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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建设技师学院报

创优争先 再接再厉
—
——我院召开 2015-2016 学年评优表彰大会

伴着明媚的春光，4 月 18 日下午，我院在
行政楼后广场隆重召开 2015-2016 学年评优
表彰大会，学院院长钱正海、党委书记沈超、
副院长干杏芬出席了此次大会。 学院全体师
生参加了大会。
钱院长首先向受到表彰的同学们表示了

热烈的祝贺， 他谈到获表彰的同学能够模范
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学习努力，成绩突
出，思想上积极要求上进，能够积极参加学校
的各项活动， 他们身上充分展现了技工学院
学生刻苦钻研、勇于实践、拼搏进取的良好精
神风貌。 希望大家都要向他们学习。
本次表彰大会同时也是弘毅学院第一期
学员结业典礼。 我院从 2015 年开始成立弘毅
学院， 学员们都是从全院各班中挑选出来的
品学兼优的学生，他们不仅能够管理好自己，
同时勇于担当，积极主动地参与学生管理。 钱
院长肯定了第一期学员所取得的成绩并对他
们的顺利结业表示祝贺， 也希望他们一如既
往地协助学生处做好学生管理工作。
钱院长还提出学好技能是同学们来学校
的首要任务，近年来我院非常重视技能教育，
在技能竞赛上也成绩斐然， 尤其是在今年年
初，瓷砖贴面、抹灰与石膏干墙、砌筑等三个
项目共六位选手成功晋级世界技能大赛全国
选拔赛前五强，成为名副其实的“浙江队”。 希

望全体同学能向选手们学习，学好专业技能，
争取将来能技展宏图， 成为高素质的技能型
人才。
最后钱院长对大家提出了两点殷切希望：
第一： 希望受表彰的同学珍惜所获得的
荣誉，戒骄戒躁，继续努力，争取更大的进步。
第二：希望全体同学以优秀同学为榜样，
寻找自身的不足，不断完善自我，努力学习，
提升专业技能， 提高职业核心能力， 学会做
人、学会做事。
随后， 干杏芬副院长宣读获奖名单和弘
毅学院第一期结业名单，钱院长、沈书记为获
奖同学颁发证书， 为弘毅学院第一期学员颁
发结业证书。
评优表彰大会，不但表彰了先进、激励了
后进，也营造了良好的学习氛围，进一步提高
了同学们学习的积极性。 这对提升学院内涵
建设，提升学生管理水平，打造文明校园、和
谐校园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学生管理处 石蕾）

安徽建工技师学院、合肥市建设行业
指导委员会来我院调研交流
3 月 20 日上午，安徽建工技师学院、合肥
市建设行业指导委员会一行 19 人来我院调
研交流。 学院院长钱正海、党委书记沈超、副
院长干杏芬、徐永良、院长助理赵宇及有关部
门负责人参加了调研交流会。
院长钱正海对安徽建工技师学院、合肥市
建设行业指导委员会表示热烈欢迎，并介绍了
学院基本情况及世技赛工作经验。 副院长干杏
芬、徐永良和院长助理赵宇分别就学院教学成
果与技能大赛奖励制度和管理体制、新校区建
设、世技赛选手选拔和集训制度等方面详细介
绍了学院探索实践和主要经验。
安徽建工技师学院院长张卫东、合肥市
建委建管处处长刘四青对我院的热情接待
和诚恳交流表示感谢，对我院参加世技赛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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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 得到圆
满完成。 后勤服务部高度重视和
积极组织，还特别针对后勤部门
员工人数众多、工作时间不固定
的特点，于 2017 年 3 月 31 日下
午 1 点 30 分在行政楼 901 会议
室特别举办了针对后勤服务部
员工的消防观影专场活动。 教育
讲座还特别邀请了后勤服务部
主任陈祖毅出席并讲话，陈主任
着重强调了学院消防安全工作
及提高员工消防意识的重要性，
并讲解了部分消防逃生、自救消
防知识等。 消防教育活动的开展
有效提高了全体后勤服务部员
工的消防安全意识，巩固了全体
员工岗位责任意识。
本次消防教育培训活动参
与度高、覆盖面广、积极性强，全
面树立了全院教职员工“消防安
全人人有责” 的消防安全意识，
有效强化了学院消防管理制度，
为我院今后开展消防安全工作
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营造了
消防安全工作的良好氛围。
（保卫处 王峰）

