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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奋力续写工会辉煌篇章

本报讯 通讯员彭唯、陈敏
青报道 近年来，畜禽产品安全
是人们谈论的热点话题之一，如

“禽流感”“鸡瘟”等敏感词汇常
常出现在新闻信息中。鸡新城
疫是由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败
血性传染病，俗称“鸡瘟”。鸡新
城疫免疫抗体水平决定禽群的
健康状态。因此，为确保禽群的
健康，保障禽类产品餐桌上的安
全，鸡新城疫抗体水平测定的检
测技术尤为重要。

5月 8日，由浙江省教育厅
主办、温州科技职业学院承办的
浙江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鸡新城疫抗体水平测定”赛项
正式举行。本次比赛也是该项
目的国赛选拔赛，浙江省内开设
畜牧兽医类专业的高职院校参
加本次比赛。

据悉，该赛项分成实操和理
论两个部分，实操技能考核包括
试验器材的准备、采血、1%鸡红
细胞制备、血凝试验、4单位病

毒的配制、血凝抑制试验等 6个
关键环节，竞赛总时间为 180分
钟。比赛过程中，需要各组参赛
的两名选手互相配合，按照国家
标准规范完成检测任务。

跟往届竞赛相比，按照国赛
过程，本次竞赛新增设了理论环
节，对于参赛选手来说，是一个
新的挑战，不仅考验选手的实操
能力，也考验了选手的理论储
备。

比赛邀请国内经验丰富的
预防兽医、禽病研究领域的专家
担任裁判。经过一天的激烈角
逐，温州科技职业学院三支队伍
脱颖而出，包揽全省一等奖、二
等奖、三等奖，其中刘一江、涂宜
强老师指导的团队获得全省一
等奖，姜斌、简永利老师指导的
团队获得二等奖，王蒙、韩青松
老师指导的团队获得三等奖。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竞赛团队获
得二等奖 1个、三等奖 2个。一
等奖团队有望冲进国赛。

日前，浙江大学“美丽乡村”
建设课题组 7 名学生来到绍兴
漓渚镇棠棣村，实地走访“千亩
花田”、现代化新兴农业园区等
建设现场，感受中国建设的伟大
成就。近年来，棠棣村相继获得

全国乡村振兴示范村、全国乡村
旅游重点村、全国生态文化村、
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等荣誉。图
为课题组同学正在棠棣乡村振
兴实训基地学习、参观。

通讯员钟伟摄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将党史学习教育与专
业实践教学紧密结合起来，通过传承红色基
因，弘扬红色传统，汲取红色力量，培养新时
代红色工匠。5月10日，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100多位动漫专业和平面设计专业的师生赴

三门亭旁开展为期一周的“红色文化采风”之
旅，开展短视频拍摄制作和实地写生，引导师
生们从“浙”里看百年，切实提高党史学习教
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通讯员傅君毛 摄

从“浙”里看百年

通讯员赵建平报道 为湖州
埭溪镇五石坞村量身定制“庆祝
建党 100周年”主题花海、和湖州
吴兴区妇联签约“美丽庭院”地校
意向合作书、“杏坛先锋+乡村振
兴”入选“献礼建党百年·致敬职
教力量”浙江省中职优秀党建品
牌……近年来，在产教融合赋能
乡村振兴的路上，湖州市现代农
业技术学校展示了职校人的担当
与作为。

打造产教融合纽带，“1+1+
N”孵化校企合作共同体

“1”个学校专业工作室（教
师）对接“1”个企业（师傅），加“N”
项任务，共同开展一项产教融合
项目、带好一批注册学徒、产生一
系列产学研职教成果、孵化一个
校企合作共同体。湖州市现代农
业技术学校发力孵化“1+1+N”校
企合作共同体，打造产教融合纽
带。

目前，学校花艺、灵芝、菊花、
平方花园、盆景园、智能宠物、农

村电商等15个创新创业实训工坊
（工作室）分别和对口企业开展校
企合作，并按湖州市教育局要求
进行现代学徒制注册。通过教师
下企、企业进校等深度交流方式，
将前沿技术、行业信息和专业建
设需求进行有效对接，达到“人、
材、物”三方面资源高效整合，实
现共建共享共赢。

