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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姚敏明报道
近日，2012年伦敦第 14届残疾人
奥运会冠军、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获得者黄成作为浙江工商职业技
术学院的兼职思政导师，走进校
园为大学生们上了一堂难忘的思
政课。

黄成出生于宁波市鄞州区云
龙镇，小时候因患上小儿麻痹症
导致双腿残疾，但他用自己的坚
持和努力，勇攀竞技顶峰，在 2012
年伦敦第14届残疾人奥运会赛艇
决赛中摘得桂冠，拿下中国赛艇
项目首枚单人双桨金牌，并被国
际赛艇协会评选为年度最佳残疾
人赛艇运动员。

在这堂特殊的思政课上，黄
成和青年学子们分享了自己从一
位普通青年成长为奥运冠军的励
志故事。

“黄成老师身上流血流汗不

流泪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哪
怕再艰难再坎坷也要迎难而上，
全力以赴！”大学生们纷纷表示，
这节特殊的思政课入脑入心，要
学习黄成不放弃、不言败的精神
和感党恩、爱祖国的信仰情怀，从
身边的小事做起，养成自主、自律
的学习生活习惯，勇敢面对困难
挫折，努力学好技能本领，为实现
中国梦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近年来，浙江工商职院一直致
力于创新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路径，
探索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
针对性和亲和力，曾先后聘请全国
道德模范孙茂芳、党的十九大代表
陈霞娜、有着71年党龄的革命老战
士李希明等为兼职思政导师，用先
进模范人物的亲身经历和鲜活事
迹教育感染莘莘学子，让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和党的创新理论深入
人心。

本报讯通讯员梁丽昕报道 近
日，湖州市现代农业技术学校与驻
扎美妆小镇的湖州御梵化妆品科技
有限公司精准对接，分批有序组织
学生参加顶岗实习，助力企业按下
备战“双11”的“快进键”的同时，让
同学们在实战中快速成长起来。

“学生整体素质很高，专业技
能扎实，上手很快，整体表现非常
好。”“御梵”董事长张爱东表示，
非常感谢湖州农校能在关键时刻
发动学生参加顶岗实习，以实际
行动缓解企业“双 11”用工压力。
同时，为确保学生顶岗实习安全，

学校与“御梵”共同制订了顶岗实
习方案、顶岗实习具体管理办法
和安全管理规定、实习学生安全
及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等，签订学
校、实习单位和学生三方协议，学
校和企业还为顶岗实习的学生投
保实习责任保险。

学生成为活跃在复工复产一
线的“技术生力军”，以实际行动
展示了农校“老黄牛”的责任担
当。湖州农校相关负责人表示，
今后学校将进一步加强与美妆小
镇企业的合作，深化产教融合，进
一步提升学校的社会服务能力。

通讯员马丽文报道 10 月
30 日，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院
瓯窑博物馆开馆，该博物馆是全
国唯一一家瓯窑专题博物馆，更
是全国唯一一家高校瓯窑博物
馆。值得一提的是，瓯窑博物馆
内还设有师生瓯窑作品展区。
师生作品与收藏器物同台亮相，
让人切实感受瓯窑文化在浙江
东方职业技术学院里的浓厚氛
围。

东方学院作为全国职业院校

“非遗教育传承基地”，近年来一
直致力于非遗文化校园建设。
2016年 6月，东方学院与温州市
瓯窑学会共同创办瓯窑学院，高
校、学会合力共同构建区域文化
特色品牌。该院既是东方学院的
一个二级学院，也是全国唯一一
个集瓯窑学术研究、收藏保护、学
科建设与专业人才培养、大学生
创业创新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文
创类学院。瓯窑学院占地面积
2000多平方米，目前设有瓯窑博

