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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3 日 ，
应浙江建设技师
学院的邀请，世界
技能大赛抹灰与
隔墙系统项目巴
西首席专家弗莱
维娅·路易丝·阿
诺德女士前来我
院作访问交流。作
为该项目的首席
专家，弗莱维娅有
着丰富的理论积淀和精湛的实
操技艺，同时具备世界一流的执
裁能力，从 2013 年开始，她连续
三届担任世赛抹灰与隔墙系统
项目首席专家。

院长钱正海热情接待了弗
莱维娅，并陪同她参观了学院的
世赛中国集训基地。 24日上午，
弗莱维娅应邀在第 44 届世赛经
验交流会暨第 23 届全国著名职
业院校改革创新现场观摩会中
发表宣讲，向与会专家、领导介
绍了巴西国手选拔和巴西世赛
中心的有关工作情况，让参会人
员对世界技能大赛选手选拔、国

训基地建设及筹办选拔赛的相
关工作有更深入、全面的了解。

此次巴西专家的来访，进一
步丰富和提高了学院对世赛有
关项目的技术要求、评判标准和
赛事流程等的认识，加深了对技
术文件的理解，也增进了与世赛
家庭成员的友谊。 在“开放与共
享”新理念的指引下，学院将进
一步扩大世赛的朋友圈，开拓世
赛研究的国际化视野，精准对接
世赛标准，实现技能人才培养标
准与世界一流标准接轨，不断提
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

（建筑工程系 徐震）

世赛抹灰与隔墙系统项目
首席专家应邀前来学院作访问交流

团团省省委委朱朱林林森森书书记记一一行行莅莅临临学学院院调调研研指指导导工工作作

6 月 7 日，团省委书记朱林森、基层工作部
部长陈杰、学校部部长唐永卿、组织部干事何晓
辉一行莅临学院调研指导工作， 富阳团区委副

书记袁媛陪同调研。 省机电集团组织（人力资
源）部部长刘强，办公室副主任（主持工作）、团
委书记叶伟江， 团委副书记施蕴函， 院长钱正

海、党委书记沈超、办公室主任陈勇、团委书记
胡海瑛等接待了调研组。

朱林森书记一行实地调研参观了学院世界
技能大赛中国集训基地，看望了第 22 届“中国
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崔兆举，并亲切慰问了正
在紧张备战第 45 届世界技能大师全国选拔赛
的选手与教练们。

随后，在集团团委书记叶伟江的主持下，召
开了浙江省“青春领航”系列领军人才（青春工
匠） 培养调研座谈会暨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
者分享活动。座谈会上，院长钱正海介绍了学院
办学和世界技能大赛备赛情况， 世赛教练高艳
涛、 徐震两位教师分享了在技能人才培养方面
的经验，第 22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崔
兆举（第 44届世界技能大赛瓷砖贴面项目金牌
选手）和顾威烈（第 44 届世界技能大赛抹灰与
隔墙系统项目优胜奖获得者） 分享了自身的技
能成长成才经历。 最后， 集团团委副书记施蕴
函、学院团委书记胡海瑛分别汇报了团工作。

朱林森书记在听取了经验分享和工作汇
报后，对省机电集团和学院共青团工作和技能
人才培养方面取得的成绩表示了肯定，并对今
后工作的开展做出了指示：一要做好学校共青
团建设，在抓骨干建设、抓规范教育上下功夫，
抓好思政教育，建设好青马工程。 二要做实企
业共青团工作，团的工作一定要结合企业中心
工作，从培育典型、办好学校和帮扶困难三个
方面入手，发现人才、培养人才，建设好技能人
才队伍，团要为企业发展提合理化建议，帮助
企业发展建设好人才梯队。 同时，机电集团共
青团工作有特殊性，集团团委要学会做好学校
共青团工作，把集团下属院校的共青团工作统
筹好。 三要做好区域化团建工作，按照群团改
革党建带团建、区域化群建、群团共建的目标，
要勇于探索勇于尝试，主动加深联系，共谋共
青团工作。 四要明确团工作最核心的任务，就
是要把优秀的团员发展为党员， 紧跟党建目
标，培养未来的合格党员。 （团委 胡海瑛）

院长钱正海参加全国职技校德育
教育联盟第四届高端论坛

5月 24日上午， 全国职技校德育教育联盟第四届高端
论坛在江苏淮海技师学院召开。来自全国各地近 40所职技
院校的 100 多名校长、 德育分管领导和骨干班主任老师出
席本次会议。 院长钱正海应邀参加了本次高端论坛并作德
育工作经验分享。

本届高端论坛采用主题班会观摩点评、 听取德育专家
报告、专题座谈研讨、分小组讨论等形式进行，结合探讨当
前“立德树人、核心素养、工匠精神”等内容，促进联盟成员
德育管理交流、树立典型、共同提升。