取得的突出成果表
示赞赏， 希望通过
这次调研交流，学
习先进经验和特色
做法， 并希望今后
能够进一步密切双
方交流合作， 共同
推动双方事业发
展。 在友好热烈的
气氛中， 双方就有
关问题进行了深入
讨论。
调研交流会
后，安徽建工技师学院、合肥市建设行业指导 大赛瓷砖贴面、 抹灰与隔墙系统中国集训基
委员会一行参观了校园及第 44 届世界技能 地。
（院办 朱浩俊）

5 月 2 日上午， 嘉兴
市建筑工业学校校长曹国
中、副校长张效铭、实训培
训处主任陈明法等一行 7
人莅临我院考察交流。 学
院院长钱正海、 院党委书
记沈超、副院长干杏芬、徐
永良、办公室主任陈勇、世
界技能大赛训练中心技术
顾问林健民、 瓷砖贴面项
目国家队教练高艳涛等参
加座谈。
会上， 钱正海院长介
绍了学院的历史沿革和发
展现状， 并着重介绍了近
年来学院参加世界技能大
赛开展的工作和取得的成
果及经验。 曹国中校长对
学院的热情接待表示由衷
感谢， 并对学院近年来的
发展成就深感震撼， 希望
两校进一步加强交流、深
化合作、共同发展。 张效铭
副校长对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中职组“建筑装饰
技能”比赛备赛工作、建筑
类实训室建设等方面进行
了交流和探讨。
会后， 与会人员参观
了学院第 44 届世界技能
大赛瓷砖贴面项目、 抹灰
与隔墙系统项目中国集训
基地和部分实训室。
（院办 朱浩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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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杏芬副院长在省技工院校德育教研年会上作课题中期成果介绍
6 月 1-2 日，2017 年浙江省技工院校德育教研
年会活动在长兴技师学院举行。 来自全省各市德育
教研大组组长、部分德育课教学案例获奖教师代表、
各技工院校分管德育的校领导、 各技工院校报名参
会的德育教师、 各市人社局职业能力建设处有关人
员等 70 余人参与活动。 浙江省职业技能教学研究所
所长俞翟、王丽慧老师等参加活动。 我院干杏芬副院
长、基础部张朝晖副主任、陈秀华和贾莲等几位老师
参加了本次教研活动。 干杏芬副院长在年会上作课
题中期成果汇报，贾莲老师作了德育公开课展示。
本次年会的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有德育公开
课的教学观摩、德育中心组课题中期成果汇报，还
有部分技工院校德育工作经验发言交流及部分技
工院校第二批德育讲师团教师演讲交流。
在德育公开课的教学观摩活动中， 我院青年

教师贾莲作为浙江省技工院校德育课教学案例比
赛一等奖的获得者为大家呈现了一堂生动的创业
指导课。 贾莲老师以电商大咖马云的创业经历为
切入点， 引导学生们思考和探讨一个创业者应该
具备哪些基本的素质， 激励学生将来不论从事什
么职业，都要注重提高自己的职业核心能力。 其风
趣幽默的语言、 亲切自然的教态一下子拉近了师
生的距离； 而新颖独特的教学设计和师生良好的
有效的互动使教学的三维目标得到了充分的落
实，贯彻了德育课堂教学的“贴近学生、贴近生活、
贴近实际”的原则。
在德育中心组课题中期成果汇报中，作为“新
时期技工院校班集体建设”课题组成员学校，干杏
芬副院长代表我院就子课题 《非正式群体对班集
体建设的影响分析及对策》 的研究情况做了详细

汇报和介绍。 干院长主要介绍了该子课题研究思
路、前一阶段的主要工作及取得的初步成果，并明
确了下一阶段的研究方向与重点。 与会专家对我
院在德育教科研和学生管理工作中展现的踏实作
风、先进理念以及取得的成绩给予了高度评价。
近年来， 学院在德育教科研和学生管理工作
中注重弘扬和传承工匠精神， 以培养学生职业核
心能力为根本，以养成教育为重点，创新学生工作
理念，提高学生教育管理能力，增强学生德育工作
实效性。 从技工院校第二批德育讲师团的经验介
绍、德育公开课展示到课题中期汇报，这是学院德
育教科研和学生管理工作丰硕成果的一次展示。
相信在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下， 我们的德育工作
将会紧跟“一业一域”的发展需求，迈上一个新的
台阶。
（基础教学部 陈秀华）

