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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木工是非常传统的工艺，看着这些玩惯了游戏的零零后们，手
里或推着刨子，或拉着锯子，或是在木头上画着线，每个人都是那么专
注又充满了自信，一块朴实无华的木头，经过他们的手之后就被赋予了
生命。我们欣喜地看到了传统工艺在年轻人身上得到传承。这些新设项
目将技能的专业性和趣味性有机结合，让学生快乐参与，快乐竞技，快
乐成长。

掌声响起来———
2017 年的金秋之夜
阿联酋阿布扎比，这个陌生的城市
已经铸起一道记忆之城
第 44 届世界技能大赛
光彩夺目
一个披着头巾的阿拉伯人
用生硬的中文喊出：

兆举！

一匹黄色的千里马
披着鲜艳的五星红旗
纵身跃上
世界之巅！

你从中国来，你从浙江来
你是浙江建设技师学院的年轻学子
你是四十载光华日月铸就的
一抹彩虹

掌声响起来———
1978 年的美丽春天
半山青葱 皋亭翠微
建筑安装的名字
伴着改革开放的大潮
奔涌在浙江大地
拔地而起的高楼 跨越江河的大桥
金碧辉煌的殿堂 绵延万里的平川
烙上了
浙江建安人的身影

校园里的桂花树知道
总有新的脸庞来嗅她的芬芳
一年又一年
三千个稚嫩的孩子
已经茁壮成长

他们带着希望与梦想
风雨无阻 阔步昂首
拼搏在人生的道路上

校园里的桂花树也知道
总有熟悉的面孔在她周围
除草 洒水 劳作 耕耘
她们像母亲般温柔 慈爱
他们像父亲般刚毅 勇敢
他们是爱的化身
他们是浙江建安永远的守护神

从教学到科研
从实训到校企合作
从省重点技校到国家重点技校
建安人扎扎实实走出了一条
建筑技工办学的特色之路

掌声响起来———
2015 年的火热夏天
一个崭新的名字赋予建安人———
浙江建设技师学院
宛如烈日艳阳
迎来新的时代

从草木华兹的半山到绿水茵茵的富春江畔
四十个春夏秋冬
成为 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集训基地
成为 世界冠军的摇篮
成为 中国青年大国工匠的骄傲

是面积的增长 设备的增加
更是实力的累积 创新发展的硕果
新的起点 新的时代
让我们
犹如那举世无双的钱江大潮
再次拍起 惊涛骇浪！

当当职职教教周周遇遇上上技技能能节节，，它它们们会会擦擦出出怎怎样样的的火火花花
———学院第十一届技能节掠影

母校华诞，时至不惑之年，回首望其萧瑟，历
经磨难，饱受风霜，虽坎坷难行，亦能披荆斩棘，
时至今日，终成鱼跃龙门之势，一飞而冲天。 因而
大幸，当作此篇。

富春江畔，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两涘坐落群
山，山为水铸情，水因山溢美。 群山之间，孕有一
校，名曰:浙江建设技师学院。

本校创于戊午之初，故居于半山之下，授予
学子匠人巧技，人文道理，因而有所广益。 创校之
初，筚路蓝缕，屋舍参差不齐，虽资陋，然先者不畏
其艰苦，兢兢业业，以俱兴达为己任。 有后来者，秉
其先志，大刀阔斧，变法图强，立八字校训:厚德、
励志、崇技、创新。 器识其中，文艺其从，博采众长，
方得今日建设技师之雏形。

孟子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
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
为。 遂屋之陋，不掩璀璨之明珠;境之艰，难阻出
海之蛟龙。 诸位先师，笃志笃行，终能偏据一方，
于建设一道小有威名。 七朱八白，建仡仡高楼，三
绿二青，筑通天广厦。 朱门绿瓦，装深巷古宅;金
砖银箔，饰辉煌宫殿。

