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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沈波英邵勇

近年来，萧山区第一中等职业学校
（简称萧山一职）持续推进校企合作。自
2018年起，学校多方联动，多管齐下，加
大力度，全方位推动校企深度合作，形成
了“基地互设、专业共建、课程共构、师
生共育、技改共赢”的校企共建共育合
作模式。

日前，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
革实施方案》，明确提出：“职业院校应当
根据自身特点和人才培养需要，主动与
具备条件的企业在人才培养、技术创新、
就业创业、社会服务、文化传承等方面开
展合作。”萧山一职“产教融合，双元育
人”的教育思路和方法，与国家要求高度
契合。

机构改革 调整职能

2018年9月，学校专门成立了产教
处，由副校长牵头，设专职副主任，主要
分管校企合作、现代学徒制试点、实习生
管理、国际化办学等。通过产教处半年
的运作，学校基本搭建了中职、高校、企
业三位一体产学研基地。以学校为平
台，依托企业先进管理理念、先进设施设
备、高校技术能力，在原有中央财政支持
机电实训基地基础上进行产学研基地建
设，引入大师、名师工作室，设立机器人、
3D打印方向，建立3D造型师培训基地，
成立机器人体验、研究中心，使基地成为
学生体验企业文化，感受企业运行，学习
先进理念，提升技术技能水平，打造匠心
精神教育教学实践基地，成为代表企业
先进生产力生产车间，提升生产效益研
发基地，培养准员工、准管理人员的培训
基地。

思想引领 理论先行

学校加强校企合作理论和实践结合
的研究，组织教师开发校企合作课程，编
写有关校企合作教材。在俞艳、汪坚两
位特级教师的引领下，学校以名师工作
室为依托，积极指导专业教师进行校企
合作的研究和实践，开发系列选修课程
和教材，如《银行实务》《汽车美容与养
护》。《现代学徒制背景下职高生企业实
习文书写作》先后荣获萧山区、杭州市校
本教材评比一等奖。学校教师以实践研
究方式，撰写了《中职汽修专业人才需求

调研报告》《线上线下相融合的高职创新
创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基于双创园平
台的汽修技能课型研究》等系列专题研
究论文。

搭建平台 途径探索

萧山一职还积极探索校企合作新途
径。与先临三维在3D打印方向进行了
课程资源、师资培训、基地建设等方面的
合作，依托企业引入行业专家、“一带一
路”比赛，加入企业联盟，提升专业深度
和广度；与杭州万达汽车方向机有限公
司在数控专业进行产品研发、学生实习
等方面的合作。

今年，学校还挑选有实力的企业，在
企业设立车间，为学生工学结合提供场
地及后勤保障。3月14日，浙江中汽校
企互动车间建设推进会暨2018级汽修专
业现代学徒制拜师仪式在学校新实训大
楼举行。28位学徒分批次向6位师傅行
鞠躬礼，并献礼《为未知而教，为未来而
学》一书，6名师傅回赠书籍《我们如何思
维》。3月20日，学校又与杭州丰衡机电
有限公司举行产教融合试点区签约挂牌
仪式，通过合作，实现了在机制建设、项
目途径、频率效率、产品研发等方面的深
度融合与提升，更好地促进了学校育人
链、企业人才链的有效融合。该试点由
学校提供场地，与公司共同出资打造，师
傅进校进行企业生产实践指导，参与企
业部分产品研发及技术改进。企业希望
以此为契机，共同加快技术人才培养力
度和科研项目的开发，实现优势互补，共
建双赢。

进校入企 双元育人

萧山一职采取让企业进来，让专家
进来，让优秀员工进来；让学生走出课
堂，让学生走进企业，让学生走进职业场
景等方式，通过产教融合、双元育人，有
效推进校企合作。

学校文科部积极开展职业规划系列
讲座，邀请国信证券浙江分公司财富中
心副总经理叶涛进行投资风险意识教育
讲座；邀请国赛金牌教练、全国技术能
手、国赛裁判应跃来校为机械、汽修、电
工专业的教师开展题为《竞赛促进技能
提升 技能促进质量发展》的讲座。星原
早教是学校学前教育专业学徒制定合作
单位，也是萧山区早教行业的领头羊，具

