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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见习记者李国
峰 通讯员沈晓莺报道“滋
啦”的油锅声和阵阵香味不
时夺门而出，沸腾的锅中，水
不断冒着热气，油锅与锅勺
的碰撞声此起彼伏……近
日，杭州市各路大厨在杭州
第一技师学院集结，在 2021
年杭州市“之江抡锤”乡村振
兴中式烹调师精英赛上展开
精彩的对决。厨艺大师们在
方寸之地辗转腾挪，上演着

“灶台”上的速度与激情。经
过激烈角逐，来自杭州知味
观味庄餐饮有限公司的烹饪
技师刘胜勇夺魁，包括他在
内的前三甲均摘得“杭州市
技术能手”称号。

“这道菜名叫‘高山流
水’，是一道创意菜，这里五颜
六色的‘面条’并不是用五谷
杂粮做的，而是用千岛湖鱼。”
刘胜勇介绍，“白色的‘面条’
是把鱼肉打成鱼蓉，再挤成条
状制成的，而绿色的‘面条’则
需要在挤成条状前加入蔬菜
汁进行调色。”鱼头摆成高山，
鱼蓉点缀成河流和绿植，一幅
千岛湖的美景经刘胜勇的艺
术手法点化成为了一道美
食。刘胜勇表示，尽管他已经
从业 20多年，但是烹饪这条
路仍然需要不断尝试，为乡村
美食注入创新元素。

独具匠心的不仅有“高山
流水”，还有看起来平淡无奇
却别出心裁的美味——千岛
鱼干煲。虽然只有鱼干、腌萝
卜、野竹笋等基础食材，但菜

香味却十分独到。“鱼干选用
的是本地原材料‘弯弯撇鱼’
的风干肉，具有特殊的香味，
配上酸甜可口的腌萝卜和鲜
嫩的野竹笋，采用炖的方式，
融鲜香味和乡村味于一体，令
人食欲大振。”来自浙江严州
府餐饮有限公司的高级工厨
师施金华说。

“过去在烹调师的培养上
大家比较注重城市餐饮，而这
次的参赛选题则是围绕杭州
大下姜区域乡村特色设计
的。”杭州工匠学院相关负责
人表示。“我们希望通过厨艺
的切磋、创意的碰撞，挖掘更
多舌尖上的乡村佳肴、培育更
多烹制农家菜的能工巧匠，走
出一条真正意义上‘色香味俱
全’的匠心之路。”

本次赛事由杭州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杭州
工匠学院、杭州市职业能力建
设指导服务中心等承办，是促
进工匠人才助力乡村振兴、大
力开展“乡村工匠”培育工作
的重要举措。本次大赛还选
出了“红船映初心”、“高山流
水”等 20道“大下姜十大碗”
热菜，并为前三名选手所在企
业颁发“杭州市技能助力乡村
振兴突出贡献奖”。

据悉，杭州工匠学院还将
在淳安县大下姜联合体设立

“大下姜乡村工匠培育基地”，
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技能大师
结对、“下姜工匠”选树和“初
心+匠心”特色体验项目，推
动乡村人才振兴。

比赛现场。 见习记者李国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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灶台变擂台
匠心之“味”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 通讯员国海报
道 9月 17日，宁波移动公司
与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
院签订校园 5G 专网合作协
议，这标志着全国首个“校园
5G专网”落地浙江纺织服装
职业技术学院。

“通过‘校园5G专网’，师
生可以在宁波全大市范围内，
通过移动5G手机直接进入校
园内网，实现公网和校园内网
的无感知切换。”该校信息技
术中心总工程师王涛介绍说。

内网是师生校园生活的
刚需，此前用户需要在办公
室、宿舍或图书馆使用校园有
线宽带，或者用校内WiFi验
证登录内网，不仅使用地点受
限，网速还受接入用户数影
响。出了学校，用户只能通过
VPN拨号，存在一定的稳定
性和安全性问题，大大影响师
生们日常内网使用效率。

王涛在现场演示时介绍：

“通过内网进行选课、查学分、
提交作业、查询教学信息，能
随时随地用5G手机登录内网
平台，会方便很多。”“校园5G
专网”是移动 5G技术在 5G+
智慧校园领域的创新应用，它
充分发挥了移动 5G高带宽、
低延时、高安全等优势，访问
内 网 最 高 下 载 速 率 可 达
1100Mbps，上 传 速 率 可 达
160Mbps，较传统 4G、WLAN
网络速度得到了大幅提升。
师生们使用移动 5G手机，就
能畅享公网内网了！

