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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朱颖华通讯员励洁

5月6日，由省人社厅主办的首届中
国（浙江）技能培训教育博览会（以下简

称“技博会”）在杭州举行。来自省内外
的技工院校、社会培训机构以及国内著
名企业前来参展，现场展示了不少与人
工智能、互联网等先进技术有关的作品。

杭州萧山技师学院以100平方米的
布展精彩亮相首届技博会。由该院自己
设计制作的大型茶艺展台，吸引了众多
参观者驻足。小桥流水、绿植景观、五彩
灯光……这个茶艺展台，融合了学院机
械、自动控制、园林设计、音控、茶道等专
业，是技术的复合体。杭州萧山技师学
院院长许红平介绍道，这恰如当前技能
人才的培养模式——知识综合化、技术
复合化、人机交互化、能力流程化。当有
人询问“哪里能买到这张茶桌”时，该院
的学生解说员自豪地回答：“这是我们学
院自己设计制作的，独一无二。”

学院展区的技师研修项目、技能培
训成果、校企产教融合成果、优秀学生风
采等各个版块，均吸引着大量记者、企
业、职教人士驻足。特别是学院师生创
意作品、国家发明专利、工业产品设计成
果、企业技改项目研发成果，引起了广泛

关注。更有学生现场茶艺表演、食品雕
刻、激光制像，吸引了不少参观者兴趣盎
然地观看和体验。此次展示体现了学院
接轨产业专业开发、校企合作科技创新、
服务社会开展培训等各方面的综合办学
实力。

除了这张特别的茶艺展台，杭州萧
山技师学院在展区内陈列了技师研修项
目、技能培训成果、校企产教融合成果、
优秀学生风采等内容板块，展示了一系
列学院师生创意作品、国家发明专利、工
业产品设计成果、企业技改项目研发成
果等，更安排了现场茶艺表演、食品雕
刻、激光制像等，吸引了不少参观者前来
观看和体验。由学院师生共同研发的新
型纱线假捻绕线实验装置、立体停车库、
电动扭矩扳手等国家发明专利成果，令
人印象深刻。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党组书记、厅长鲁俊莅临技博会，他
在参观杭州萧山技师学院的展区时认真
观看了展区各项成果，并与该院师生进
行了亲切交谈，高度肯定了学院的办学
成果。

展会上，一些高职院校还亮出了许
多新专业，如大数据技术应用、高端智能
制造、无人机应用技术等。人工智能方
向的大数据技术应用专业，是杭州萧山

技师学院今年准备开设的新专业。技博
会现场，杭州萧山技师学院副院长何颖
丽介绍，学院培育这些紧缺的技能人才，
不仅是为了继续保持毕业生高质量就
业，同时也要为当地数字经济发展和产
业转型提供人才支撑。

“以人工智能等技术引领的数字经
济，大大改变了制造业的业态。所以在
技能人才的培养上，也应当根据产业配
套的专业体系来重新设计，不能再用昨
天的技术来培养今天的人才。”在学院院
长许红平眼中，职业技术教学应当为本
土产业服务，做到产教融合。因此，在浙
江数字经济“一号工程”大背景下，萧山
技师学院在去年开设了大数据专业，今
年还新增了人工智能专业，前者与新华
三集团合作，后者与科大讯飞合作，通过
校企合作的模式，为当前的智能生产线
培养应用型人才。

通过此次技博会，杭州萧山技师学
院表达了“跨专业融合发展，培养数字经
济时代新型技能人才”的理念，学院的职
教模式及职教成果也得到了进一步推广
与认可，为学院走出中国、走向世界积淀
了力量。

跨专业融合发展，培养数字经济时代新型技能人才

杭州萧山技师学院亮相首届技博会
一张茶艺展台透露新型技能人才培养方向

■记者朱颖华

当前，信息智能化快速发展，编程成
了重要的工具，不管是国家政府、教育部
门还是普通家长，都认识到了信息学的重
要性，因此，从小开始学编程、接触信息学
竞赛的学生越来越多。随着新高考改革
的持续推动，通过多元化评价的模式进行
招生，将是未来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
所以，名校自主招生一直是学生和家长
重点关注的升学路径。作为自主招生中
最吃香的学科奥赛，所受到的关注度可
想而知。