运行产教融合载体，“三元合
一”建设综合性实训基地

湖州市现代农业技术学校经
过浙江省中职改革发展示范校和
省中职名校的建设，已建成200多
亩的综合性实训基地，集生产、教
学、科研、劳动教育、研学等功能
于一体。并注册了湖州博创农业
有限公司实体化运行，还注册了

“开途”商标。一校、一企、一品牌
三力齐发，通过“三元合一”综合
性实训基地建设，实现了教育与
产业的深度融合。

综合性实训基地坚持一产
“抓优”，引入新品种、新技术；二

产“抓深”，学校出产的灵芝孢子
粉、天山雪菊、帝皇菊等均已统
一注册商标，推向市场；三产“抓
特”，学校自建农村电商平台、抖
音公众号、农校优选商城小程序
等销售平台，让学生负责营销管
理，丰富了学生实战的经历。

为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学
校发挥校企一体优势，开展“承包
制”产教活动，根据农业生产周期
性的特点，以班级为单位承包学
校综合性实训基地的多个瓜果大
棚。“大棚即教室，基地即课堂”，
让学徒参与整地、施肥、育苗等全
程管理。为了让学生有能力走向
市场，学校同时实行研学产销一
体化办学，对产品进行包装，进行
农产品营销，全方位锻炼了学生
的创业能力，同时也扩大学校办
学的社会影响。

拓展产教融合渠道，“五批五
度”服务社会

学校搭建了一批优质服务平
台，让服务更有广度：先后挂牌成

立湖州市农民学院市直分院、湖
州美妆学院、省农民田间学校。

组建了一批敬业服务团队，
让服务更有温度：先后组建6个服
务团队，他们走进农家，带领农民
致富，让农民增收；走进农村，参
与美丽乡村建设，让农村增美；走
进农企，进行业务指导，让农业增
效。

承接了一批高端服务项目，
让服务更有高度：承办第三届世
界乡村旅游大会、“中国治理的世
界意义”国际智库学术论坛、湖州
第一中学百年校庆花艺布展项
目，为吴兴区美妆小镇提供玫瑰、
月季等花卉 30万株，和吴兴区妇
联签约“美丽庭院”地校合作。

培育了一批农业致富典型，
让服务更有力度：年均社会培训
量 3736人，是在校生的 3.6倍，涌
现了一大批优秀毕业生，活跃在
农业生产的第一线。

培育了一批特色产业村，让
服务更有深度：参与埭溪镇“一村
一品”建设，为大冲村、乔溪村等 7

个村庄提供庭院设计、废物利用、
墙绘等服务，大冲村、乔溪村成功
入围湖州市乡村治理示范村，帮
助莫家栅村建设了一个标准化生
产车间，制定了莫家栅手工粉丝
加工省级职业能力标准，为五石
坞村定制打造花海，产教融合不
断深化。

多年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
作实践，使湖州市现代农业技术
学校获得浙江省中职改革发展
示范校和省中职名校称号，“园
艺技术”和“园林技术”两专业获
得省“双高”专业建设立项。学
校已经正式授牌成为宠物护理
与美容 1+×考核站点，“花为媒”
校企合作共同体被列为 2020 年
浙江省中职校企合作共同体立
项项目，学校劳动实践基地被评
为浙江省中小学劳动实践基地
（第二批）暨职业体验基地，学校
先后挂牌湖州市农民学院市直
分院、湖州美妆学院、省农民田
间学校等，学校服务乡村振兴能
力大幅提升。

昨天是第110个国际护
士节，今年护士节主题为“传
承红色基因，创新发展护
理”。绍兴护士学校组织系列
护理+党史活动。当天，近
2000名在校生在南丁格尔像

前宣誓，坚守职业选择，弘扬
奉献精神和人道主义。图为
诸暨市人民医院护理部主任
郭伟利给绍兴护士学校学生
代表授燕尾帽。

通讯员杨坚飞摄

通讯员范秀芳记者雷虹报道
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
了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集训
队名单，金华市技师学院共有2个
项目3人入围，加上此前的5位，金
华市技师学院前后共有8位选手入
围世界技能大赛国家集训队。此
外，近三年，该校新增全国技术能
手、全国青年岗位能手、全国优秀
指导教师等国家级荣誉 16人次，
浙江省首席技师、浙江省优秀指导
教师等省级荣誉26人次，师生国家
级技能竞赛获奖113人次、省级奖
156人次。这是金华市技师学院以
世界技能大赛标准引领的教学改
革取得显著成效，“一切为了学生”
的理念加快落地。