据悉，下一步，学校还将
与宁波移动加快推进 5G 与
科研教学、校园智慧建设的
深度融合，打造 5G+智慧校
园标杆示范。同时，推动 5G
与纺织服装行业融合，以数
字化赋能产品开发、人才培
养、项目研发等，打造 5G+智
慧纺服创新应用，助力纺织
服装行业高质量转型发展。

周彩丽报道 2020年，宁波市中
职计划招生 28249 人，实际招生
28259人，完成比例 100.04%。近年
来，各地职普比逐年下降，但宁波始
终贯彻职普相当的政策，招生比例基
本保持在1∶1。

宁波素有经商传统，制造业发
达，这是否是让学生、家长选择职
校的原因？在宁波市教育局一级
调研员胡赤弟看来，在当前大背景
下，各地家长都想让孩子考好大
学，宁波也不例外，宁波的商业环
境只是影响学生选择的较小因素，

“关键在于职校要办好，横向打通，
纵向贯通，职教的吸引力就来了”。

在纵向贯通上，宁波推动中高
职一体化、中本一体化人才培养工

程。“十三五”期间，基本稳定“3+
2”、五年一贯制130个专业布点，每
年招生 5500人左右。宁波市职教
中心学校、宁波外事学校、宁海职
教中心、宁波行知职校试点中本一
体化项目，2020年招生 191人。两
项举措拓宽了中职学生的升学通
道，升学比例达到57%，高于全国近
30个百分点。

在横向打通上，宁波推行职普
融通。目前，全市16所中职学校与
17所普通高中结对，在26个专业开
展普职融通试点。通过推进普职
资源共建共享，互设选修课程、学
分互认和学籍互转改革，为已升读
中职或是普高的学生提供再次选
择接受不同教育的机会。

宁波外事学校在中高职、中本
一体化以及职普融通方面均有探
索。学校与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
院、宁波职业技术学院等高职院校
合作“中高职一体化”模式，与浙江
师范大学杭州幼儿师范学院合作
开展学前教育专业“中本一体化”
模式，与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澳大利亚西悉尼技术与继续教育
学院三方合作国际化人才培养模
式（TAFE），搭建了集就业、出国、
升学为一体的人才立交桥通道。
因其高升学率、立体成才通道，宁
波外事学校部分专业的录取分数
甚至超过了一些普高。

宁波职教中心学校的“城市轨
道交通运营管理”专业，录取分数

线同样超过普高。该专业自 2010
年起连续 11年均为宁波轨道交通
订单班，学生毕业后大多数可以直
接到合作公司就业，这成为学生报
考的重要原因。

搭建成才通道，让学生看得见
发展前景，这便是最直接的吸引
力。此外，宁波职教学生在各类技
能大赛上摘金夺银，也增加了职教
的魅力。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上，宁波作为计划单列市组队，
共获 257个一等奖、333个二等奖、
333个三等奖，位列全国第一方队，
技能大赛“宁波现象”引起全国职
教界的广泛关注。

宁波立足培养大国工匠，涌现
出一批优秀的毕业生，也改变着人

们对职校的固有观念。宁波市“90
后”首席工人王烈辉为企业攻克了
多项技术难题；“计算机达人”吴能
宝未毕业就被企业聘为技术总监；
慈溪杭州湾中等职业学校方晨阳成
为省内最年轻的焊接技师；余姚技
师学院毕业生姚金波成为国家高级
烹调师；更多学生创业成功，拥有了
自己的公司、团队、品牌……职校学
生发展天地广阔，职校学生的人生
同样出彩。

而今，宁波市学生职业体验拓
展中心建成，为全市中小学生提供
职业体验、职业倾向测评、职业生
涯规划等多种服务，年接待学生达
万人以上。相信，宁波会有更多学
生感受到职教的魅力。

本报讯 通讯员曲小远、彭唯
报道 又是一年迎新季，即将迎来
新生入住的新宿舍楼也成为师生
们关注的焦点。近日，抖音上学
生拍摄的一则关于温州科技职业
学院新建好的新生宿舍楼短视频
一夜之间获得 5万的点赞量。而
这背后，有着学校一批“试睡师”
志愿者的功劳。

