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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3月 28日举行的第 45届世界技能大
赛浙江省选拔赛瓷砖贴面、砌筑、油漆与装
饰项目比赛中，我院王佳杰、张罗亮和谭江
芬等六位参赛选手凭借过硬的技术、稳定的
发挥包揽每个项目的前两名。本次选拔赛由
浙江省人社厅主办， 浙江建设技师学院承
办，共有来自杭州市建设职业学校、绍兴市
中等专业学校和金华市建设技工学校等多
所院校的选手参加角逐。省人社厅职业能力
建设处副处长洪在有、吴天到比赛现场监督
指导，部分老师和学生观摩了比赛。

本次比赛完全对接世赛技术标准、参照
世赛模式。 在为期一天的选拔赛中，每位选
手都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相应模块的比赛，
并做好场地的打扫工作。 学院的六位选手经
过校集训队的层层选拔，克服了训练中的种
种困难，经历了技术关、体能关、心理关，最
终站到了省赛的比赛现场，其中谭江芬和邱
艳双两位选手还是女生。

初战告捷，对选手们来说只是迈向世赛
的第一步。 接下来，他们将进入省集训队，经

过更为艰苦的训练和激烈的竞争， 参加接下
来的全国选拔赛。

预祝选手们在接下来的全国选拔赛中以
更加优异的成绩进入国家集训队，备战 45 届
世赛，为国争光！

祝浙江建设技师学院在世赛的征程上再
续辉煌！

（院办 陈秀华）

3月 29日，第 45 届世界技能
大赛浙江省选拔赛园艺项目在杭
州第一技师学院圆满落幕。 我院
朱冰涛和陈新华、 钱成方和李鹏
两组参赛选手凭借出色的发挥包
揽前两名，成功晋级全国选拔赛。

本次比赛完全参照第 44 届
世界技能大赛园艺项目试题编
制，考虑竞赛时间压缩，删减了部
分内容，保留原试题水池、木作、
铺装等模块内容， 两人一组现场

操作竞赛。 经过 6 个小时激烈角
逐，选手们圆满完成了花坛砌筑、
园路铺装、 水景布置、 木座凳制
作、植物栽植等规定的施工任务。
最后浙江建设技师学院四位选手
分别以 525.24 分和 519.73 分的
小组成绩位列第一名、第二名。 作
为非园林技术专业出身的选手在
比赛中专业、 出色的表现得到裁
判们的一致肯定。

园艺项目是浙江建设技师学
院继瓷砖贴面、砌筑、
油漆与装饰、 抹灰与
隔墙系统项目后，第
五个包揽 45 届世赛
浙江省选拔赛前两名
的项目。初战告捷，令
人鼓舞， 也预祝浙江
建设技师学院的学子
们能以更优异的成绩
备战国赛、冲击世赛，
为浙江争光、 为祖国
争光。
（建筑艺术系 徐政）

用爱心抚慰悲痛， 用爱心传
递温暖，用爱心点燃希望。 4 月 9
日中午，艳阳高照，浙江建设技师
学院行政楼后广场， 广大师生正
有序排队走向爱心捐款箱。原来，
这是学院师生为刚刚病故的 13
装饰高技（2）班实习生吕江民同
学家庭募捐。

吕江民同学身前是浙江建设
技师学院 13 装饰高技（2）班实习
生， 3月 31日在家中突发脑溢血
入院治疗， 后经抢救无效离开人
世。吕江民同学来自上虞农村，是
家中独子，父母平时靠打工为生，
高额的抢救费使这个原本就不富
裕的家庭雪上加霜。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中华
民族素有济贫扶危的传统美德，

广大师生知道这个消息后， 马上
慷慨解囊，踊跃捐款。 老师、同学、
保安大叔……纷纷来到捐款箱前
献出自己的一份爱心， 在外地出
差的老师知道消息， 马上委托同
事代捐。 五元、十元、百元，捐款不
分多少、善举不分先后，大家都希
望能为遭遇丧子之痛的吕江民父
母尽绵薄之力，与他们共度难关!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一所
有爱心、有温度的学校，必定能培
养出富有爱心、乐于助人的学生。
爱心涌动，凝心聚力，本次爱心捐
款弘扬了中华民族互帮互助的传
统美德， 是对广大学生的一次爱
心教育， 也是学院积极承担社会
责任的一个体现。