物馆、艺术展览馆、瓯窑学术交流
中心、瓯窑创意创业中心、瓯窑制
作中心（冷成型实训工作室）、瓯
窑烧制研发中心（热成型实训工
作室）、瓯窑大师工作室等。学校
汇聚了一批具有较大行业影响力
的学术带头人和有较强发展潜力
的青年教师，形成了一支富有地
域特色和领先优势的师资队伍。
学院开设《瓯与瓯文化》《瓯窑传
承与制作》《瓯窑与饮食文化》等
课程，并采用理实一体的教学方

法开展瓯窑教学，传授瓯窑制作
手艺。

瓯窑学院先后被评为“温州
市社会科学普及示范基地”“温州
市瓯窑教育传承基地”“温州市第
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
瓯窑文化研究和传播中心获评

“浙江省社会科学普及基地”。
瓯窑作为温州的“金名片”，

其建设和传承也是东方学院艺术
学科建设、校园品牌推广的重点
工作项目任务。据悉，接下来，瓯

窑博物馆将充分发挥优势，积极
开展民俗文化交流展览活动，将
培养传统手艺人以及发挥服务地
方职能有机结合，为广大艺术爱
好者提供交流分享平台，不断普
及和提高人民群众对传统文化的
兴趣爱好和鉴赏知识，推进瓯窑
文化传承，对接区域传统文化，使
校地合作形成保护、传承、推广和
创新瓯越传统文化的集群体系，
深入挖掘瓯越非物质文化的现代
价值。

本报讯 通讯员赵远远报道
10月 30日~31日，第十一届全国
职业院校学生服装制版与工艺技
能大赛在河北省邢台职业技术学
院举行。嘉兴职业技术学院时尚
设计学院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选
派5名学生参赛并斩获多个奖项。

本次大赛共有来自全国27所
高职院校的104名选手参赛。嘉职
院学子在设计、立体裁剪、样板制
作、样衣缝制等赛项中经过两天激
烈的角逐，凭借过硬的专业技能和
良好的综合素质获得多项荣誉：沈
宇翔同学荣获一等奖和版型创新
奖，并获得服装高级制版师证；潘
开心、洪晖镇、张琳微三位同学均
荣获二等奖；劳依苗同学获优秀
奖；彭颢善、罗晓菊两位老师获优
秀指导教师奖；学校参赛团队同时
还获得了团体赛二等奖，浙江代表

队成绩总分第一名。
第十一届全国高职院校学生

服装制版与工艺技能大赛由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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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赛紧贴世界技能大赛赛事
规则，分理论笔试和操作两部分，
全面考核了选手的设计水平、立
体裁剪、样板和工艺制作水平、职
业素养和安全操作意识等技能。

近年来，嘉职院服装与服饰
设计专业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上合组织技能大赛、省服装设
计大赛上连获佳绩，通过参赛项
目的实施，使赛事训练与课程改
革有机结合，学生职业能力与教
师教学实践水平得到大幅提升，
真正实现了以赛促训、以赛促改
的大赛宗旨。

本报讯 通讯员黄田、王靖宁
报道 近日，永康市首届永武缙五
金工匠技能大赛在该市职业技术
学校开赛，来自永康、武义、缙云
三地的 150名选手围绕钳工、焊
工、电工、模具工、数控车工 5个
项目展开了激烈比拼。

永康、武义和缙云三地山水
相连、人文相亲、经济相融，形成
了独具特色的浙中五金产业群。
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永康市
举办首届永武缙五金工匠技能大
赛，不仅搭建了县际技能人才培
养工作的交流平台，更有利于增
强永武缙五金产业集群技能人才
竞争力，挖掘三地的优秀技能人
才，带动提升产业工人综合素质，
激发经济发展新动能，助力经济
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永康市委、市政府集
中精力、开拓创新，以技工人才培
养为主线，以技能大赛为抓手，立
足“五金之都”优势，深挖资源潜
力，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不
断加大技能人才培养力度，并连
续 10年举办了五金工匠职业技