有丰富的从业经验和雄厚的师资力量，
学校邀请星原早教中心园长韩绯送课到
校，结合多年从医经历和文化内涵，给17
学前专业带来了一堂题为《0—3岁婴幼
儿——生命的起源》的示范课。近年来，
学校为全面扎实展开幼儿园教师、保育
员、早教培训机构教师、儿童社会工作者
等职业岗位培养，携手幼儿园和早教机
构，通过“四段渐进式222”学徒制模式对
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进行为期三年的学徒
制培养。

学校以合作企业为依托，大力推进
学徒制试点工作，要求年轻专业教师每
年必须有两个月下到对口企业挂职锻
炼，深入开展各专业学徒制活动，送学生
到企业进行职业体验。如幼师专业高
一、高二年级学生分别在北干幼儿园、新
世纪幼儿园、实验幼儿园和星原早教中
心开展学徒周和学徒月活动，学生通过
听课和辅助老师组织活动直观感受并参
与部分幼儿园日常的教学和管理工作。
汽修专业学生定期参观广和汽修4S店、
上海大众4S店，熟悉和体验汽车修理保
养的各道程序和服务要求。

订单培养 多赢合作

学校通过和企业合作，采用“订单式
培养”模式，既为企业提供所需的人才，
客观上也打开了学生的就业之路，提高
了学校的知名度。15级地铁班是该校与
杭州地铁合作，采用2+2联合培养的第
一批学员，学习地铁列车驾驶专业。该
项目是一种通过企业、中职、高职三方合
作，满足学生升学和就业需求的校企合
作模式，由杭州市地铁集团运营分公司
在中职学校理工类专业高二年级学生中
选拔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专业（站
务）、车辆技术运用与检修专业（地铁列
车驾驶）和铁道电气化专业（供电维护）
培训生，高二结束后进入指定轨道交通
专业院校进行为期2年的专业培训。培
训合格并经杭州地铁招聘考核后，进入
杭州地铁工作。近日，萧山一职首期15
级地铁班的13名学生，在出色完成湖南
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的课程任务之
后，前往杭州地铁报到实习，他们在杭州
师范大学、万向职业技术学院等处接受
培训后，将正式成为杭州地铁的司机。
目前，第二期地铁班的27位同学正在湖
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进一步深造。

产教融合 双元育人

萧山一职加快推进校企共建共育合作模式

■通讯员章立锋

为落实好教育部“千万学生同上一堂
国家安全教育课”的工作要求，做好

“4.15”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活动，浙江电
大萧山学院于4月2日上午，集中开展了
主题为“掌握国家安全知识，增强安全防
范意识”的班会活动。

该院37个全日制班级共1000多名
学生参加了本次主题班会活动，同学们通
过观看《总体安全 固本宁邦》——全民国
家教育日特别节目、交流学习心得等形式
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总体国
家安全观的重要思想、党的十九大关于维
护国家安全的战略部署。

浙江电大萧山学院党委委员何建明
在参加18学前1班的主题班会活动时，
向同学们阐述了总体国家安全观核心思
想和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意义，强调坚持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我们要牢固
树立和认真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定不
移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同时，他激
励学生要有“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国家安
全，人人有责”的责任意识和国民担当。
同时要学生牢记习总书记的嘱托：共青团
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要始终保持先进
性，广大团员青年坚定跟党走。

主题班会上，同学们纷纷表示本次活
动受益匪浅，学到了很多国家安全知识，

激发了自己的爱国热情，增强了维护国家
安全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17网络1班的钱梦娜同学表示，国安
才能国治，治国必先治安，国要强我们就
要有担当。我们青年学生要带头履行我
们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和义务，为国家安
全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18会计班的张翌澄同学表示，以前
觉得国家安全与我关系并不大，但通过观
看专题视频之后发现国家安全与我们每
个人都息息相关。我们不仅要关心自身
的安全，也要时刻关注国家的总体安全，
维护国家安全需要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只有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才能国泰
民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19学前1班的沈湄同学表示，青年学
生是祖国的希望，我们应该加强国家安全
法的学习，增强爱国情怀，提高辨别重要
信息和非重要信息的能力。我们要以维
护国家安全光荣，损害国家安全可耻，积
极自觉投身维护国家安全实践。