世赛项目对接进课程，融入
到教学

世界技能大赛，是以现代企业
技术标准来检验参赛选手接受职
业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的结果，竞
赛项目的具体要求与企业要求、生
活实际完全一致，不仅要求选手正
确操作，还要对操作过程的细节、
精度、规范、质量、安全等方面进行

科学公平地考核，并对选手的解决
问题能力、心理素质、职业素养、沟
通交流能力等综合素质提出了较
高要求，是广大职业院校展示和交
流职业技能的重要平台。为此，金
华市技师学院为培养更多具有职
业规范意识和工匠精神的高技能
人才，启动了以世赛标准为引领的
教学改革。

通过对赛项的研究，学校首
先分析了世赛各个模块所包含的
职业能力和职业素养，并对比专
业人才培养要求和赛项要求，对
学校教学做出相应改革。

学校首先调整了专业教学计
划，将相关赛项转化为项目教学
课程；调整相关专业课程结构与
课程内容，将与世赛相关的内容
融入到课程之中，并调整相应课
时；打造项目课程，开发教学资源
库，促进相关专业建设；调整评价
标准，将世赛标准渗透到学业评
价之中。

将世赛项目对接进课程，融
入到教学，既解决了师生参加技
能竞赛临时应战、仓促上阵的问
题，又提升了人才培养质量。 以

世赛综合机械与自动化项目对接
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专业为例，
该专业增加《徽章机的制作与调
试》课程，把该课程作为机电设备
安装与维修专业的技师研修与毕
业设计的综合实践课程，总课时
为 240个。与该课程密切关联的
课程——普通机床加工也从原有
28课时调整为 304课时。开发了
课程标准和学材，并将关键技能
点制作成微课。

在世赛的引领下，学生职业
能力、职业素养与赛项和企业现
实要求更加接近，因为出色的学
生成绩，学院成为第 43届世界技
能大赛综合机械自动化赛项浙江
省集训基地，并不断有学生入选
世界技能大赛国家集训队。

该院周金院长认为，学校
教学改革的落脚点始终应该是学
生，应始终秉承“一切为了学生”
的理念，而以世界技能大赛标准
引领的教学改革，使“一切为了学
生”加快落地。

硬件和师资，一个都不能少

参与技能竞赛，少不了设备

等硬件设施的支撑，金华市技师
学院遵循设备购置优先满足竞赛
需要的原则，在硬件上舍得狠下

“血本”，建有现代制造技术、电气
技术、模具制造技术、信息技术等
八大实训中心，拥有五轴加工中
心等先进实训实验室106个，计算
机 1987台，信息化教学设施设备
283 套，实验设备总值达 9897.35
万元，生均教学设备值 2.37万元，
既保证了学生的日常教学，又保
证了赛前训练所需。除此之外，
该院还会结合大赛的需要花巨资
添置竞赛设备，为技能竞赛取得
好成绩加码。

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
年功。每一次的技能竞赛，从表
面上看只是几位选手、几个小时
的事情，而背后实则是由一支强
大的团队在支撑。该院有12个专
业教研室，各专业教研室由专业
带头人牵头，根据每一次竞赛的
具体情况、技术文件要求和专业
特点组建辅导团队，确定总负责
人和专项辅导老师，制订科学的
训练计划，认真解读各项目竞赛
规程和技术文件，辅导团队精心

组织训练，各职能部门协作配合，
全力支持技能竞赛工作。

该校教师辅导团队可谓星
光璀璨，有刚刚被授予浙江工匠
荣誉称号的吴浙栋老师——他
和学生参加第二届全国工业机
器人技术应用技能大赛，双双获
得“职工组”和“学生组”的一等
奖，指导学生参加竞赛荣获国家
级一等奖 3次、省级一等奖 3次；
工业机械装调项目辅导教师潘
曙明从技能竞赛起步，一步一个
脚印地成为浙江省首席技师、浙
江省技术能手、全国优秀指导教
师、全国机械职业院校人才培养
优秀教师，他带出的徒弟胡增辉
曾入围第 44 届、第 45 届世界技
能大赛综合机械与自动化项目
国家集训队。如今胡增辉是该
院机电系一名专业教师，也是技
能大赛的辅导老师，他指导的学
生柳一入围第 46 届世界技能大
赛国家集训队。