（院办 陈秀华）

为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感受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3 月 16
日下午，学院党委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组织全体党员、发展对象、入党积极分
子和部分教职工集中观看专题纪录片
《厉害了，我的国》。

春寒料峭、细雨蒙蒙，却阻挡不住
大家观影的热情，有部分学生入党积极
分子特意从实习地返回母校参加本次
党员教育活动。 影片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内在逻辑，

展示了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
的新发展理念下中国这五年的伟大成
就。 射电望远镜 FAST、“蓝鲸 2 号”水
上钻井平台、“墨子号” 量子通信卫星
……这一项项伟大非凡的工程，不断刷
新着“中国智造”的新纪录，创造着“中
国奇迹”， 表现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民族
精神；而也门撤侨则彰显了伟大祖国的
强大实力和大国担当。

观影后，大家深深地被祖国所取得
的卓越成就所震撼，为自己是一名中国

人而自豪。 同时，影片也进一步激发了
大家的爱国热情，纷纷表示今后要立足
本岗位，紧跟领路人，为学院在新时代
取得更大的成就而奋斗！

（党办 陈秀华）

3月 9日下午，伴着明媚的春光，浙江建设技师学
院 90 多位女教师来到富阳草莓种植基地， 欢度属于
她们的节日。

午后时分，阳光灿烂，春风和煦。 女教师们分散在
四个大棚中，草莓红艳欲滴，诱人垂涎，大家的欢声笑
语不绝于耳： 有低头认真采草莓的， 有边采边品味
的，有兴奋拍照的，有细心观察草莓植株的……品尝
着甜美多汁的草莓，享受着自己采摘的乐趣，每个人
脸上都洋溢着笑容，连空气中似乎都弥漫着一股草莓
的香甜。

每年“三八”节，学院工会都会组织形式多样的活
动，如西湖边品茶、美妆着装讲座、趣味体育竞赛等，
既温情又贴心，都深受女教师喜欢。 本次的草莓采摘
活动让身为半边天的女神们在忙碌的工作之余，偷得
浮生半日闲，回归山野自然，享受闲暇的春日时光，既
饱了口福又饱了眼福。 （基础教学部 王弯弯）

锐不可当 首战告捷
我院包揽第 45届世界技能大赛浙江省选拔赛

瓷砖贴面、砌筑、油漆与装饰项目前两名

学院再获一张
第 45届世界技能大赛
全国选拔赛的入场券

践行学院精神 继续努力奋斗
———浙江建设技师学院召开 2017学年第一学期评优表彰大会

爱心捐款暖人心
情满校园谱新篇

———浙江建设技师学院为 13级实习生家庭爱心捐款

一切成就都是奋斗出来的
———学院党委组织观看专题纪录片《厉害了，我的国》

女神节，我们和草莓有个“甜蜜”约会！

伴着明媚的春光，4 月 10 日下午，
浙江建设技师学院在行政楼后广场隆
重召开 2017学年第一学期评优表彰大
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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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生参加了本次表彰大会。 表彰大会
由学生管理处主任黄建蓉主持。

钱正海首先向受到表彰的同学表
示热烈的祝贺，他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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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身上充分展
现了学生们刻苦钻研、勇于实践、拼搏
进取的良好精神风貌。 他同时为学院
近些年取得的亮点点赞： 无论是早上
整齐的晨跑、 还是食堂井然有序的就

餐队伍；无论是教室里安静的自习，还
是实训工场里认真的训练； 无一不体
现出学生们奋发向上、 积极进取的精
神风貌； 而在近期的各项专业技能竞
赛中，学院也是捷报频传；在基础学科
的竞赛中，选手们也不负众望，成功晋
级省级决赛。

钱正海表示， 在这些成绩中大家

看到学院在前进、同学们在进步、在成
长，在践行“艰苦奋斗、敬业自强、创优
争先”的学院精神，在朝着我们的理想
努力奋斗。 他希望受表彰的同学能够
戒骄戒躁，继续努力、刻苦钻研，始终
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希望全体
同学都能向受到表彰和竞赛中取得佳
绩的同学学习，让榜样的力量成为我们
奋斗道路上的助推器，全院师生一起努
力共同把学院的发展推向新的高峰。

随后，干杏芬宣读了评优名单，钱
正海、沈超为获得三好学生的同学颁发
了证书。

通过本次评优表彰，不但表彰了先
进、树立了典型，营造了良好的学习氛
围，同时进一步提高了同学们学习的积
极性，这对加强学院内涵建设，提升学
生管理水平，打造文明、和谐校园有着
十分积极的意义。