本次活动以国家安全教育为着重点，
注重学习反馈，确保该活动取得实效。同
时，浙江电大萧山学院将把国家安全教育
作为重要内容纳入《形势与政策》课程和
业余党校课程，并通过学院新闻网站、微
信公众号、校园广播社、橱窗宣传等形式，
继续加强国家安全教育宣传，构建国家安
全教育常态化工作机制。

■通讯员城城

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美食游园会”
活动在城厢幼儿园小班部火热进行。城
幼的老师和孩子们一起进入了主题《春天
里》的学习中。

“春天有什么开心的事儿呢？”“春天
里有好多好吃的东西。”“春天有甜甜的草
莓。”“春天有很多野菜。”……基于孩子的
经验，老师、孩子、家长三方共同参与并设
计了丰富多彩的“春之味美食游园会”。

瞧，茶香铺、糖葫芦铺、青团铺、豌豆
铺、莴苣铺、马兰头铺、春笋铺、果汁铺等
各种独具特色的“春之味美食铺”开张
了。各个店铺被装点得绿意盎然，富有童

趣与生机。再往店铺里头望去，香气满溢
的春茶、新鲜嫩绿的马兰头、绿油油的青
团、甜丝丝的果汁……这些春天的美食都
迫不及待地等待着孩子们去品尝。

紧接着，热情的小吃货们“光临”了。
一瞬间，美食铺被围得水泄不通。孩子们
手上捧着小碗，碗中盛着各种新鲜的“春
之味”。活动在孩子们“好吃，好吃”的称
赞声与笑声中落下了帷幕。

从孩子们的眼里，探索课程；从孩子
们的口中，思考课程；从孩子们的生活经
历中，挖掘课程。游园活动中，老师们用
心“研”，孩子们快乐“行”，城厢幼儿园在
园本课程的改革之路上快乐前行。

■通讯员应长根

4月1日，新街新东名苑幼儿园组织
全园幼儿来到新街中心公园，尽情玩耍做
游戏，享受大自然的快乐。

新街中心公园是去年新街小城镇整
治提升的省级样板公园，小朋友们来到公
园，就被五颜六色的花朵吸引住了，那一
棵棵香樟树和榕树，要3个小朋友才能抱
起来。在老师的带领下，小朋友们认识了
不少树木和花草，尽情地呼吸着新鲜的空
气，沐浴着温暖的阳光，观赏着争相开放
的花儿，感受着春天的美景。

新街公园春景迷人，樱花漫天飞舞，

孩子们在花丛中、阳光下寻找着春的足
迹：多彩艳丽的海棠花、花团锦簇的紫荆
花、空中飞舞的蝴蝶、草地里爬行的昆虫、
飘落的花瓣……孩子们像脱缰的小马，尽
情地跳啊、转啊、蹦啊，释放着属于他们的
天真无邪、欢声笑语。此外，他们还坐在
暖暖的草地上，体验着集体生活的乐趣。
而老师们则在一旁进行着环境保护的教
育。活动结束后，孩子认真清理他们休息
的场地，不让垃圾被遗留下。

快乐丰富的春游活动，让孩子们回归
到了大自然的怀抱中，培养了他们热爱大
自然的情感，提高了保护环境的意识，促
进了孩子们身心的健康发展。

新街新东名苑幼儿园组织幼儿游新街

城厢幼儿园开展“春之味”美食游园会活动

浙江电大萧山学院开展2019年国家安全
教育日主题活动

■记者潘佳佳

上周，萧山区第五届“湘湖未来星”
少儿才艺大赛暨萧山区少儿六一晚会选
拔赛迎来了学校专场海选的收官之战。
来自金海塘幼儿园、江南国际幼儿园、坎
山幼儿园、北干小学的200余名才艺小达
人时而引吭高歌，时而翩翩起舞，时而拨
动琴弦，给“湘湖未来星”少儿才艺大赛
带来了新看点。

这场由区委宣传部、区教育局、区妇
联、萧山日报社主办，萧山日报《教育周
刊》、杭州优贝思艺术学校承办的大型少
儿才艺赛事，自3月海选启动以来，已有
800余名幼儿园和小学生报名参与，有近
400名小选手顺利拿到了半决赛“入场
券”。届时，这些优秀的小选手将再次拿
出看家本领，争夺总决赛的参赛资格，成
为我区实至名归的“湘湖未来星”。