6月2日，信息学全国钻石教练、感动
杭城十佳教师徐先友，将在萧山图书馆举

办信息学公益讲座。同时，徐老师还将带
来两位学生——全国金牌选手国家集训
队员，与大家分享成长经历和学习感悟。

一、讲座名称

“助力成长 蓄力未来”公益讲座

二、主办单位

萧山图书馆

三、讲座时间

6月2日（周日）14:00——16:00

四、讲座地点

萧山图书馆2楼世纪剧场

五、听讲对象

小学一年级——初中三年级的家长
（每户家庭限报一个名额）

六、讲座内容

1、信息素养基础培养和信息编程特
长生的发展前景；

2、高考的变革和高校招生、高中招生
对编程特长生的政策；

3、信息学奥赛的特点和参与信息奥
赛培养的意义；

4、信息素养的提升和编程学习的有
效途径。

6月2日，萧山图书馆要办一场大咖公益讲座，280个名额即日起开抢

信息学全国钻石教练徐先友开讲了
解读信息学奥赛和编程学习的那些事儿

■通讯员厉姗姗

为迎接亚运的到来，传递爱家乡、建
设美好家乡的真挚情感，5月8日上午，世
纪博奥幼儿园组织了90多名中班段孩
子，开展了“童心迎亚运”户外远足活动。

活动中，孩子们环绕钱江世纪城的花
海，一边徒步行走，一边欣赏新城风景。
有的孩子化身“小画家”，现场写生，将看
到的美景绘画到白纸上；有的孩子当上

“小记者”，采访路人，并宣传低碳环保理

念；也有的孩子成为“小天使”，站在马路
边提醒路人靠右走、文明出行；还有的做
起“记录员”，把沿途的垃圾捡起，同时在

“记录表”上做好分类记录，结束后分门别
类地放入垃圾桶。

迎亚运、燃童年、嗨远足、添姿彩……
此次远足活动，孩子们通过亲身体验，感
受了家乡美好，宣传了低碳环保、垃圾分
类、文明出行的爱家乡行为，使活动有了
积极深刻的影响。

世纪博奥幼儿园举行“童心迎亚运”
户外远足活动

■通讯员冯柯 记者潘佳佳

5月7日上午，2019年“回澜杯”第
九届全国中小学生漫画大赛终评工作在
回澜初中隆重举行。徐鹏飞、陈黎青、郑
辛遥等中国当代较为权威的漫画大师前
来参与评选工作，他们的到来，一定程度
上也保障了本届大赛的专业性、公平性
和权威性。

“回澜杯”全国中小学生漫画大赛始
于2005年，至今已走过了14年头。很
多曾经获奖的选手都已在漫画领域颇
有成就，干出了一番事业。随着赛事被
越来越多人所认识和喜爱，目前，该大赛
已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少儿漫画大赛
之一，更是少儿漫画爱好者、漫画指导老
师交流竞技的舞台。

本届大赛主题为“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一带一路”“智慧校园”“传说
（神话）与现实”“生日”，也设置了自由命
题，请学生通过漫画这一简单而夸张的
艺术手法，弘扬传统，激励创新。大赛面

向全国在校中小学生，从去年11月发布
大赛征稿启事起，共收到了来自内蒙古、
黑龙江、北京、上海、广东、云南、重庆等
27个地区寄来的5000余件参赛作品。
其参赛范围之广，热情之高，投稿之踊
跃，内容之丰富，堪称历史之最。此外，
大赛也得到了区教育局、区文联、区美术
家协会以及浙江省漫画家协会、《讽刺与
幽默》报社、《中国美术教育》杂志、《幽默
与笑话》杂志等单位的大力支持。