我院教师参加省国资委组织召开的省属企业
“
‘
两弹一星’精神永放光芒”主题宣讲会
为深入推进省属企业“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省国资委组织省属企业于 3 月 22 日在省国资委
党校报告厅举行“
‘两弹一星’精神永放光芒”主题
宣讲会，特别邀请了青海原子城的“两弹一星”精
神宣讲团作先进事迹报告。 400 多位在杭省属企业
党群工作部门负责人、 优秀党员和建党对象聆听
了本次宣讲，我院陈秀华、王振帅和胡斌三位老师
参加了本次宣讲会。
宣讲教育报告由伟大的事业、永恒的精神，共和
国之恋，开拓创新、勇攀高峰，共和国不会忘记和民

族脊梁五个篇章组成。 由报告团成员采用演讲、音诗
画、情景剧、现场讲解等方式，结合由原 221 基地厂
房旧址、纪念馆馆藏实物、照片和视频制作的“电子
纪念馆”，全景回顾青海原子城
“
两弹一星”研制的光
辉历史，集中展现老一辈革命家、科学家响应国家号
召，胸怀家国天下，告别舒适安逸的生活环境，来到
茫茫大草原；沐风栉雨、砥砺前行，创建了中国第一
个核武器研制基地， 为新中国书写了具有划时代意
义的壮丽篇章。 热情讴歌了老一辈革命家、 科学家
“
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

同、勇于登攀”的精神。
宣讲团成员质朴的语言、真挚的情感、深情的
诠释，让我们再一次走近那激情燃烧的岁月，深刻
感悟老一辈革命家、 科学家崇高的理想和执着追
求。“两弹一星”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名教育工作者，应该继承和
发扬“两弹一星”精神，坚定信仰信念，热爱职业教
育事业，服从学院发展的大局，爱岗奉献，勇于担
当，为学院“十三五”发展贡献一己之力。
（基础教学部 陈秀华）

杭州市技工院校语文教师微课设计技巧专题研讨会在我院召开
5 月 5 日，2017 年杭州市技工院校语文教师微
课设计技巧专题研讨会在我院顺利召开， 共有来
自全市及省属技工院校的 38 位语文教师与受邀
专家一起参加了本次活动。
本次专题研讨会的主题是“语文教师微课设
计技巧专题研讨”，主要是为配合人社部公共课程
教学资源库建设，做好 2017 年全省技工院校语文
教师微课设计比赛的备赛工作。 活动邀请了浙江
省职业技能教学研究所王丽慧老师， 杭州市教育
局职成教处语文教研员黄云老师， 杭州寸草心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汪志强经理组成专家组， 对与会

老师的作品进行了指导。
研讨会上，副院长干杏芬就学院的办学特色、
新校区建设和世技赛项目向大家作了介绍， 其中
学院在世赛全国选拔赛上取得的优异成绩引来与
会老师们的频频点赞。
接着， 寸草心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汪志强经
理为大家做了题为“微课制作方法与技巧”的专题
讲座，介绍了微课竞赛的相关技术要求与规范，重
点讲解了在 Camtasia Studio 软件下录屏、 背景音
乐插入、字幕添加、插件运用等技法。 汪经理一边
讲解一边示范，老师们听得非常投入，还不时就自

己微课制作时的困惑向汪经理请教。
来自不同院校的 10 位语文老师现场展示了精心
设计制作的微课作品：有的从景物描写入手分析《故
都的秋》的情景交融特色；有的从童谣入手探究《故乡
的野菜》的乡情乡恋，有的从吆喝声入手展示《职业》
中的职业情怀；有的从文化角度入手讲析《都江堰》文
化散文的特色……每个微课时间约为 8 分钟。 三位专
家从不同的角度对作品进行点评分析，并提出修改意
见与建议。 其中我院顾煜姣老师的微课作品《故乡的
野菜》以其独特的视角、活泼的画风和精彩的讲解得
到了专家们的高度评价。
（基础教学部 陈秀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