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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人的
一生什么最重要
吗？没错，当然是生
命。 生命对每个人
都只有一次，可是
每天却有 40 人因
为溺水而死亡。 为
了避免类似的悲剧
在我们身边发生，
让我们的生命更精
彩，6月 5日下午, 学院特别邀请了杭州市游泳救生协会的志
愿者为大家做“学会游泳 预防溺水”安全教育专题讲座。

来自杭州市游泳救生协会的胡老师首先为大家介绍了救
生圈的选择和使用：为了防止救生圈漏气变形，要选用软木类
救生圈。 接着他告诉大家遇到紧急情况该怎么开展自救和救
援：当遇到紧急情况，大家千万不要慌张，借助“大字飘”可以
自救；当遇到有人落水，要学会求助大人帮忙施救，也可以借
助外物施救，最后才是徒手施救，但是一定要确保自身安全。

当讲座进入“模拟施救环节”时，同学们都自告奋勇地
要上台去体验一回，参与模拟施救。一名志愿者做溺水者，
三名同学分别演示徒手施救和借助竹竿施救的方法。胡老
师亲自示范纠正错误动作，让同学们更加直观地了解到怎
样才能正确自救和施救，他告诫同学们不要鲁莽施救。

最后胡老师请大家牢记“六不”原则：即不私自下水游
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的情况下
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
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讲
座在同学们的热烈掌声中圆满结束。

通过本次预防溺水安全教育专题讲座，进一步强化了
同学们的安全意识，提高了自防自救的能力，为平安校园
建设进一步夯实了基础。“预防溺水，珍爱生命”，唯有如
此，我们的生命才能更精彩。 (学生管理处 王振帅)

生命因安全而精彩
———学院举办预防溺水安全教育

专题讲座活动

曲曲水水流流觞觞 古古韵韵今今传传
———我院勇夺 2018 技工院校学生传统文化知识竞赛桂冠

5 月 24 日， 由浙江省职业技能教学研究所主
办的 2018 年全省技工院校学生传统文化知识学
习与竞赛活动在绍兴技师学院圆满落下帷幕。 共
有来自全省 44 支代表队的 130 余名学生参加比
赛，经过激烈角逐，我院马奔同学荣获一等奖（全
省第一名）；吴佳洪、余慧荣获二等奖；杨雪、邵振
邦、朱粒粒荣获三等奖；顾煜姣老师荣获优秀指导
教师奖。

本次比赛分初赛（杭州市选拔赛）和决赛（省
赛）两个阶段，在杭州市的选拔赛中我院有 6 名选
手成功晋级决赛。 从市赛到省赛，时间只有短短的
两个星期，面对高手如云的省赛，选手和指导教师

们可谓争分夺秒，利用一切可用的时间紧张备赛。
选手们告别了游戏和娱乐全身心地投入集训中；
指导老师们放弃休息时间， 在完成日常教学任务
的同时精心指导。 在师生的共同努力下终于结出
了芬芳的果实。

中华传统文化犹如一座取之不尽的宝藏，历
久弥新，令人沉醉。 本次知识竞赛的开展，进一步
弘扬和传承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提高了同
学们的文化素养和人文精神， 在全校范围内营造
了积极向上的传统文化学习氛围， 同时也加强了
学院对中华传统文化知识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基础教学部 吉庆）

见微知著 我为电梯“保驾护航”
为让同学们重视技能学习过程中的

安全操作规程，增强特种设备安全工作的
责任感和使命感，5 月 16 日下午, 学院特
别邀请了西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秦东方
主任给相关专业教师以及 14 级、15 级和
16 级楼宇自动控制专业的同学, 在学院
901 会议室进行了关于特种设备安全知识
及相关法律法规的精彩讲座。