在幼儿园专场的海选中，金海塘幼
儿园、江南国际幼儿园的小班娃娃着实
让评委们眼前一亮。本以为这些活波可
爱的娃娃会因为第一次站上大舞台，或
焦躁不安，或紧张胆怯。令人意外的是，
他们自信大胆地走上舞台，精神饱满地
表演了唱歌、跳舞、朗诵等节目。当评委
老师给予肯定和掌声时，娃娃们手舞足
蹈，特别是收获晋级卡的那瞬间，他们左
看右看，虽然不认识字，但脸上都露出了
灿烂的笑容，并高高地举起卡片，向台下
的老师和家长报告好消息。而在坎山幼
儿园里，中班和大班的娃娃更是展现了
哥哥姐姐的能干。他们不光勇敢地展示
自己，而且完美地演绎了节目的精髓。
有的一边朗诵一边做起动作，有的手拿
道具舞动身姿，还有的携手合作，边唱边
舞……70个节目被娃娃们演绎得精彩绝
伦。看着这些化着精美妆容、身着亮丽

服装的孩子，大赛评委陆老师满心欢喜，
她说，真没有到，大家个个都那么珍惜和
重视登台表演，还使出全力展示风采，他
们的才艺只要稍加指导，就可以登上萧
山区少儿六一晚会的大舞台。

随着海选专场的结束，紧张激烈的
半决赛也已拉开帷幕。4月7日，“才艺
小达人”在半决赛中争相斗艳，酷炫的街
舞、悠扬的古筝、时尚的T台秀、扣人心弦
的跆拳道……充分展示了孩子们机灵活
泼、积极向上的一面，节目亮点一个接一
个，惊艳全场。比赛现场被围得水泄不
通，趁着台上小选手表演之际，台下的家
长也一刻不闲，纷纷用手机、相机记录下
孩子的快乐瞬间。家长们表示，这样的
比赛给了孩子们一次锻炼才艺的机会，
在他们的成长道路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
一笔，希望孩子们在比赛过程中能享受
到艺术的魅力。

登台秀才艺，争做“湘湖未来星”
萧山区第五届“湘湖未来星”少儿才艺大赛暨萧山区少儿六一晚会选拔赛第十一站、第十二站、

第十三站、第十四站来到金海塘幼儿园、江南国际幼儿园、坎山幼儿园、北干小学

海选现场

一、《我的心不止于这世界季羡林读
书与行走》

季羡林著，中国致公出版社，定价
39.8元。全书分为故园之恋、草木之思、
书香之旅、造化之情、劝学之殷、无解之
问六辑，完整收录《我的童年》《怀念母
亲》《赋得永久的悔》《夹竹桃》等50余篇
先生不同时期的经典散文和选入语文课
本、中高考试卷的文章。本书从童年故
事到母亲模糊的面影，从游历四方到笃
志于学，写的是永久的悔，其实是永久的
怀念。虽是草木山川、日常所感，却于寻
常处见不凡，独具生活的妙趣与幽默。

二、《练达：如何成为社交高手》
林特特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定

价49.8元。本书将企业品牌管理中很多

深刻的观念，移植到了个人品牌管理中，
旨在补充阅历带来的欠缺，一步步教会
你通晓人情世故，建立自己的品牌。

三、《香谱》
陈敬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定价

68元。本书共四卷，内容包括香之品、香
之异、香之事、香之法等，是记载香料源
流、工艺和香文化发展的浩博之作，完美
呈现古代文人雅士的生活状态。

四、《人生海海》
麦家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定价

55元。本书讲述了一个人在时代中穿行
缠斗的一生，离奇的故事里藏着让人叹
息的人生况味。人生似海，装载着时代、
传奇与人心，既有日常滋生的残酷，也有
时间带来的仁慈。

五、《去你的脂肪》
（新西兰）格兰特·斯科菲尔德著，中

信出版集团，定价68元。本书由三位不
同领域的专家合作完成，他们各司其职，
分别从理论、科学、实践角度，分析人为
什么会发胖、吃肉跟长胖的关系、如何既
能保持好身材又不亏待自己的胃等问
题，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饮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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