在论坛会上，钱正海就“班主任德育能力培养与提升的

制度与行动上的思考”这一主题，结合学院近年来德育工作
的成效从制度建立、 考核激励和培育环境三个方面和大家
进行了分享。钱正海重点阐述了培育环境的重要性：一是示
范的引领很重要。 学校突破性的成果(如世技赛的成绩）可
以成为教师积极向上工作的动力。二是鼓励和包容很重要。
学校在对待班主任方面，“要求要严格，处理要包容”。 德育
工作很难做出轰轰烈烈的事，班主任工作中遇到困难时，学
校要给予更多的支持、指导与鼓励。三是学校美好的愿景很
重要。要树立学校和老师们一个共同的愿景，这样才能形成
一个强大的合力，指引大家齐心协力的向前走。 钱院长的精
彩分享引起了大家强烈的共鸣，赢得了与会人员阵阵掌声。

据悉， 全国职技校德育教育联盟由浙江省机电技师学
院牵头创办，是一个职技院校开放交流的平台，联盟以“共
建共鸣、共融共享、助力职教、服务德育”为宗旨，搭建职业
教育、德育教育的优质生态圈。

近年来，学院坚持高端引领、内涵发展,以生为本、优化
管理，通过建立健全班主任工作制度、班助制度，完善德育
学分制，组建班主任工作室，搭建班级管理交流、学习平台，
创新学生德育工作,协同育人机制，形成了良好的校风与学
风，全面提升育人水平。此次学院应邀参加德育高端论坛并
作德育工作经验的分享， 是兄弟院校对我院德育工作的认
同，也是学院德育工作成果的一个交流与展示。

（院办 陈秀华）
部分内容来源： 职业传媒

热烈祝贺崔兆举同学荣获
第 22届“中国五四青年奖章”

5 月 3 日下午，第 22 届“中
国五四青年奖章”颁奖仪式在团
中央礼堂隆重举行，我院崔兆举
同学作为世界技能大赛金牌选
手荣获本届“中国五四青年奖
章”，并参加了颁奖仪式。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是共
青团中央、全国青联授予中国优
秀青年的最高荣誉，集中展示新
时代青年的精神品格和价值追
求， 激励全国广大青年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在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发挥生
力军和突击队作用。

崔兆举同学在第 44 届世界
技能大赛上取得了瓷砖贴面项

目的金牌 ，展
现了中国优秀
青年精湛的技
艺和良好的道
德风尚，为祖国
赢得了荣誉；同
时他热心公益、
乐于助人，自觉
践行和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 是学院
优秀学生的杰

出代表。
据悉，本届“中国五四青年

奖章” 从 92 名参评人中选出 28
名授予第 22 届“中国青年五四
奖章”，从 30 个参评集体中选出
10 个青年集体，授予“中国青年
五四奖章集体”。 崔兆举同学是
浙江省唯一入选人员，唯一的一
位在校学生，也是所有获表彰人
员中年龄最小的。

在“厚德、励志、崇技、创新”
校训精神的指引下，相信会有越
来越多的像崔兆举一样的同学
涌现出来， 成长为品德优良、技
能精湛的建筑类高技能人才，为
新时代贡献青春力量！

（团委 胡海瑛）

世赛选拔

4 月 27 日上午，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主办，中国建
设教育协会承办， 浙江建设技师学院协办的第 45 届世
界技能大赛住房城乡建设行业全国选拔赛开幕式在浙
江建设技师学院报告厅举行。 住建部人事司副调研员胡
秀梅、中国建设教育协会副秘书长胡晓光、浙江省机电
集团（浙江省职教集团）副总经理陈存法，浙江建设技师
学院院长钱正海、党委书记沈超出席开幕式，各参赛队
伍的带队老师、教练、裁判和参赛选手参加开幕式。 开幕
式由院长助理赵宇主持。

本次选拔赛，共开设 11 个项目，浙江建设技师学院
承担了瓷砖贴面、精细木工两个项目的比赛，共有来自
全国各地的 22 所职业院校和企业的 40 多位选手参加
角逐。

开幕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拉开序幕。
浙江省机电集团（浙江省职教集团）副总
经理陈存法致开幕辞，裁判员代表和参赛
选手代表分别进行了庄严的宣誓,�住建部
人事司副调研员胡秀梅在开幕式上讲话
并宣布第 45 届世界技能大赛住房城乡建
设行业选拔赛开幕。 开幕式结束后，与会
领导在院长钱正海、党委书记沈超的陪同
下参观了实训室并到赛场观摩了比赛。

作为大赛的协办方，浙江建设技师学
院高度重视本次比赛，接到选拔赛的预通
知后，学院第一时间成立了大赛组织机构
和工作小组，明确职责分工，本着公平、公
正、公开、高标准、高质量办赛的要求，对

选拔赛的各项工作进行了周密部署和严格落实，全力做
好选拔赛的组织和后勤保障工作。

作为第 44 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集训基地， 浙江建
设技师学院在世赛上始终秉持开放和共享的理念，曾多
次举办世赛项目培训班，并有着承办高级别、高水平赛
事的丰富经验。 学院将充分发挥“全国建筑类世赛项目
的先锋队和主力军”的作用，以技会友、施展技能、交流
经验， 助力建筑类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再上新台阶，为
世赛建筑类项目在全国的推广贡献浙江智慧与力量！

据悉，本次选拔赛为期两天，胜出者将参加世赛的
全国选拔赛。

（院办 陈秀华）

第 45届世界技能大赛住房城乡建设行业
全国选拔赛在我院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