相比往年，今年的赛事增加了全国
中小学优秀漫画课程评比、教师优秀漫
画作品展集和绘本评比，这是此项大赛
的一大创新和突破。同时，大赛组委会
还邀请了《人民日报》高级编辑、原中国
美术家协会漫画艺术委员会主任徐鹏
飞，中国美术家协会漫画艺术委员会主
任、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客座教授陈黎青，
上海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
漫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郑辛遥，《中国美
术教育》常务副主编、中国教育学会美术
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张劲，浙江省

漫画家协会主席、浙江省艺术品行业协
会常务副主席陶小明等专家组成最强评
审团队，评选出百余件优秀作品。

在评选的一天半时间里，专家们以
专业的眼光和负责的态度对待每一件参
赛作品，并逐一凝神细看，耐心揣摩。经
过两轮认真筛选和评比，小学组和初中
组各评选出了70个一二三等奖作品和
140个优秀奖作品。另外，还评出了1个
优秀吉祥物、5个佳作奖以及30件新增
绘本项目作品。

作为本次大赛的承办方，回澜初中
是我区唯一一所漫画特色学校，是全国
中小学漫画教学创作基地，拥有中国第
一个由学校建立的“漫画教育馆”。接下
来，它将和赛事组委会一起，将大赛优秀
作品汇编成册，希望有更多的漫画人士
支持和关注漫画大赛，有更多的少年儿
童参与大赛。据悉，本次大赛颁奖典礼
将于6月18日、19日在蓝天宾馆举行，
届时，所有的“小漫画家”都将在典礼上
收获成果，见证成长。

■通讯员吴章新记者朱颖华

5月6日，萧山区美术家协会江寺小
学美术教学实践基地正式授牌，这也是区
美术家协会的首个美术教学实践基地。
来自区教育局、区美术家协会、区教研室、
江寺小学教育集团所属学校、江寺社区、
东阳桥社区、燕子河社区的相关领导和师
生代表出席活动。

江寺小学校长韩伟珍从艺术师资、艺
术课程、艺术课程成效三方面简要介绍了
学校的艺术教育教学工作。多年来，江寺
小学教育集团致力推行“校校有特色，师
师有品牌，生生展特长”的美术教育理念，
通过课题研究，夯实美术教育的理论基
础，基于本校办学理念，搭建美术特色课
程体系，创编了绘美色彩课程、活字印刷
课程、儿童陶艺课程、儿童国画课程，使得
美术教育实现了特色发展，打造出了相对
成熟的美育特色品牌。

区美术家协会秘书长、美术教研员管

庆伟对区美术家协会和学校的携手寄予
了厚望，希望以课程为抓手，以活动为平
台，让学生在浓郁的书画艺术实践活动中
感受美，享受美，发扬美。

区美术家协会主席李仲芳阐述了美
术教育对人的发展的重要性，认为书画家
进校园，利用美术家协会的师资队伍，服
务师生，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
工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的积极行动，
美术教学实践基地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李仲芳、邵锋
强、楼有刚等书画家挥毫泼墨，交流书画
艺术。创作的作品主题鲜明、内容生动，
既有行云流水、气象万千的书法，又有浓
墨重彩、栩栩如生的绘画作品，为该校的
书画爱好者现场上了一堂生动的书画课。

据了解，美术教学实践基地将依托区
美术家协会的资源，为小学生搭建更广阔
的个性化成长平台，为学校美术教育的开
拓提供新的契机。

区美术家协会首个美术教学实践基地
落户江寺小学

一、《在时光里流浪》
江一燕著，湖南文艺出版社，定价52

元。作者的第二部散文随笔集，在寻找完
美与不完美的旅途之中，让灵魂跟随小江
去流浪，从她的文字里面去感受这个世界
的力量和温暖。

二、《反套路复杂世界的简单法则》
（美）大卫·迪萨沃著，北京联合出版

有限公司，定价49.8元。思维陷阱和认知
偏见往往会在无意识中影响我们，导致我
们陷入套路却毫无察觉，做出一些后悔的
决定。所以，你必须要学会克服这些负面
影响，才能做到理智客观冷静，少犯错误。

