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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钟伟、陶晓
宇报道 日前，中国纺织科学研
究院江南分院培训学校入驻绍
兴中国轻纺城，首期“纺织分析
高阶班——6个 100新行动”师
徒一对一、纺织面料分析、机织
工艺、针织工艺等课程陆续开
班，为纺织企业量身定制现代纺
织技术专业人才。

绍兴柯桥拥有“亚洲最大布
匹集散中心”，全区现有近8000家
纺织企业，全球近四分之一的纺
织产品在中国轻纺城交易，销售
网络遍布世界 192个国家和地
区。目前，当地已形成上游的聚
酯、化纤原料，中游的织造、染整，
下游的服装、家纺、轻纺实体市场
和网上轻纺城等全国最完整的产
业链和市场营销体系，纺织全产
业链优势突出，对纺织人才需求
旺盛，且一直处于紧缺状态。

中纺院江南分院培训学校
以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中纺院
江南分院为技术依托，培训项目
涵盖纺织原材料、纺纱、织造、染

整印花、面料分析、检验检测、纺
织品设计及家纺、服装等产业链
各个环节辐射江苏、山东、上海、
广东及省内杭州、宁波、金华兰
溪等地。

受国际大环境影响，中国纺
织行业面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
迫切需要产业升级。尤其是去
年以来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
情，对国内纺织企业的外贸出口
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越来越多
的纺织企业认识到，只有提升理
念、创新产品，才能使一流的生
产设备生产出一流的产品，进而
在国际竞争中站稳脚跟。

“推进纺织制造业数字化、
集成化，实现传统产业提档升级
和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最重要的
是依靠人才和创新。”中纺院江
南分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加快纺
织人才培养，提高纺织装备效
率，实现精准制造、绿色制造、智
能制造，对于促进纺织产业向

“微笑曲线”两端攀升有着积极
意义。

本报讯 通讯员刘生国报道
一段时间以来，我省各地普遍高
温，然而，高温天气却挡不住舟山
市普陀区六横岛上一帮中青年人
学习电商销售知识和技能的热
情。学员说，有这么好的学习培
训机会，哪怕天气再热也要准时
赶过来学习！

今年 50多岁的曹永全是位肢
体残疾人，他和妻子在六横峧头
开了一家摄影、摄像及鲜花销售
店。由于夫妻俩诚实守信、服务
优质，生意不错。但曹永全夫妇
不满足于现状，认为现在是信息
快速发展的年代，光做老行业肯
定跟不上新时代的发展。去年上
半年，得知六横镇成人文化技术
学校要举办电子商务培训班的消
息，他的妻子首先报名参加了电
商销售技能学习培训。通过理论

与实际操作的学习培训和考试
后，曹永全的妻子获得了由普陀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颁发的
农村电商销售专项资格证书。今
年8月，当六横镇成校要再次举办
电商销售技能培训班时，曹永全
也积极报了名。

培训班里近二十名学员中数
曹永全的年纪最大，但老曹学习
相当认真、虚心。“有这么好的机
会我一定认认真真学习，决不能
轻易错过。”曹永全说。

六横是舟山第三大岛，物产
丰富，围塘梭子蟹养、柑橘等海产
品、农副产品极富特色，但长期以
来，由于销售方式传统，产品较难
走出海岛，效益提不上去。六横
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因势利导，
开办电商销售技能培训班。去年
6月举办的第一期电商销售技能

培训班28个座位出现了一座难求
的状况。“这是我们举办的第 3期
电商销售技能培训班了。”六横镇
成人文化技术学校校长张金科
说。

一位姓刘的学员十分感慨：
“现在学习培训条件真是太好了，
不仅有电商培训专用教室，而且
还有专业老师前来授课，更好的
是，我们学员不用支付一分钱的
培训费。”培训班学员大多数人已
是不惑之年，他们说，“我们年纪
慢慢大起来，现在学到了电商销
售技能，今后待在家里动动手机
就可以把农产品销出去赚到钱，
真是太好了。”