近期赛绩回顾： 在第 45届世界技
能大赛浙江省选拔赛中，我院选手包揽
了瓷砖贴面、砌筑、油漆与装饰、抹灰与
隔墙系统、 园艺等 5个项目的前两名，
10 位选手成功入选浙江省集训队。 在
杭州地区技工院校 2018年学生数学素
养知识竞赛暨浙江省选拔赛中，我院代
表团包揽前 2名， 成功晋级省级决赛。

（学生管理处 石蕾）

3月 23日，杭州地区技工院校 2018年学生
数学素养知识竞赛暨浙江省选拔赛在杭州轻工
技师学院举行,共有来自杭州地区 12 所技工院
校的 20个团队参加了本次比赛。浙江建设技师
学院派出的王晨峰、季炳鑫、包连康团队和王振
宇、陈凯、李孟泽团队分别获得第一名和第二名
的好成绩，并成功晋级省级决赛，据悉，这是学
院第三次参加该类比赛并顺利晋级。

本次竞赛赛制和与往相比有很大的调整，

由个人赛改为团队赛， 每个选手分别负责其中
的一个模块， 更加注重考察学生的团队合作能
力和灵活应变能力。由于赛制的改变，指导老师
和参赛选手都备感压力。因为时间紧，辅导老师
们只能利用休息时间与选手们一起钻研解题技
巧，辅导答疑解惑。参赛选手也有情绪波动和松
懈的时候， 这时阶段性的小结又让选手们发现
了自己的不足和努力的方向。 通过团队的团结
协作，六名选手在赛场上发挥稳定，表现突出，

最终取得令人满意的成绩。
通过参加比赛， 激发了学生学习数学的兴

趣，增强了学生学好数学的信心和勇气；加强了
学院基础课程教师
与兄弟院校教师之
间的交流，拓宽了教
学改革思路，进一步
推动了学院数学课
程建设和改革。

预祝学院在接下来的省级决赛中再次取得
优异成绩！

（基础教学部 吉庆）

3月 28日， 浙江省工业设备安装集
团副书记包世文、 浙江省建机集团副书
记梅天斌一行带队到浙江建设技师学院
洽谈校企合作有关事宜，院长钱正海、党
委书记沈超热情接待了两个企业的领导
和专家。 学院招生就业办公室主任叶宏
臻、继续教育中心主任毛文娟、安装工程
系副主任王崇梅参加洽谈。

沈超对企业领导的来访表示热烈欢
迎， 并简要介绍了学院近年来的发展和
人才培养情况。 包世文和梅天斌分别介
绍了各自企业发展情况和人才队伍现

状，校企三方就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特
定岗位专业技能人才培养、 新型学徒制
建设、 实习实训基地共建、 人才培养方
案、BIM 专业与企业设计部对接合作和
毕业生就业等共同关心的话题做了充分
的沟通和交流。

钱正海指出，省工业设备安装集团、
省建机集团与学院原来同属省建设投资
集团下属公司，与学院有着深厚的渊源，
双方有着长期的良好合作关系， 这是我
们实现校企亲密合作、 深度融合的情感
基础。钱正海表示，今后学院将根据专业

情况与企业共同开展新型学徒制培养，
充分发挥企业大师工作室的作用与学院
专业无缝对接， 做到企业招工即学院招
生、入企即入校，学院将为企业的高技能
人才培养给予全方位的服务。 希望校企
双方继续发挥双方优势， 不断探索新的
合作模式， 共同为浙江省建筑行业转型
升级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

会后，在沈超陪同下，包世文、梅天
斌一行参观了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集训基
地和学院实训室。

（招生就业办公室 詹又辉）

为了进一步推进寝室文化建设， 营造温馨舒适的寝
室环境， 展现积极向上的寝室文化风采，3 月 8 日我院开
展了寝室文化主题活动展示。

此次活动是从学院近 600间寝室中进行推选，在班主
任老师们的认真挑选下最终推荐了 69 间寝室，这些寝室
不仅多次获得学院“文明寝室”和“无违纪寝室”称号，而
且里面的成员都有自己的拿手绝活， 例如 3335寝室不但
有学生干部还有世技赛训练队的成员，1528 寝室的刘慧
琳同学参加了中国组合盆栽大赛获得优胜奖。 除了在技
能学习上厉害之外，他们的业余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比
如 3341 寝室的邵振邦同学唱歌如原版，3523 寝室游戏双
击 666，2109 寝室的健身展示一级棒，3509 寝室经常聚会
心情好……，这些寝室是不是很厉害，满满的正能量，给
他们点个赞吧！