三、《重返查令十字街84号》
（美）海莲·汉芙著，南海出版公司，定

价49元。《查令十字街84号》1970年的出
版令海莲·汉芙备受瞩目。1971年，海莲
终于得以踏上她魂牵梦绕的伦敦，《重返
查令十字街84号》就是这次旅行中的日
记。日记中，她对逝去知音的追念、对英
国古典文学与历史的热爱、旖旎的英国风
物，都历历在目。

四、《谁在说谎》

（美）卡伦·M·麦克马纳斯著，长江出
版社，定价42元。本书是横扫40国的畅
销推理小说，蝉联《纽约时报》畅销排行榜
高达35周，电视剧正在火热制作中。你
所有孤独的经历，都是成长的印记，一部
爱与成长的勇气之书。

五、《我是刘慈欣》
刘慈欣著，北岳文艺出版社，定价

49.8元。本书分为两大板块：A面是正
面，作者系统讲述了想象体系与人生体
验；B面是侧面，完整呈现了刘慈欣的思
想碎片与生活琐思。这些内容，还原出了
一个立体而真实的刘慈欣，借此也可以窥
见刘慈欣的思想宇宙。

以上图书由萧山书城推荐
萧山书城地址:萧绍路1028号（长途

汽车站向西100米）
服务热线：82640808
网 上 书 城 ：http：//xiaoshan.

zxhsd.com； http://www.xsxhsd.
com

以上图书萧山书城均已面市

漫画大师走进回澜初中，见证精彩
2019年“回澜杯”第九届全国中小学生漫画大赛终评圆满结束

报名通道：

微信扫一扫（5月
30日主办方会以电话
方式与家长确认报名）

◆主讲嘉宾◆
徐先友，学军中学特级教师，被评为全

国钻石教练奖，“最美杭州人——感动杭城

十佳教师”，三次荣获劳动模范称号。他创

建并带领的学军信友队，两次斩获信息学

世界冠军，获国际金牌3枚、亚太地区金牌

29枚、全国总决赛金牌27枚，获全国联赛

一等奖313人次，学生上清华、北大已达

120余人，学生遍布哈佛、麻省理工、斯坦

福、哥伦比亚等名校，众多学生供职于

Google、facebook、IBM、微软、百度、网易等

国内外著名的IT企业。在2019年信息学

冬令营中，徐老师所带的信友队有8人获

得一等奖，获清华、北大最优惠一等签约，

占全国总人数的七分之一。在2019年CCF

冬令营中，徐老师所带的信友队有2人分

别以第六位和第十一位的成绩进入IOI国

家预备队（总数15人）；6人获得一等奖（人

数全国最多）；4人获得二等奖。一等奖人

数和获奖总人数力压众信息学竞赛强校，

位列全国榜首。他善用数学思维和计算机

思维整合知识，指导学生，教育理念新颖，

教学方式深入浅出，深受学生欢迎，独创的

“十段分析培养工作法”在全国同行中得到

推广。

■通讯员孙玲燕

日前，新街四小隆重举行了“爸王别
技，勇者称霸”为主题的第四届体育节暨
首届亲子运动会。全校师生及500多位
家长参加了此次体育盛会。

校长胡飞英致辞，宣布运动会开
幕。伴随着激昂的运动员进行曲，全校

24个班级方阵精彩亮相。遥控飞机、平
衡车、机器人为开幕式带了科技感；架子
鼓、滑板、拉丁舞、篮球展示了四小学子
的才艺。全校师生、家长齐跳科技操展
现了四小的创新与活力。

开幕式后，亲子运动会如火如荼地
举行。温馨的亲子互动让爸爸与孩子亲
密无间。“舞动神龙”“推动星球”“太空飞

船”“跳跃王子”等亲子游戏让爸爸与孩
子合作无间，把亲子运动会推向了高
潮。最后，在“我的老爸”律动操中，亲子
运动会圆满落幕。此次亲子运动增进了
父亲与孩子之间的感情交流，让他们共
同感受体育带来的欢乐。

新街四小举行第四届体育节暨首届亲子运动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