”和创新创业的队伍中来，形
成了良性互动。

同时，利用“非遗”实训基地，
学校一方面主动服务于当地“非
遗”产业工人的社会培训。另一方
面加强对全社会青少年的“非遗”
教育，积极开展“非遗”项目的职业
体验活动。据统计，自杭州富阳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学校成立以来，
已接待十余批次中小学生的参观
体验。

“通过职业体验活动，吸引了广大
青少年接受传统文化和职业教育的熏
陶，也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非遗’项
目，增加对本土文化的自信，能够自觉
当起‘非遗’文化的传承者。”彭哲敏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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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熊孜、史方敏报道 9月 23日，
由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
浙海职院）与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浙石化）合作举办的“浙石化-浙海
职院定向班”在浙海职院岱山校区开班。
该定向班由 2019级 48名学生组建，由校
企双方精心选拔，将充分发挥企业育人的
主体作用，按照“现代学徒制”合作培养模
式，构建“课程内容对接职业标准”的课程
体系，实施基于生产过程的教学模式，培
养浙石化需求的专业人才。

为对接国家重大战略项目舟山绿色
石化基地建设发展，2017年 5月，浙海职
院石油化工学院正式挂牌成立，目前设
有石油化工技术、石油炼制技术和应用
化工技术三大专业。石油化工学院同浙
石化开展紧密合作，发挥双方优势资源，
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共育人才。该
学院 2020 届（首届）毕业生全部获得了

“化工总控工”职业资格证书，在浙石化
就业达 15人。2021届 114名毕业生的实
习工作已经全面展开，其中进入浙石化
实习 45人。据了解，2020年，石油化工学
院招生石油化工技术专业计划 168人，和
岱山县职业技术学校合作中高职一体化

培养学生计划 60人，招生应用化工技术
专业 90人。

与以往的订单班、冠名班的人才培养
模式有所不同，今年的“现代学徒制”定向
班更加注重技能的传承，由校企共同主导
人才培养，设立规范化的企业课程标准、
考核方案等，体现了校企的深度融合。目
前，浙石化已经为该定向班设计开发了职
业课程 24门，并选派经验丰富的 40名企
业导师，将在学校石化专业群知识能力学
习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专项能
力提升，使学生在毕业后能快速胜任浙石
化企业岗位需要。

据介绍，浙海职院和浙石化已先后
签订了产教融合、现代学徒制合作培养
等多项合作协议。双方合作，成功申报
省级产学合作育人项目、省级产教融合
实训实习基地建设项目。“浙石化-浙海
职院定向班”开班，是校企双方深化产教
融合、共谋合作共赢的又一次尝试。未
来，双方将加快推动校企资源有机结合
和优化配置，形成多元开放办学格局，为
浙海职院服务国家战略，紧密对接自贸
区油气全产业链，创新培养更多高素质
技术技能人才提供示范。

对接自贸区油气全产业链
浙海职院产教融合定向培养石化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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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柯桥区福全街道赵家坂幼儿园举行“创

意灯笼，点亮祝福”亲子活动，一盏盏由快递袋、包

装盒、塑料罐、冰棍棒、一次性纸杯等废弃物制作而

成的创意花灯亮相校园，庆祝国庆、中秋佳节。

通讯员钟伟、王丽摄

本报讯 通讯员俞士强报道 近日，在
由交通运输部主办的第一届全国技能大
赛交通运输行业选拔赛中，慈溪锦堂职
高选派车身修理与汽车喷漆项目共两名
学生参赛，最终该校胡永富同学在比赛
中技压群雄、脱颖而出，荣获车身修理项

目全国第一名，其指导教师张瑜获得优
秀指导教师称号。胡永富同学将以第一
名成绩入围交通运输部车身修理项目集
训队，代表交通运输部行业部门参加第
一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力争代表中国
参加第 46届世界技能大赛。

慈溪锦堂职高学生
全国交通技能大赛夺冠

通讯员高洋摄影报道“我
在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新生儿科实习，祝福祖国妈
妈生日快乐。”“我在诸暨市人
民医院手术室实习，永远不
变，我的中国心。”“我在宁波
医疗中心李惠利东部医院手
术室实习，祝福我们伟大的祖
国更加美好、更加强盛！”……
9月 30日，宁波卫生职业技术
学院护理学院164名学生党员
纷纷从省内各大医院实习地
手写祝福语“晒”至该校“指尖
上的党建”平台，通过文字、歌
声、祝福语等多种方式，用最
质朴的语言表达对祖国母亲
最诚挚的祝福，并用实际行动
坚守在岗位一线，守护祖国人
民的健康，践行为人民服务的
誓言。

为让从事中药配制的员工也能了
解和掌握一些茶艺文化，杭州胡庆余堂
国药号有限公司工会日前邀请全国劳
动模范、“浙江工匠”、国家一级茶艺技
师朱晓丽为公司员工上了一堂生动的

茶艺知识培训课。朱老师理论联系实
际，从基础讲到专业，既深入浅出又活
泼生动，受到员工追捧，听课的员工表
示受益匪浅。

通讯员叶建华 摄

“围观”全国劳模

富阳学院竹纸制作“非遗班”学生正在上课。

“非遗”进校园“传承”入教育
富阳学院创新实践“非遗”技艺融入专业教学

点亮祝福

隔空“晒”祝福 别样庆国庆

本报讯 通讯员赵远远报道 9月27日
下午，嘉兴职业技术学院产教融合项目战
略合作签约暨揭牌仪式在嘉兴秀洲区希
尔顿逸林酒店举行。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与31家龙头骨干企业、名院大所签订产教
融合战略合作协议，深入推进科技成果转

化、校企战略合作与产业学院共建，3个产
教融合项目揭牌。此举标志着嘉职院进
入协同创新、融合发展的新时代，将在更
高层次上持续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更好地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
更为坚实的人才支撑和技术支持。

通讯员朱云芳报道 近日，嘉兴南洋
职业技术学院在“未来设计师”杯第八届
《全国高校数字艺术设计大赛》的全国赛
区比赛中斩获多个奖项，其中一等奖1项、
二等奖 2项、三等奖 1项。而在之前同个
赛事的华东赛区比赛中取得一等奖 4项、
三等奖5项。

《全国高校数字艺术设计大赛》（以下
称NCDA大赛）为艺术设计领域的知名赛
事，是教育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发布的
《全国普通高校学科竞赛排行榜》内竞赛
项目，也是高校教育教学改革和创新人才
培养的重要竞赛项目之一。NCDA大赛
每年举办一届，自2012年至今已连续举办
七届。近年来每届赛事参赛高校达 1000

余所，每年征集作品近4万件，参赛大学生
20多万人次。南洋学院师生在华东赛区
406个参赛高校征集的 20835件作品中脱
颖而出，收获硕果。

此次大赛，充分展现了南洋学院设计
类专业学生能力水平，也是对教师教学工
作的肯定。长期以来，该校设计与信息分
院重视以赛促学的教育理念，积极参与双
创竞赛实践，进一步推动学生专业能力与
创新能力有机融合。各设计类专业也以
比赛为契机，推动竞赛在教学中的应用，
助力专业建设发展，科学有序地培养高技
能、高素质的复合型、应用型、创新型专业
人才，为提升学院设计学科竞争力而不懈
努力。

嘉职院与31家龙头
骨干企业名院大所签订
产教融合战略合作协议

“南洋”学子设计能力了得
在全国高校数字艺术设计大赛中斩获多个奖项

参观学校“非遗”陈列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