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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龚琴娟报道 缠花
仙鹤、琉璃竹叶、枫叶型荷包、
双面绣扇子……陈家乐把自己
制作的十多款汉服配饰一一展
出。展位前瞬间围满了女同
学。

“这些是你做的？哇！好
厉害哦！”陈家乐羞涩地笑了
笑，轻轻扇动手中的扇子。

日前，浙江省机电技师学
院举行校园汉服文化节。名声
在外的陈家乐带上自己的作品
参加活动。作为汉服爱好者，
他也穿上了明制圆领便服。

“可以赊账吗？”有女同学
看中了他的缠花仙鹤。

“可以加个微信先预定，然
后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我们会
免费送货上门的。”陈家乐老练
地应对。

陈家乐是浙江省机电技师
学院形象设计专业高二学生。
从对汉服感兴趣到自创配饰品
牌，他只用了两年多时间。

初三时，热播电视剧《延禧
攻略》里精美的绒花吸引了陈
家乐的注意。陈家乐试着去制
作电视剧里的配饰，但做得实
在难看。为了能继续对汉服文
化的喜欢，中考后，陈家乐选择
了到省机电技师学院学习形象
设计专业。

擅长舞台妆的班主任施张

炜、酷爱汉服文化的薛雪老师、
沉迷银质饰品制作的吴飘扬老
师……卧虎藏龙的教师团队，
开阔了陈家乐的视野。在学校
的素描、速写、色彩等美术课程

“加持”下，陈家乐的手艺迅速
提高。

2020 年初，因为疫情宅在
家中的陈家乐看到抖音里有不
少人售卖手工作品，也试着上
传了几个样品，没想到真的有
人来下单。到现在他还清楚地
记得，第一个成交的单子是个
枫叶型的荷包，65元。买家从
陈家乐提供的图片中选定样

式，寄来面料定做荷包。因为
面料有多，陈家乐大方地多做
了一个荷包送给买家，还赠送
了自己做的发簪、发冠、钗子等
好多小玩意儿。

陈家乐一发而不可收，沉
迷于各种设计、制作中。家门
口的桂花树、院子里的栀子花，
都会激发他的创作灵感。他尝
试将蚕丝、超轻黏土、树脂黏土
等材料混搭，利用不同材质的
独特性，让作品更具生命力。
桂花发簪就是用超轻黏土制作
花、用蚕丝缠花法制作叶子，成
品气质独特。他还用家里养的

孔雀的羽毛和塑料珠子制作了
一只蜘蛛，效果十分逼真。他
不时上传自己制作配饰时录制
的视频，服务范围扩展到了来
图定做或者根据客户构思绘图
制作。

随着学习、研究的深入，陈
家乐涉猎的范围从头饰发展到
项圈、手链、扇面画，又尝试了
无骨灯制作和双面刺绣等非遗
文化。

在老师、同学、家长的助推
下，目前他的抖音号已有了
2000多粉丝。买家也从新人变
成了回头客，有的还推荐朋友
来买。

陈家乐是义亭镇缸窑人。
对于陈家乐的选择，爸爸妈妈
很支持，不但在家中给他设置
了专用展示柜，还支持他到村
口去摆摊。“缸窑村是 3A 级景
区，我希望将来能在村子里开
个工作坊，传播汉服文化。”

班主任施张炜很喜欢陈
家乐身上的那股子钻研劲，他
希望陈家乐不要止步于做一
个普通的手艺人。“我会建议
学生多去博物馆、展览馆看
看，就是希望他们拥有广泛的
兴趣爱好，丰厚艺术素养，培
养创新能力。”这是施张炜对
陈家乐的期待，也是他对所有
学生的期待。

本报讯 通讯员范秀芳报道
5 月 24 日，金华市技师学院庆
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暨技
能·文化节的职教活动周活动
热热闹闹地举行，全校 111个教
学班级，近 6000 名师生参与活
动，还有不少家长赶来观摩。

该校将今年职教活动周主

题确定为“传红色精神 展技能
风采”。围绕这个主题，学校开
展了党史知识竞赛、合唱比赛、
走访红色教育基地等形式多
样、内容丰富的庆祝中国共产
党百年华诞系列活动；组织了
40 个项目的技能竞赛；举办师
生作品展、校企合作高峰论坛、

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年会、人
才供需见面会等活动；设立校
园开放日，让更多的人了解职
业教育、体验职业教育、共享职
业教育成果……引导全体师生
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
怀，为祖国的繁荣昌盛、民族的
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通讯员高洋报道“现在养老
服务待遇不错，一个月差不多有
七八千，而且考到了这个证书，政
府还有补贴的，一年可多拿好几
千！”近日，宁波市首次养老护理
员技能等级认定在宁波卫生职业
技术学院进行，一位沈姓考生不
无兴奋地这样告诉笔者。