通过电商销售技能培训以
后，不少学员在产品的销售过程
中尝试发挥电商的作用，尝到了
甜头。

近日，中化兴中石油转运
（舟山）有限公司举行以“科技
创新”为主题的师徒带教结对
仪式，16 对师徒签订了为期一
年的带教协议，师父向带教徒

弟赠送了岗位学习手册，并进
行了工作经验分享。

图为师徒结对仪式上，徒
弟为师父敬献香茶。

通讯员应红枫 摄

本报讯通讯员王国海摄影报
道“太酷炫了，感觉技师们都好厉
害，模特也好美！”9月4日至5日，
第一届宁波技能大赛暨2021年宁
波市“乡村振兴”职业技能大赛总
决赛分赛区的浙江纺织服装职业
技术学院美发竞赛现场热闹非凡，

来自宁波各地的18名参赛选手齐
聚，现场竞技。他们创造出极具个
性的发型，令观众叹为观止。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是化工总控工、时装技术、美发三
个项目竞赛承办单位。据了解，时
装技术竞赛项目分为款式设计、立

体裁剪、服装设计、平面制版与裁
剪和服装制作四个模块，要求每位
选手在规定时间内独立完成。美
发比赛项目的选手们在规定时间
内要进行“男士商业修剪、染色及
造型”、“新娘商业盘发造型”创造
出极具个性的发型艺术。

本报讯 通讯员包子力报
道 为契合“数字建造”发展的
人才需求，助推“数字浙江”建
设，经过近一年的筹备，9 月 6
日，浙江建设技师学院与鲁班
软件共建的数字建造产业学院
揭牌成立。

“成立数字建造产业学院
我们有着深厚的基础”，浙江建
设技师学院党委书记、院长钱
正海说，学院近年来积极响应
浙江省数字化改革的号召，紧
抓“数字建筑”和建筑业 4.0机
遇，以建筑 BIM技术的重新整
合、培育方案的改造升级为突
破口，积极构建与建筑全产业
链对接的“数字建筑”专业集
群，以培养更多的知识型、技能
型、创新型的“数字工匠”。目
前学院的数字建造的正向应用
技术已经走在前列，培养出全
国冠军杨艳梅，在全国高校
BIM技术竞赛中屡创佳绩。

鲁班软件是 BIM 技术的
领航者，一直致力于以先进的

管理理念与信息技术推动中
国建筑业进入智慧建造时
代。董事长杨宝明博士表示，
鲁班软件有能力、有信心携手
浙江建设技师学院共同把数
字建造产业学院打造成全国
行业的标杆。

浙江建设技师学院数字建
造产业学院院长张国华介绍，
数字建造产业学院的的成立和
专业的设立，是世界技能大赛
数字建造项目成果转化最突出
的标志，打破了过去建筑建造
各阶段数字技术的孤岛，形成
了全生命周期的数字建造技
术，实现了数据共享。数字建
造产业学院的成立，是学院从
培养“传统工匠”向“数字工匠”
转型发展的结合点和启航点。
目前，首期试点班今年已经顺
利开学，学生将在校进行6年专
业学习直至就业。今后，产业
学院将进一步扩大招生规模，
力争通过 3~5年的时间形成品
牌效应。

“学生遭遇到自然灾害后
会产生怎样的心理危机”“目睹
校园霸凌等暴力事件后留下怎
样的阴影”……9 月 3 日下午，
在诸暨技师学院报告厅，资深
心理咨询师、省级家庭指导师、
省巾帼标兵张丽老师开出《学
生心理危机的识别与处理》的

讲座，参与人员为全体班主任
及德育安管线的老师。诸暨技
师学院副校长俞杭明认为班主
任是学校中全面负责一个班学
生的思想、学习、健康和生活等
工作的教师，必须掌握足够的
心理教育技巧。

通讯员徐振宇摄

本报讯 记者李凡报道 近
日，记者从省人社厅了解到，人
社部定于今年 11 月~12 月在杭
州举办全国新职业技术技能大
赛。为做好我省选手的选拔和
集训工作，省人社厅将于 10月举
办浙江省选拔赛（具体比赛时间
另行通知），面向社会招募参赛
人员。