为确保 2021级新生顺利、安
全、舒适入住，温州科技职业学院

园林与水利工程学院党总支牵手
校学工部，招募了一支包括教师
党员、宿管老师、辅导员、班主任、
入党积极分子在内的 40余人志
愿服务队伍，成立了新生新公寓
宿舍“试睡师”小组。园林与水利
工程学院党总支书记、院长、校学
工部部长也积极加入其中。试睡
体验要对包括公寓整体环境、水
龙头出水量、风扇空调噪音情况、
宽带速度、衣橱空间、寝室隔音效

果等 10余项关键测试指标进行
测试并进行打分。

带好行李、被褥，9月 20日，
园林与水利工程学院党总支书记
陈功楷、校学工部部长应巨林与
20余名师生“试睡师”先期正式入
住新生公寓，通过 24小时生活体
验，对寝室进行打分和“找茬”，收
集试睡生活体验，并积极对接校
后勤处进行整改。

来自园林学院的入党积极分

子“试睡师”项爱丹同学说，这样
的试睡很新颖，也很贴心。在体
验的过程中，她发现每个新生寝
室已经打扫得非常干净，就等待
新生入住了。卫生间里左右各有
一个洗漱池，可防止早上洗漱拥
挤。“我在体验过程中发现寝室热
水水流较小，早上报修后，下午就
有维修人员上门维修好，效率非
常高。”

陈功楷书记作为“试睡师”中
的一员，他表示，经过 24小时的
试生活体验，感觉整个寝室空间、
采光度、通风程度都非常好，衣橱
设计也很合理，空间容量很大，寝
室还配备了洗衣机，非常贴心周

到。
体验了一天的“试睡”，应巨

林部长说：“带着任务入住，充分调
动了我的敏锐观察力与感受力，我
撰写了一份 360°全方位的体验
报告提交给学校，为新生入住提前
把关，让新生在即将到来的校园新
生活中更加安心、舒心。”

有关方面专家认为，学生公
寓是高校人才培养、思政教育的
重要阵地，也是高校服务育人、管
理育人、环境育人的场所，更是学
生长期居住生活的空间，重视完
善学生公寓的软件和硬件设施，
对大学生的生活、实践、社会性提
升具有重要意义。

本报讯 通讯员傅君毛报道 近
日，国家发改委办公厅、教育部办
公厅印发《关于印发产教融合型企
业和产教融合试点城市名单的通
知》，与台州职业技术学院合作共
建华海医药学院的浙江华海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入选国家产教
融合型企业，表明台州职业技术学
院与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育人得到国家和社会各界的
认可。

台州医药医化产业发展迅猛，
药品生产技术不断提升，并快速向

智能化、信息化、精益化发展，对高
素质高技能类人才的需求越来越
迫切。为解决台州医药医化企业
面临的人才短缺问题，台职院积极
以龙头企业作为产教融合的前沿
阵地，主动发挥职业院校、高等学
校办学和深化改革中的重要主体
作用，在提升高技能人才培养质
量，融合产业链、教育链、创新链和
人才链有机统一，满足医药医化产
业的一线技能人才需求，促进医药
医化产业向更高层次发展发挥了
重大作用。

首先，台职院聚焦产教融合，
打造“教育+产业服务”的平台，与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共建
了“华海医药学院”“台州职业技术
学院华海校区”，产、教双方共同成
立教学研究团队，全面深入开展校
企合作。

学校引入华海的“企业哲学”，
促进学生职业素质升华，培育工匠
精神。作为教育端与产业端的桥
梁纽带，学校一直为教育与产业服
务深度融合而努力——在教育侧，
学校以学生为主体，引入企业特色

课程、共建共享实验实训基地、联
合办学、建立“校企互派”机制，加
快“双师型”队伍建设，用心浇灌、
滋润产业侧的人才库。在产业侧，
学校聚焦企业需求，引入“框架式
教学+模块化实训”的教学理念，为
校企合作企业培育高质量人才工
匠，研发满足企业的应用型人才培
养方案。

其次，为深化产教融合，全面推
行校企协同育人，台职院还同浙江海
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海正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乐普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等多家上市企业合作，共同培
养复合型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更好
服务企业升级发展。