当天，来自宁波市康乐居养
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百龄帮（宁
波）养老服务管理有限公司、宁
波市柏育职业技能培训学校等7
家单位的 52名从业者参加了宁
波市首批养老护理员五级和四
级的认定。

本次等级认定分为理论考
试和实际操作环节，并分初级
（五级）、中级（四级）两个等
级。据了解，参加这次等级认定
的考生大部分是来自各单位的

“实力干将”，虽然有的考生对
个别专业用词理解较慢，但当考

评老师用俗语“翻译”后，马上
就能熟练操作。而有专业背景、
年龄较轻的考生，综合成绩明显
突出。

针对宁波市养老护理从业
人 员 大 都 来 自 农 村 的“40、
50+”，文化层次不高、专业技术
匮乏这些问题，宁波市民政局与
宁波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在今年 1月联合发布《关于开展
宁波市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等
级认定试点工作的通知》，要求
大力开展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
培训。规定培训及考证通过者
可享受人社和民政的双重补贴，
并将女性享受补贴的年龄放宽
到 55 周岁；推进养老护理员技
能等级认定试点，题库由市养老
指导中心统一建设维护；宁波卫
生职业技术学院获批成为宁波
具有 1~5 级养老护理员认定资
质的唯一单位。

近日，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信息学院党员志愿服务队来到
台州市葭沚街道江边社区，为
88岁老人曹普玉搬家。因旧城
改造，老人家马上要搬出生活
了一辈子的旧居，舍不得扔掉

积攒了多年的箱子、柜子等“宝
贝”。信息技术工程学院党总
支获悉后，马上组织师生党员，
和社区的工作人员一起，冒雨
忙乎了半天，终于顺利完成了
搬运作业。 通讯员傅君毛 摄

通讯员黄田报道 5月18日上
午，王力安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
永康五金技师学院、永康市职技校
在该校报告厅举行“王力智造班”
签约授牌仪式。

据介绍，举办“王力智造班”，
旨在进一步落实《加快推进教育现
代化实施方案》《国家职业教育改
革实施方案》《职业教育提质培优

行动计划》等要求，切实大力推进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充分发挥学
校和企业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和
人力资源开发中重要主体作用，进
一步提升专业实践能力，不断提高
企业技术人员专业理论水平，打造
永康技工品牌，提升学校整体办学
实力和核心竞争力，促进校企共同
发展。

“王力智造班”以培养制造类
高级技术工、后备干部为主，时
间为三年。采取“校企双制、校
企双师、工学一体”的培养模式，
由企业与学校组建双导师团队
带徒培养，采用学校专业基础学
习、工学交替岗位技能学习、顶
岗实习岗位实践锻炼等方式共
同对学生进行培养。

本报讯 通讯员赵祺报道
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人事司主
办、中国建设教育协会承办的
第一届全国技能大赛住建行业
代表团总结会于 5 月 21 日召
开。会议表彰了在大赛中取得
优异成绩的参赛选手与在参赛

工作中表现优异的单位和个
人。

浙江建设技师学院代表住建
行业获得第一届全国技能大赛抹
灰与隔墙系统项目金牌的选手程
邦、瓷砖贴面项目银牌的选手傅宇
豪受到表扬和奖励，教练员崔兆

举、高宇宙分别获得优秀教练员荣
誉称号。

作为行业选拔赛的承办院
校，浙江建设技师学院因在赛事
组织、选手训练等方面的出色表
现，被住建部授予“突出贡献单
位”。

通讯员应红枫、黎壮报道 5
月 25日，经过近一年的岗位实习，
来自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
石油化工学院的 5名同学顺利通
过考试，全部被中化兴中石油转运
（舟山）有限公司录用为正式员
工。本次通过校企合作创新模式
录用新员工，使中化兴中公司收获
了一批能深耕一线、肯学肯干的技
术工人，强化了中化兴中公司良性
发展的人才基础。

近年来，中化兴中公司积极响

应国家产教融合的政策，结合石化
仓储企业的需求与特点，先后与中
国石油大学（华东）、西安石油大学
和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石
油化工学院等院校建立了稳定的
合作关系并成立实训基地，探索实
践“5+10”的技能型新员工配置培
养机制，即按年度新工总数约五成
比例，甄选在校大三学生到一线储
运班组进行为期 10个月的生产实
习。此举旨在不断从中选拔优秀
毕业生充实公司人才梯队，积极探