本次选拔赛的比赛项目包
括：智能制造工程技术人员、集成
电路工程技术人员、人工智能工
程技术人员、工业互联网工程技
术人员、虚拟现实工程技术人员、

互联网营销师、连锁经营管理师、
供应链管理师、人工智能训练师、
健康照护师、物联网安装调试员、
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工业机
器人系统运维员、无人机装调检
修工、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员、增材
制造设备操作员、全媒体运营师、
区块链应用操作员、服务机器人
应用技术员、家政服务员（整理收
纳师）。

参赛选手需满足以下条件：
相应职业从业人员（职工身份，包
括教师、博士后研究人员），具有
我省户籍（或在我省工作满一年

以上），且在2021年10月1日前年
满 16周岁、法定退休年龄以内的
人员（含灵活就业人员）。需要注
意的是，已获得“中华技能大奖”、

“全国技术能手”荣誉的人员，及
在 2019 年和 2020 年各类竞赛中
已取得“全国技术能手”申报资格
的人员，不以选手身份参赛。经
省选拔赛选拔后，我省每个赛项
选派 2名（多人赛项为 1队）选手
参加全国决赛。

据悉，获得选拔赛各比赛项
目前5名，进入全国决赛后各比赛
项目前 5 名的选手，经相关核准

后，将分别授予“浙江省技术能
手”“全国技术能手”称号。全国
决赛各比赛项目中，对职业技能
类比赛项目获得金、银、铜牌的选
手，颁发相应职业技师（二级）职
业技能等级证书；对职业技能类
比赛项目获得优胜奖的选手，颁
发相应职业高级工（三级）职业技
能等级证书；对专业技术类比赛
项目获得金、银、铜牌的选手，颁
发高级专业技术等级证书；对专
业技术类比赛项目获得优胜奖的
选手，颁发中级专业技术等级证
书。

我省选拔赛的报名截止时间
为2021年9月15日18时。可使用
浙政钉或者扫描下面二维码报名。

全国新职业大赛喊你来比武
浙江省选拔赛报名截止至15日

本报讯 记者李凡 通讯员甄
晶报道 走出教室，走进企业，离
开课堂，融入车间。2021年的暑
假，来自湖州职业技术学院的 45
个教授和博士团队共 137人参与
到“百名教授博士入企服务”行动
中。场景在课堂和车间中变换，
身份在教师与工人中转换，这个
暑假的基层实践让教授、博士团
队充分了解到行业企业的现状和
技术需求，可谓收获满满。

机电与汽车工程学院的教授
博士团队深入湖州永达、久通、生
力三家企业开展技术调研，为企
业解决了焊接机器人研发、电力
电杆预制模装卸自动化、消杀设
备雾化改良等三方面存在的“技
术拦路虎”难题，并与企业共同研
发“新型液压伺服控制装置”课
题，助力企业持续发展；建筑工程
学院与浙江大东吴集团进行技术
开发合作，与企业合作进行“自密

实高强混凝土工作性能及力学性
能研究”和“PEC装配式钢结构设
计程序开发”，解决了免振捣高强
混凝土的配合比问题及应用中的
力学问题，并极大地提升了企业
设计能力；商贸与经济管理学院
与南太湖跨境电商产业园合作共
建跨境电商人才育训基地，与安
吉万宝智能家居科技有限公司合
作开展万宝家居科技数字化人才
培训项目，助力浙江国能科技有

限公司跨境电商“品牌出海”……
把方案和贡献带给企业，把

需求和收获带回学校。湖州职业
技术学院开展“百名教授博士入
企服务”行动，旨在通过搭建人才
交流平台，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
作，构建长效合作机制，畅通校企
沟通发展的快车道，从而更好地
服务湖州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据悉，为更好地推进这一服
务，湖州职业技术学院专门制定了