能竞赛。
今年 7月，永康市还举办了

2020年系列职业技能竞赛暨“永
武缙五金工匠”技能大比武选拔
赛，涵盖车工、焊工、电工、汽车维
修工等14个工种，吸引了2500余
名选手参加，1500余名技能人才
破格获评技师或高级工，在全社
会进一步营造了崇尚技能、劳动
光荣的良好氛围。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技能人才是产业发展的中坚力
量，技能提升永无止境。据悉，下
一步，永康市将以这次永武缙五
金工匠技能大赛成功举办为契
机，加快打造一支规模更大、结构
更优、素质更高的技能人才大军，
创建“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
才”的良好环境，努力实现以赛促
训、以赛促学、以赛促建，逐渐形
成以技能大比武为引领，以职业
技能竞赛为主体的技能竞赛体
系，把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和拼
搏进取的比赛精神，转换为助力
永武缙区域经济协同高质量发展
的不竭动力。

本报讯 通讯员熊孜、俞韶华
报道“江海直达是几代长江人的
梦想，这个梦想正在渐渐实现。”11
月2日上午，全国首期长江至宁波
舟山港特定航线江海直达船舶船
员培训在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
学院正式开班。这是舟山服务江
海联运国家战略的一项具体举措，
对加快推进江海直达运输发展和
我国航运事业的创新发展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

2016 年，国务院正式批复设
立舟山江海联运服务中心，其中
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探索江海直
达运输。舟山江海通航船舶船员
培训中心于 2017年 6月落户浙江
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2020年4
月，该院特定航线江海直达船舶
船员培训项目获交通运输部海事
局签发许可，成为全国唯一一家

开展长江至宁波舟山港特定航线
江海直达船舶船员培训点。

根据相关规定，内河船舶船
员在特定航线江海直达船舶上任
职，需经过培训、考试取得《特定
航线江海直达船舶船员行驶资格
证明培训合格证》后，方可担任相
应职务；海船船员在特定航线江
海直达船舶上任职，除持有相应
的海船船员证书外，船长、驾驶员
还要取得《海船船员内河航线行
驶资格证明》。

据培训的主要需求方武汉航
运交易所人才事业部部长李小文
介绍，相比海船船员，内河船舶船
员的工资相对较低，参加“江进
海”培训获得相关证明后，内河船
舶船员就可以在特定航线江海直
达船舶上工作，工资能有明显提
升。

本报讯 通讯员吴剑报道
近日，温州职业技术学院为
温州大学附属小学一年级的
200 余名小朋友“量身定做”
职业启蒙教育体验日活动，
为孩子们打开“职业世界”这
扇大门，为孩子们的人生规
划种下一颗种子。

温职院设计创意学院开
放了所有专业实训教室，供
小朋友参观体验。在产品设
计工作坊，专业老师介绍了
产品的设计理念、加工制作
等知识和相关流程。小朋友

们对各种设计新颖的艺术产
品表现出浓厚兴趣，忍不住
现场动起手来。在服装表演
劳动实践基地，服装表演专
业的志愿者讲解专业模特的
基本素质，并展示了专业的
模特秀。小朋友们看完后迫
不及待地化身“小模特”，在T
台上轮番上演“模仿秀”，活
动现场回荡着孩子们的欢声
笑语。在家具设计与制造专
业劳动实践基地，小朋友们
参观各类创意家具，观看家
具设计与制作的视频，同时

体验了家具设计师职业。
小朋友们在体验中开阔

了视野，学会了劳动、合作与
创新，他们满怀期待而来，满
载知识和喜悦而归。据了
解，温职院长期以来立足学
校专业特色，发挥资源优势，
主动服务社会，积极探索“职
业启蒙教育”新路径，将特色
项目与体验活动相结合，为
中小学生提供多样的职业启
蒙教育和成长实践体验，进
一步提升职业教育的吸引力
和影响力。

本报讯 通讯员于伟报道 近
日，由中国中药协会主办，浙江
省中医药学会、桐庐县人民政府
承办的“2020年‘桐君堂’杯中药
材真伪鉴别全国大赛”在桐君老
人故里开赛。