讲座以经验分享的形式从特种设备
基础知识、特种设备事故案例以及特种设
备安全管理法律体系、主体责任和法律责
任等五部分展开。

秦主任强调，特种设备的安全使用
和维护直接关系着人民群众的生命和
财产安全，同学们应树立特种设备安全
意识，认真学习电梯安全管理的法律法
规，掌握电梯安全运行、日常维护保养

的注意事项以及电梯事故隐患排查和
应急救援的规范操作，强化作为电梯从
业人员的业务素质。 同时，秦主任还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进
行了深入的讲解，向同学们普及电梯安
全使用注意事项，并结合电梯事故案例
分析与同学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本次
讲座在同学们的阵阵热烈掌声中圆满

结束。
为确保实训教学安全、有序地开展，我

院在日常实训管理中一直注重加强安全教
育。 通过此次讲座， 进一步丰富了同学们
的安全生产知识，提高了大家对特种设备
安全生产重要性的认识， 增强了社会责任
感。

（安装工程系 杨敏） “班级管理应
从寝室管理开始。”6
月1日下午，在浙江
建设技师学院行政
楼 901 会议室，班
主任工作咨询室王
振帅老师就“小寝
室，大德育”这一主
题，与老师们进行了
深入交流与分享。

王老师语言幽默，以所带班级学生为例，生动地讲述在
寝室里发生的一个个小故事。他同时运用各项大数据（如：在
校学生情况统计、学生一周时间分布统计、在校生发生冲突
场所分布统计）来论证：寝室管理对班级管理的重要性。

多年的实践和研究，使王老师对寝室管理的方法有着独
到的见解。在交流中，王老师从维护寝室秩序、违纪处理策略、
人际关系和行为管理等方面逐一展开阐述。 王老师认为：寝
室作为学生生活休息的主要场所，是学校育人的“第二课堂”，
同时也是德育建设的重要阵地。 寝室管理的好坏不仅直接反
映了班级管理的水平，更能影响学生后续的学习生活。

王老师从生活上、学习上处处关心学生，学生也把王老
师看作一个可靠的大哥哥，师生关系非常融洽。王老师的生
日到了，贴心、懂事的学生自发给他制作了生日祝福视频。
视频中， 班级里所有的学生在寝室里用自己独特的方式给
王老师送来了生日祝福。 一张张洋溢着青春的笑脸，稚嫩却
真诚。 作为一名班主任，这就是最幸福的时刻了吧。

王振帅老师以“寝室”为起点，搭建了一座与学生沟
通的桥梁，拉近了和学生之间的距离，培养了学生良好的
生活习惯，促进了学生集体荣誉感的形成，也为班级学风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王老师的精彩分享给与会的老师们
班级管理工作带来了更多的灵感和启发。

学院班主任工作咨询室自成立以来， 通过示范引领、
交流分享、诊断分析，不断加强班主任专业能力建设，在班
级管理中给予班主任更多的指导与帮助，使他们的班级管
理能力得到了较快的提升，促进了班主任队伍的专业化发
展，进一步夯实了德育工作基础。 （基础教学部 沈佳惠）

潜心耕耘 静待花开
———小寝室，大德育经验分享会

4 月 17 日下午， 伴随着激昂的团歌，
我院以“学团章，做合格共产主义接班人”
为主题的团课在报告厅隆重举行，副院长
干杏芬，学生管理处主任黄建蓉及各班团
支部书记、优秀学生干部代表参加了团课
学习。 团课由学院团委书记胡海瑛主持，
副院长干杏芬作重要讲话。

干杏芬指出，团课是提高团员思想理
论水平和政治素质的有效途径，本次团课
是学院“学团章，做合格共产主义接班人”
系列主题教育活动之一，是学院德育工作
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希望广大同学要珍惜
学习机会，在学中思考，在思考中实践，积
极争做合格的共产主义接班人。