“三年行动计划”，从2021年6月起
至2024年8月，每年选派100名左
右的教授博士等高层次人才入企
服务，完成服务企业项目 100项，
实现年技术服务到账经费 200万
元以上，年开展企业职工培训1万
人次以上；同时联合选聘产业教
授，带动专业教师的企业实践，三
年内建立20个以上覆盖所有专业
群的教师企业工作站和 6个以上

“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

把方案和贡献带给企业
把需求和收获带回学校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开展“百名教授博士入企服务”行动

师徒结对开新篇

给班主任
上“开学第一课”

一丝不苟 精益求精
观众说，宁波技能大赛令人叹为观止

中纺院江南分院
培训学校入驻轻纺城

天热，技能学习更热
电商培训班越来越受中青年人群欢迎

拥抱数字变革
培育数字工匠

浙江建设技师学院
成立数字建造产业学院

■樊树林

“一个人去医院看病是几级
孤独？”网络上曾有一则关于“孤
独分级”的热帖，其中“一个人看
病”“一个人做手术”是网友们眼
中的“终极孤独”。现实中，儿女
在外工作的“空巢老人”、独自打
拼的“单身青年”，生病后却不得
不面对这份“孤独”以及“孤独”
之外的难题。不久前，一条关于
职业陪诊师的视频走红网络，

“陪诊师”这一职业逐渐走进大
众视野。

当一些人还在对“电竞师”
“愤愤不平”、对“家庭整理收纳
师”大为惊讶的时候，“陪诊师”
这一职业也逐渐走进大众视野，
而且，从事这种职业的一些人已
经是做得“风风火火”，游刃有余
了。

“陪诊师”之所以受到关注，
毫无疑问在于其反映着经济社
会发展的方向，也是时代发展过
程中社会分工日益细化的结果，
是人们个性化、差异化需求所催
生的一种社会需求。

“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
到”。无论是之前一些年轻人将
自己的爱好转化为自己另一份
业余兼职，还是新闻中王中原和
张敏夫妻俩将陪诊作为自己的
一份职业，都是瞅准了其中蕴含
的商机和前景，未来可期！

一个职业从无到有，从蹒跚
起步到郁郁葱葱，需要一个成
长、成熟的过程，更需要社会认
同的一个过程。如果用传统职
业的角度来看，无论是“电竞师”

“酒店试睡师”，还是“陪诊师”
“失意倾听师”，这些职业貌似很
另类，但其兴起符合了社会需求
和市场的需要，符合新兴职业的
规律。

就业为民生之本，是经济的
“晴雨表”。在我国经济发展动
力不断增强的背景下，发挥新职
业扩容就业的作用非常重要。
应该看到，目前社会上诸如“陪
诊师”类的新兴职业，虽说赚的
利润还不够高，入门门槛也较
低，但只要有市场的旺盛需求，
这些职业在三五年内可能会有
更大的市场竞争，也极有可能形
成一个新的行业，而到那个时候
也许这些第一个吃螃蟹者已经
成为行业翘楚了。

职业分工没有贵贱之分，也
没有大小之别，希望社会给予他
们一定的鼓励支持，更希望相关
部门对这些职业给予风险上的
分析，给予更专业的指导，并出
台相应的职业标准，在权益保
障、人才培养、职业提升等方面
下功夫，让这些职业能从容地走
下去，让更多有意愿从事新职业
的劳动者有渠道、有能力参与进
来。

某种程度上说，每一种新兴
职业的诞生都反映出人民群众
改善生活的民生需求，同时也成
为社会发展进步的一个个路
标。在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化的背景
下，必然还会涌现出更多新兴职
业，包括一些服务于个性化消费
需求和消费能力的小众新兴职
业。

面对新兴职业的诞生，高调
吹捧不合时宜，一味唱衰嘲讽也
会偏离准星，这就需要全社会给
予新兴职业发展一个强有力的
支点，需要给予一个科学合理的
空间。只有如此，新兴职业才能
最大限度规避成长的烦恼，才能
由一株幼苗成长为一棵大树，带
动更多的人就业、创业，让他们
感受到时代进步的红利。

“陪诊师”成职业
要认同更要呵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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