金华市技师学院以世赛为引
领的教学改革，努力培育一专多
能的复合型人才，可谓实现了学
生、学校和企业的共赢。

本报讯 通讯员姚敏明报道
“各位游客大家好，上海中共一大
会址保存着一本珍贵的革命文物
《共产党宣言》，今天让我们一起了
解这件文物和一位共产党员的故
事……”近日，一场以“导红色景点
学辉煌党史”为主题的导游风采大
赛在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举行，
该校旅游管理、休闲服务与管理等
专业的学生化身导游轮流登场，在
比拼技能的同时开展了一次难忘
的党史学习教育。

据悉，这次比赛分为初赛和决
赛两个阶段、专业组和非专业组两
个组别，共计54人次参与比赛。除
了导游知识笔试、个人才艺表演等
环节，核心内容就是红色旅游景点
导游词的编写和讲解，选手们需要
从 12个备选的红色景点中抽选其
中之一，结合制作的 PPT，进行真
实场景的模拟讲解，以此考察语言
表达、讲解技巧、文化内涵等能力
和素养。

从嘉兴南湖景区到浙北新四军
苏浙军区旧址群，从四明山革命烈
士陵园到张人亚党章学堂，从井冈
山到西柏坡，再到延安革命纪念地
景区……决赛现场，18位选手以丰
富的专业知识和饱满的激情，带领

现场200多位观众走进一段段风雨
历程，一个个历史瞬间，一位位革命
英雄，现场不时响起阵阵掌声。

该校旅游管理专业主任姜坤
表示：“今年恰逢建党 100周年，举
办此次比赛，就是想把练就过硬本
领与党史学习教育融为一体，既让
学生更好地掌握和锻炼专业技能，
又能让学生在备赛和参赛的过程
中深入学习党的历史，学讲党的故
事、革命的故事和英雄的故事，实
现课程思政。”

本次大赛的企业评委，浙江达
人旅业股份有限公司合伙人、高级
导游陈茵茵对本次导游大赛的主
题表示高度认同，同时对学生们的
表现也非常赞赏，并指出未来几
年，社会需要更多高技能水平、高
综合素质、高文化底蕴的导游人
才，希望大家多参加类似的比赛，
全面锻炼提升自我。

据悉，除了举办红色景点导游
比赛，近段时间，浙江工商职院还
积极组织相关专业师生参与宁波
海曙区政府发起的“寻访红色古
迹，传承红色基因”红色研学精品
线路设计征集活动，为地方革命文
化传承和文旅事业发展注入更多
的职教力量。

本报讯 通讯员纪驭亚、沈
听雨报道 据悉，由省人社厅
批准成立的综合性民办非营利
性全日制技工学校——华策影
视技工学校近日启动招生，将
于今年 9月开学。这是我省第
一所，也是目前唯一的影视技
工学校。

据悉，学校现为中专学历的
三年制技校，初中毕业生和高中
毕业生均可报考，高中毕业生的
学制为两年。首期将开设影视
表演和制作、计算机动画制作、
摄影摄像技术以及美容美发与
造型（化妆方向）4个专业，招收
475名学生。

金华市技师学院以世赛标准引领教学改革

“一切为了学生”理念加快落地

湖州市现代农业技术学校：

产教深度融合 赋能区域乡村振兴
“美丽乡村”棠棣行

“鸡新城疫抗体水平测定”
比赛在温科院举行

我省第一所
影视技工学校9月开学

讲红色故事
比专业技能

浙江工商职院让党史学习教育融入专业实践

授职业帽 立职业誓言

在第110个“5·12”国际
护士节，宁波卫生职业技术
学院护理学院举办庆祝活
动，为91名男护士、868名女
护士戴上圆帽、燕尾帽。

在轻柔的音乐中，959
名准护士缓缓蹲下身体，依
次有序地戴上圣洁的圆帽、
燕尾帽，接过前辈手中的蜡
烛，完成加冕过程。“希望同
学们传承红色革命精神，立
足岗位作贡献，在新时代、
新征程中奋发有为、担当作

为，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高
质量的护理服务。”为该校
准护士授帽的、宁波市护理
学会理事长、宁大附院护理
学科首席专家盛芝仁教授
殷切寄语。

“余谨以至诚，宣誓：
终身纯洁，忠贞职守。勿
为有损之事，勿取服或故
用有害之药……”959 名准
护士手捧蜡烛庄严地宣誓
着。

通讯员高洋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