展望未来，台职院华海医药学
院院长郝之奎表示，学校将借校企
协同之势，聚时代发展之力，乘“温
台职教高地”之风，通过多种途径、
多个层次开展产教协同共育、多措
并举助力多方共赢，拓展校企合作
朋友圈，促进人才链、教育链、产业
链及创新链的有机衔接，实现人才
培养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引领职
业教育提质培优。

本报讯 通讯员王国海报道 9
月 17 日，“创城杯”乡村振兴直播
&短视频大赛启动仪式暨宁波市
乡村振兴直播基地揭牌仪式在浙
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举行。
本次大赛由宁波市教育局、宁波
市商务局、宁波日报报业集团主
办，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宁波市职业与成人教育学院、宁
波市消费协作联盟承办，政校企
本着“资源共享、互惠双赢、共同
发展”的原则，在直播相关领域就

直播基地建设、乡村振兴等方面
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依托各自的
人才、技术及市场等资源优势进
行深度合作。

在过去一年的抗疫过程中，网
络直播作为“线上引流+实体消
费”的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迎
来了爆发式增长，逐渐融入居民日
常生活，也为农产品销售带来了巨
大便利，网络直播已成为新时代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乡村经济发
展的新动能、新引擎。目前，农村

电商中的短视频和直播电商已在
乡村振兴中到达了提档升级的新
节点。短视频和直播电商让不少
县域的农村电商顺利地从“零”到

“一”，但接下来从“一”到“多”，仅
靠农村电商产业链上的任何一环
是不够的，还需要强大完善的产业
链支撑，没有完整的产业链，就没
有直播电商的发展和未来。

去年以来，浙江纺织服装职业
技术学院响应国家号召，积极开展
产教融合，成立直播学院，致力于

新兴的网络直播产业的研究，创新
开拓“5G﹢直播﹢电商助农”模式，打
造乡村振兴直播电商平台，带动西
藏比如、新疆阿克苏地区、四川凉
山州、贵州黔西南州等宁波对口支
援、帮扶地区的乡村振兴和经济发
展，为乡村振兴添砖加瓦，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副校长陈运能介绍，宁波市乡村振
兴直播基地除了以乡村振兴题材
为载体，开展直播电商实践外，合

作三方还将开展直播人才培养和
教学实施，开发第二课堂直播实践
平台，开展直播和新零售领域职业
培训，举办直播电商大赛等一系列
活动，实现直播电商和乡村振兴人
才培养项目化运作。此外，三方还
将借助直播基地带动大学生就业、
创业，提供就业岗位，资助学生留
甬开展乡村振兴的相关创业活
动。以岗位造就人才、以人才推动
发展，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良性
循环。

本报讯 通讯员蔡爱娣、
姚燕陶报道 9月 16日，绍兴
市柯桥区职教中心举行四川
峨边彝族自治县职业高级中
学学生入学欢迎会，欢迎峨边
职中 17名电商专业学子到柯
桥区职业教育中心进行 3个
月的提升学习。峨边彝族自
治县教育局副局长张鸿、峨边
职中校长夏云华等领导出席
欢迎仪式。

柯桥区教体局、职教中
心有关领导表示，将全力做
好服务工作，全力帮扶峨边，
服务学生成长，拓展师生视
野。学校将专门安排人员落

实峨边职中学生在柯桥的学
习和生活，配备相关专业教
师，统筹安排教学、实践活
动，为学生提供优质的教学
资源。

柯桥区职教中心自 2014
年起，积极开展援贵、援疆、
援川等结对帮扶工作，多次
选配优秀教师奔赴贵州、新
疆、四川“送教上门”，助力
贵州、新疆、四川等西部多所
职业学校的发展。送出去、
引进来，自 2019 年，柯桥区
职教中心开始接纳四川籍学
生入校就读，至今已进行了
3年。

浙江又来一批
西部学子

四川峨边17名学子赴柯桥区职教中心学习

书记院长争当新宿舍“试睡师”
暖心“找茬”精准服务新生

台职院携手华海药业入选国家产教融合型企业

“教育+产业服务”，成色十足

宁波职教金字招牌是如何炼成的？

横向打通 纵向贯通
（中）

让农村直播电商从“一”到“多”
宁波市乡村振兴直播基地在浙纺服院揭牌成立

公网内网无感切换
全国首个“校园5G专网”落地

志愿者：试试新宿舍空调好不好用

出发去当“试睡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