寝室是学校的德育教育的大本营，是养成教育的训练
场，通过本次活动，大家更全面的了解我院学生的寝室文化
生活；同时它也展示了同学们多才多艺的一面。大家借助寝室
这个平台，从相遇、相知，到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也给大家的健
康的成长留下了美好的青春记忆。 （学生管理处 王振帅）

春季是学生心理问题高发时段，为及时了解和掌握学
生的心理健康状况， 防止学生因心理困扰而引发危机事
件，3 月 20 日 -3 月 27 日，我院在全校范围内开展了学生
春季心理危机排查工作。

本 次 排 查 采 用 心 理 健 康 临 床 症 状 自 评 测 验
（SCL-90），本测验是著名的心理健康测试量表之一，在心
理健康门诊的临床工作中得到广泛应用。

接下来， 心理咨询室还将进一步开展心理约谈和心理
档案建设工作， 根据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提供心理咨询与
危机干预服务，开展系列心理讲座、团体辅导等心理健康教
育活动，为学生心理健康保驾护航。（学生管理处 曹冰梅）

3 月 8 日下午， 浙江建设技师学院安
装工程系 17 电梯工程技术专业的学生走
进了一辆体型庞大的“变形金刚”车子，它
是世界五百强企业蒂森克虏伯电梯（中国）
移动培训车， 也是全球仅有的两辆蒂森克
虏伯电梯培训车之一， 主要用于一线电梯
售后服务人员的培训。 此次在学院招生就
业处和安装工程系的精心筹备下， 有幸邀
请到了蒂森克虏伯高级工程师迟老师在这
辆培训车上给学生进行了别开生面的精彩
培训。

在迟老师的带领下， 学生们首先在培
训车第二层可伸缩多媒体培训教室通过观
看视频了解蒂森克虏伯公司的发展史以及

公司的现状介绍，同时，见识了 TWIN 双
子电梯设计的创新系统， 对当前电梯行业
需求和发展趋势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之后，

迟老师对第一层内部配备的蒂森克虏伯最
先进的 MC-Ⅰ和 TIM-Ⅱ控制系统进行
了详细的讲解和演示。

此次电梯移动实训车进校园， 不仅
实现了校企合作资源共享， 为学生提供
了一个与企业专业技术人员无缝对接的
平台， 让学生了解并熟悉蒂森克虏伯各
种型号电梯的运行控制系统， 为学生更
好地适应不同地区、 不同类型的电梯维
保技术打下基础， 同时学院安装工程系
专业教师也学习了专业前沿性技术，对
电梯工程技术一体化改革具有一定的指
导意义。

（安装工程系 杨敏）

每周二下午是浙江建设技师学院学
生活动课时间，从本周开始，同学们的活
动课又多了一个项目———跳长绳。 原来，
为了迎接 6 月举行的跳长绳比赛，各班纷
纷利用活动课时间进行练习。

一到活动课，行政楼后广场一片欢腾
的景象：一根根长绳飞舞，一个个矫健的
身影翻腾，加油声、记数声、此起彼伏……
好不热闹！ 由于比赛要求全班参加，在规
定时间内个数最多的为胜。 所以很多班级

都面临一个大难题：有同学不会跳，怎么
办？ 没关系，有我们热心的同学和老师在，
怕啥！ 有班主任亲自辅导的，有同学单独
陪练的，有找体育老师“开小灶”的……为
了能赛出好成绩，为班级增光，同学们可
都卯足了劲儿，加紧训练呢！

从 3 月到 6 月的每周二下午，这道亮
丽的风景线都会出现在校园，来吧！ 加入
我们，一起跳起来吧！

（学生管理处 石蕾）

我院成功晋级浙江省技工院校
2018年学生数学素养知识竞赛

深化校企合作 增进互利共赢
———浙江省工业设备安装集团 浙江省建机集团与浙江建设技师学院洽谈校企合作事宜

零距离接触企业 多角度深入专业

维护心理健康
构建平安校园

———我院开展学生春季心理危机排查

“厉害了，我的寝室”
寝室文化主题活动圆满结束

青春运动 快乐你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