索更加符合技能人才成长规律的
培养选拔机制。

去年 5月，中化兴中公司前往
海运职业技术学院石油化工学院
进行招募、选拔生产实习生，工作
小组通过简历初筛、结构化测试、
一对一面试等程序，择优选取了 5
名同学到公司实习。同年 8月，首
批 5名实习生进驻中化兴中岙山
基地，并一同参加“扬帆计划”新工
集训营。集训期间，同学们系统了
解了公司规章制度、生产作业流

程，并深入学习了石化仓储物流相
关工艺特点、设备机理和操作规
程，以及各类安全、消防技能等。
其间，以“师徒带教”的形式让实习
生逐步熟悉库区，最终达到熟练操
作库区内的大部分设备的能力。

为保障 5名实习生实习质量，
公司逐一选配带教导师，并设计印
发《师徒带教手册》，明晰每阶段所
须学习的技能和掌握水平。导师
根据个人特点调节教学方案，并通
过回访和跟进学习进度，将实习表

现和学习情况记录在册，作为结业
考核评价的参考依据。

作为石化仓储企业，中化兴中
公司不仅需要科研创新的力量去
开拓未来，也需要优秀的技能型人
才保障运营生产来奠定基础。中
化兴中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
将不断优化创新型、技能型人才选
拔途径，持续完善人才梯队培养模
式和技能人才培养举措，为浙江自
贸区打造油品全产业链贡献兴中
力量。

本报讯见习记者李凡通讯员
钱正明报道 5月23日下午，2021
年浙江省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动仪
式在温州职业技术学院隆重举行。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
育司司长陈子季在仪式上作了
全国职业教育大会精神宣讲报

告。他指出，要深刻领会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职业教育的重要
指示和全国职业教育大会精
神，准确把握职业教育“前途广
阔、大有可为”的战略地位，始
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
定不移走类型特色的发展道

路，坚决落实“高度重视、加快
发展”的工作方针。他强调，要
全面把握建设高质量职业教育
体系的六大重点任务：树立科
学的职业教育发展理念、构建
一体化职业教育体系、健全多
元开放融合的办学格局、构建

灵活多样的育人模式、理顺职
业教育的管理体制、强化职业
教育的保障机制。

省教育厅副厅长汤筱疏出
席启动仪式并指出，“十三五”以
来，我省职业教育积极适应经济
高质量发展和产业转型需要，坚

持内涵发展和改革创新，整体发
展水平走在全国前列。下阶段，
我省将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全面落实全国职业教
育大会精神，以“打造与‘三个
地’‘重要窗口’‘共同富裕示范
区’相适应的全国职教高地”为

奋斗目标，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
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提
升职业院校社会服务能力，以增
强职业教育吸引力、提升核心竞
争力、扩大发展空间，为建设中
国特色、世界一流的职业教育贡
献更多浙江范例和浙江经验。

我省职教周活动已连续举
办六届。今年活动周以“技能：
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以落实
全国职教大会精神为主旨，营造
国家尊重技能、社会崇尚技能、
人人学习技能、人人享有技能的
技能型社会氛围。

技能：让生活更美好
职业教育周特别报道

2021年浙江省职业教育活动周在温职院启动，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强调：

坚决落实“高度重视加快发展”方针

传红色精神
展技能风采

从《延禧攻略》
走出来的“宝藏男孩”

校企合作求共赢 产教融合谋发展

中化兴中公司探求人才录用新模式

浙江建设技师学院
获住建部“突出贡献单位”荣誉

“学史力行”志愿服务

考出证书
一年可多拿好几千
宁波开启首批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

“王力安防”与技师学院
共同打造“王力智造班”

陈家乐

近日，浙江省省部属企事
业工会劳模（工匠）技术服务队
副队长、中国能建浙江火电“陈
立虎杨丹霞劳模创新工作室”
领衔人陈立虎带领他的团队驰
援嘉兴电厂，成功修复受损严
重的发电机汽缸联通波纹管，
给电厂青工结结实实上了一堂
技术技能课。

浙江省省部属企事业工会
劳模（工匠）技术服务队积极承
担社会责任，为企业提供上门
服务指导，解决企业在生产技
术、设备改造、工艺攻关等方面
难题，其展现出的劳模精神、劳
动精神、工匠精神，更带动了企
业青工提升自身技能的热情。

通讯员黄吉祥 摄

学生正在进行电子线路装调项目的比赛。

工匠大师下基层：

送技术更送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