“桐君堂”杯中药材真伪鉴
别大赛每两年举办一次，今年已
是第四届。今年的大赛吸引了
全国各地的中医院、中西医结合
医院等 88支参赛队伍，参加最能

体现中药师综合能力的望、闻、
摸、尝等多种鉴别能力的比拼。
大赛分理论笔试和实物鉴定两
大内容，每位参赛选手除了理论
笔试外，更要对中药材进行实物
鉴别，选手在 10分钟内要准确完
成对 50味中药真伪的鉴定。最
终，浙江省新华医院丁慧琴斩获
头奖。

图为选手们正在识别真假
和易混淆的中药材。

本报讯 记者杜成敏 通讯
员庄丽报道 11 月 3 日，第十六

届“振兴杯”全国青年职业技能
大赛决赛在杭州开幕，来自全

国各地的 226名选手齐聚杭州，
将上演一场技能届的巅峰对
决。

本次大赛由共青团中央、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办，中共
杭州市委、杭州市人民政府、共
青团浙江省委、浙江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承办。以“技能成
才报祖国，青春奋进新时代”为
主题，设置计算机网络管理员、
机床装调维修工、模具工（冲
压）等三个职业（工种）。大赛
分为学生组和职工组，决赛分别
于 11月 3日至 6日和 11月 30日
至 12月 3日在浙江杭州、辽宁沈
阳举办。

作为选拔高技能人才的大
赛，学生组决赛除了国家层面有
足够分量的激励政策，杭州市层

面也给获奖选手准备了一份丰厚
的政策“大礼包”。

具体来说，获本次大赛决赛
各职业（工种）单人赛项前五名、
双人赛项前三名的选手，三年内
来杭州工作的，且从事相关行业
工作满一年的，可认定为杭州市
D类人才，享受购房补贴、车牌竞
拍补贴等系列配套政策；获各职
业（工种）单人赛项 6~10名，双人
赛项 4~6名的选手，三年内来杭
州工作的，且从事相关行业工作
满一年的，可认定为杭州市 E类
人才，享受租房补贴等系列配套
政策。

获各职业（工种）前三名（组）
的选手，对符合条件的，并与杭州
用人单位签订就业协议且工作满
一年的，优先推荐参评“杭州工

匠”，并给予奖金 5万元；获各职
业（工种）前五名（组）的选手，与
杭州用人单位签订就业协议且工
作满一年的，符合条件的，授予杭
州市“五一劳动奖章”。

此外，开幕式上还举办了青
年技能人才云招聘会，以线上

“云招聘”+线下招聘两种形式
呈现。1104家企业共开放 26493
个岗位，涉及机械、制造、互联
网、IT、电子、通信等，平均月薪
9032 元，最高月薪达 15000 元。
会场还开设了“大咖直播间”，
邀请 7 家在杭大型企业在线直
播，并特设校企对接环节，来自
广东、天津、辽宁、江苏等各个
省份的 20家全国“双高”院校共
同赴杭，与杭州共商人才定向培
养战略。

第十六届“振兴杯”全国青年职业技能大赛决赛开幕

杭州为获奖选手送出“大礼包”

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院：

传承瓯窑文化的摇篮

人人皆可成才
人人尽展其才

永武缙三地五金工匠开展技能大比拼

第十一届全国高职院校学生
服装制版与工艺技能大赛揭晓

嘉职院时尚设计学子
斩获多个奖项

农校学生助力美妆企业
按下备战“双11”快进键

小朋友们玩“嗨”了
温职院举办小学生职业启蒙教育体验日活动

残奥会冠军
走进浙江工商职院

与大学生分享“夺冠”故事

望、闻、摸、尝辨真伪
第四届“桐君堂”杯中药材鉴别全国大赛成功举办

江海直达船舶
船员培训在舟山启动
获“江进海”资格后工资能有明显提升

开幕式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