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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拓宽校企合作的覆盖面，对接行业前沿
需求，为安装工程系的专业建设寻求新的发展
方向， 进一步为学生提高就业环境和质量，促
进我院对设备安装专业从招生、培养到实习就
业的准确定位，了解用人单位对专业人才的需
求量和人才培养的方向及要求，2017 年 4 月 25
日浙江青风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经
理赵宇、 工程副总经理樊小轻来我院考察交
流，对安装工程系的建筑设备安装专业的相关
实训室进行参观考察和专业开设情况以及校
企合作内容与我院副院长干杏芬、安装工程系
副主任王崇梅以及相关专业教师进行研讨。

会上，浙江青风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
部经理赵宇针对公司的发展历史、 企业文化、行
业前景以及员工待遇等方面作了详尽介绍。公司
工程部副总经理樊小轻阐述了国家“十三五”规
划中对现代农业技术的重视和扶持力度，相关政
策给予暖通空调行业很大的发展前景，在制冷设

备研发、设计、安装、维保等方面都提供了巨大的
市场，公司在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就人才的巨大缺
口和培养质量希望跟我院达成合作意向。

我院副院长干杏芬在会上指出随着我院社
会影响力和教学质量的不断提升， 对学生培养
的准确定位， 使得学生的输出质量以及技能水
平都得到社会广泛认可和好评。 立足学生，我院
旨在就业质量、 发展前景以及职业稳定性等方
面为学生提供就业机会。 系部可以在教师培训、
人才培养、学生就业、专业建设等方面与企业找
到合作的契合点，相互深入了解和调研，寻求短
期和长远的合作方案以及规划，实现双赢。

通过这次研讨会， 双方有了初步了解，为
今后的校企合作奠定了基础。 同时，加强了安
装工程系与相关企业的沟通交流，也为我院推
进专业课程改革，提高实训技能水平，拓宽学
生专业培养方向，输出更多高技能人才提供了
新的思路。 （安装工程系 杨敏）

加强专业建设 拓宽就业渠道
———安装工程系寻求专业发展方向

建筑工程系代表参加人社部第三批一体化课程教学改革试点
建筑施工专业一体化课程开发第三次集中会议

2017 年 4 月 15-16 日， 全国七所建筑施
工专业一体化课程改革试点技工院校齐聚重
庆建筑高级技工学校， 召开人社部第三批一
体化课程教学改革试点工作建筑施工专业一
体化课程开发第三次集中会议， 深入推进一
体化课程教学改革工作。 重庆建工投资控股
有限责任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王宇女士到会

指导工作。 我院教务处副主任蒋翔、建筑工程
系副主任张国华、 专业骨干教师王梁英与来
自厦门技师学院、广东省城市建设技师学院、
江苏省徐州技师学院、镇江技师学院、德州市
技师学院、 重庆建筑高级技工学校等六所试
点工作参与院校校长、课程开发负责人、骨干
教师共 40 余人出席会议。

本次集中会议对《建筑施工专业人才培
养方案》进行专家论证，各校就自身承担的
典型工作任务及代表性工作任务，向全体课
程开发人员进行了汇报，对后阶段一体化课
程标准及工作页的开发等工作做了全面的
部署。

入选第三批一体化课程教学改革建筑施

工专业试点参与院校， 将为我院深入推进一
体化课程改革进程、强化实践教学环节、提高
教育教学质量以及内涵建设向纵深发展注入
新动力, 为努力实现“创建国家重点技师学
院，争创全国示范技师学院”的目标任务添砖
加瓦。

（建筑工程系 张国华）

3月 15日下午， 杭州市成教语文大组成员
会议在杭州计算机学校召开。会议由杭州职业教
育与成人教育教研室周云国老师主持。我院基础
教学部陈秀华老师作为语文中心组成员参会。

周云国老师首先回顾和总结了 2016 年底
的统考情况，肯定了各校 2016年在语文学科教
学方面取得的成绩。 同时对成教大组本学期的
主要工作作了部署， 并就教材的使用情况、统

考等问题听取了大组成员的意见和建议。
与会人员同时还听取了杭州计算机学校

校长助理谢建国老师对学校办学情况、 办学
特色的介绍，体验了该校的“乡村宝”电子商
务平台，参观了“中国好设计”工作室。 该校
的“一技成天赋教育”理念给大家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

（基础教学部 陈秀华）

杭州成教语文大组成员会议召开，
我院基础部教师与会参加

为深化校企合作模式，创新培养模式，5 月 24 日下午，杭州市设备安装
有限公司毛国伟总经理和配电设备安装分公司技术部经理蒋振扬工程师应
邀来校， 为 14级、15级、16级设备安装专业 30 名学生进行了高压电气设备
试验专题培训指导。

蒋振扬工程师结合自己多年的企业经历和丰富的现场实践经验，采用小
组合作、观摩演示、动手实践等多种形式详细讲解了三个代表性的高压电气
设备试验项目，用惠斯登电桥测试变压器线圈直流电阻，如何用油浸式试验
变压器控制箱进行耐压试验，ZC-8 型接地电阻测试仪测试电梯安装与维修
工作站的接地电阻。