本次团课特别邀请了杭州市团校的谷
云峰教授以《实现中国梦 青春勇担当》为

主题进行专题讲座。 谷教授用一
个幽默的“段子”带领同学们开启
本次团课之旅， 他用幽默风趣的
语言、 生动活泼的例子由浅入深
地为大家讲解十九大精神， 并用
习总书记对青年人的寄语“青年
强，则国家强”来号召广大同学积
极参加社团活动、社会实践、志愿
服务，做一个有理想、有信念、有
本领、敢担当的新时代青年，随时
为党和国家奉献青春与力量。

最后， 团委书记胡海瑛对本
次主题教育活动提出希望： 广大学生团员
积极参与到活动中来，不断提高思想认识，
严于律己， 把团课所学的理念融会贯通到
平时学习、生活中，做一个讲政治、有信念，

讲规矩、有纪律，讲道德、有品行、讲奉献、
有作为的“四讲四有”合格团员，为做合格
共产主义接班人而努力奋斗。

（团委 胡海瑛）

学院团委举办“学团章
做合格共产主义接班人”主题团课

5 月 25 日下午，学院行政楼 901 会议
室门口站着两位憨态可掬的玩偶，会议室
里面也经过精心布置，志愿者们热情地欢
迎老师们的到来。 这是在做什么呀！ 仔细
一打听，原来是学院班主任工作咨询室曹
冰梅老师带着大家搞活动了！

活动现场
刚进会场就看到圆形座位区，瞬间拉

近了老师之间的距离，每位进场的老师都
被发了一张爱心型的数字贴，原来是为后
面的活动分组做准备。

曹老师用“别样点名”的小活动拉开了
团辅的序幕， 相信大家都有过上课被点名
的经历， 小编这次体验了一个别样的点名
方法，既可以让学生之间相互熟悉，又可以
活跃气氛。“侯莹莹！”（曹老师喊道）“到！”
（两边的老师立刻起身，为美女老师摆出热
情欢迎的手势），不一会儿，会场里就传出

阵阵欢笑声， 紧接着曹老师问：“大家觉得
这个活动可以在什么时间做比较好？ ”大家
纷纷表示在开学初或者开学第一课。

随着现场气氛的不断高涨，曹老师给
大家介绍了团辅活动的设计以及在班级
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并带领大家一起体验
了团辅小游戏的乐趣与魅力。 曹老师首先
带领大家一起体验了“抓手指”热身活动，
活动很好地调动起了老师们积极参与的
热情。 看，大家脸上都洋溢着快乐的笑容！
同时老师们也都纷纷表达了自己的内心感
受以及对活动的认识。

正当大家沉浸在活动带来的乐趣中
时， 曹老师的小助手们给每位老师分发了
一张彩色小纸片，原来这是在为另一个活
动做准备。 活动叫做“我说你裁”，曹老师
首先让大家闭上双眼，跟着指导语对小纸
片进行撕角，过程中不允许交头接耳，不能
进行发问。 当曹老师让大家睁开双眼，展
开卡片时，大家都很吃惊，同样的指导语，
每个人的作品都不一样， 这是为什么呢？
小伙伴们可以思考下哦！

接着，曹老师又带着大家体验了趣味
游戏———“马兰花开”。“马兰花开”、“开几
朵”、“开三朵、五朵、六朵”，老师们抱团开
花，就这样，我们的老师们被分成了四个小
组。 曹老师让四个组的老师代表抽签，依
次分发西游记里面的人物卡片，让各组分

析人物的优点，看，我们的老师们分析得多
么认真，为你们打 call！

不知不觉， 活动就在一片欢乐声中结
束了。 小伙伴们纷纷表示， 活动有趣而充
满意义，以后在班级管理中，在日常教学中
也多多借鉴团辅小活动， 充分调动学生参
与课堂的热情。 同时， 老师们可以通过开
展相关主题的团辅活动， 来引导学生全面
客观地认识自我， 培养学生良好的人际沟
通能力、 团队合作能力、 解决问题的能力
等，进而提高学生的职业核心能力！

（学生管理处 王振帅）

马兰花开开几朵
———我院班主任工作咨询室开展教师团辅培训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