通过学中做，做中学，同学们纷纷表示：“请专家进课堂，视野开阔了，见
识更广了。 ”安装系这次校企合作进课堂，不仅激发了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
欲，而且还让同学们对专业知识有了更深层的理解，对所学专业产生了更浓
厚的兴趣，对未来的工作岗位充满了希望。 （安装工程系 李小英）

校企合作进课堂
联手开展培训指导

日前，建筑艺术
系教师团队赴安徽
省休宁职高进行手
工木工专业考察。 手
工木工是我院建筑
装饰品牌专业发展
的一个重要方向，同
时市场上也需要该
专业的大量人才。 为
此，建筑艺术系教师
在孔国强主任和世
技赛教练林健民教
授的带领下，前往安
徽休宁职业高级中
学进行考察学习。 参
观期间，休宁职高政
教处主任毛银奇向
我们介绍，手工木工
是他们学校的一个
特色专业，传统木工
师傅从企业配到学
校手把手教带学生，
该专业学生前两年
在校的时间里有 70%
的时间都在进行实
训，剩下的时间学习
理论知识，到了第三
年就下企业实习。

走进实训室，展
现在我们眼前的是
学生们热火朝天的
手工制作场面 ：劈
料、刨方料、凿眼、锯
割。 在这里我们感受
到学生扎实的基本
功、严谨的学习态度
和对木工的热情以
及稳扎实干的精神。

此次考察，为
我们手工木工专业课程的开发提供很好的
思路， 手工木工是一项需要长久学习操练
的工作， 我们需要培养学生稳扎实干的学
习态度，同时，要发挥出我们现有的与企业
合作的优势， 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创新创业
平台，努力创建具有专业特色的品牌文化。

（建筑艺术系 郑林杰、张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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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安装工程系电梯安装维保实训室
建设稳步推进

为落实学院对电梯实训基地建设的部署
要求，安装工程系为推动电梯工程技术课程一
体化改革，确保按时保质保量完成电梯安装维
保实训室建设任务，系部负责人和专业实训指

导教师会同浙江亚龙教育装
备股份有限公司工程技术人
员经过 1 个多月的安装调
试，建筑面积 456 平方米，共
12 套电梯实训设备（总造价
166 万元），全新的两个电梯
安装维保实训室建设完成，
目前已进入验收使用阶段。

经过系部的组织策划，
实训室内的讲解区、讨论区、
演示区、准备区、操作区等区
域进行了区块划分， 制定的
规章制度安装上墙。 5 月 15
日通过课程调整， 安装工程

系王跃峰、刘军、余晖老师和抽调楼宇自控设
备安装与维护专业 4 个班的 8 位学生参加了
电梯安装、 维修与保养实训考核装置的培训。
本次培训由浙江亚龙教育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的安装调试工程师李建波负责指导，他全面介
绍了设备各部分功能、使用注意事项、实操方
法、步骤以及演示性实验。在培训过程中，演示
了电气部分的控制电路电梯在正常和检修状
态时各种指示灯的状态，详细讲解了万能电梯
门系统的机械构造和工作原理，安全钳的工作
原理及安全注意事项，以及进出电梯的轿顶和
轿底时的注意事项，特别强调了实训室内各个
区域及设备的安全操作规程。

本次培训旨在进一步提升实训指导教师
的实践操作水平， 规范实训室内的教学管理、
安全管理，与企业加强交流沟通，更贴近企业，
能用最快的速度最短的时间使用新设备进行
教学。让 8 位参训学生尽快进入实训室管理小
助手行列，不仅提高他们的技能水平，更能从
职业素养标准要求自己，在同学中起到模范作
用，为我系下一步的一体化教学奠定坚实的基
础。 （安装工程系 杨敏）

我院安装工程系于 2017 年 4 月 24
日 -26 日进行了青年教师公开课听评课
活动。 此次活动中，刘军、杨敏、俞婷婷 3
位老师进行了公开课展示， 系部全体教
师参与了听课、评课。 学院副院长干杏芬
和教务处副主任蒋翔高度重视， 亲临课
堂听课并在课后给予指导性建议。 各位
讲课老师从 3 月 31 日开始精心准备，从
教学设计、 多媒体课件到教具准备都花
费了大量心思， 使得此次公开课的听评
课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4 月 27 日下午举行的评议会上，老
师们开诚布公、认真细致的评课，从课前
准备中课件精细处理、板书设计、教具的
使用到课堂中情境引入、巧妙点拨、层次
节奏感、语言语速以及课堂气氛、问题设
置等多方面提出交流意见， 旨在提高学

生学习兴趣， 最大限度的减少学生的课
上疲劳，达到最好的教学效果。 评课的过
程是互相促进、互相提高的过程，也显示
了教师们之间互相帮助和团结共进的和
谐气氛。 我们的授课老师在评课之后，主
动对自己的课堂教学进行反思， 抓住亮
点，发现问题，反思失误，以不断提高自
己的教学水平。

通过这次教研活动， 充分展示了我
系青年教师的风采，年轻并富有朝气，对
我系进一步规范教学行为， 提升系部青
年教师整体素质， 提高教学质量起到很
好的推动作用。 同时，也加强了系部教师
之间的沟通交流，增进教学经验互通，深
入探讨课堂教学规律，钻研教材教法，为
努力打造高效课堂积累经验。

（安装工程系 杨敏）

驾驭课堂 展现风采
———安装工程系开展公开课听评课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