光阴荏苒，年复一年，满堂桃李遍天下；五湖
四海，三山五岳，何处不能展抱负？ 华夏有九州，
九州皆行留。 负重致远，百舸争流；为国为民，绝
无保留。

丙申之年，迁址富阳。 欲取陶潜隐于山市之

意，四面环山，山穷见水，水流湍急，尤为清冽。 人
道黄子久曾于此间作画，数年揣摩，刻画入微，呕
心沥血，作得一画，谓之:《富春山居图》。 然此画
一出，名动天下，本校亦如此矣。

时居富阳一年有余，崔、顾二才俊远赴中东
竞技世赛。 崔夺一金，顾获一优胜，战绩辉煌，世
赛同仁难以望其项背！ 同为校友， 亦有殊荣，大
庆，以贺英雄归。 兄弟院校闻讯来访，欲取真经以
鉴之。 其实无他，厚德、励志、崇技、创新八字而
已。 从此群英荟萃，以技会友，三日一小比，五日
一大试，岂不盛哉！

技师学子，技艺超群，文采韬略，亦可称赞。 早
有校园诗集《蓬莱文章建安骨》，诸多学长留有墨
宝。无论笔墨，或是丹青，皆造诣非凡。然应秉持谦
逊，胸有沟壑而不露，虚怀若谷，此别无他意，技师
学子应如是，饱有中古遗风。

展望校庆之日，必定载歌载舞，四十年英才汇
聚一堂，或初茅庐，或鬓微霜，皆是浙建学子，皆能以
校为傲。 只愿我校朝气蓬勃，永风华正茂。

写至篇尾 ，仍喜不自胜 ，学生不才 ，应景作
诗，抛砖引玉，请师长共赏:

即日将迎校诞辰，远游学子当归家。 昔年芳华
今益盛，师生叙情话桑麻。 四十年来苦求乐，朝朝暮
暮无闲暇。 师生合力传薪火，共创辉煌成佳话！

5 月 9 日-10 日是什么日子， 是属于
我院全体同学的技能盛宴， 学院一年一度
的技能节。 你看，教学楼、实训楼、操场和校
园道路都成了他们的赛场。 从砌筑到插花、
从手工木工到电梯应急演练， 从点钞大赛
到纸牌搭塔……32 个比赛项目，从大俗到
大雅，从传统到现代，只有你想不到，没有
我们做不到的。

本届技能节，恰逢职教周，当它们相遇会
擦出怎样的火花呢？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回顾
技能节比赛的精彩瞬间吧！

实训楼前的校园道路上， 几个男生扛
着红黑双面尺向前飞奔， 找好测站就保持
静止纹丝不动，确保尺子的稳定；观测的同
学也是快马加鞭，对中、整平，测量；记录的
同学则是仔细地核对每一组数据， 然后记
录、检查，确保准确率。在烈日下，平时嬉笑
打闹的男生，这时候都是一脸的严肃，个个
争分夺秒。 原来他们正在参加四等水准测
量比赛。

“各就各位，预备！”在田径场上，随着裁判员的一声哨响，身着消防
服的选手们拎着灭火器冲向火源，拔销灭火，一气呵成。 这里正在举办
第一届消防技能运动会， 精彩同样不容错过哦！ 运动会上的应急灭火
项目包含了水带展开及连接、消防服穿戴及灭火器的使用等三项内容，
活动采用接力的方式，让更多的学生体验整个扑灭初起火灾的过程；而
竞赛的形式更是提高了学生参与演习活动的积极性， 让演习效果更贴
近实战的气氛，切实锻炼了学生面对紧张场面保持沉着冷静的心态。

本次技能节比赛项目中，参赛选手最多的要数纸牌搭塔了。 纸牌搭塔
项目自从设立以来，就广受欢迎，今年有近 260 人参赛。这个比赛主要是考
察学生的首脑并用能力，培养团体之间默契和合作能力。 随着裁判一声令
下，选手们脑洞大开，小小的纸牌在手里很快地呈现出不同的姿态，高度也
在不断地被刷新，令观众惊叹不已！不远处的实训室里，参加结构模型制作

比赛的同学，正在快速地把白纸卷成受力杆
件，然后打孔穿线连接成结构框架，进而模
拟出建筑结构的受力状态。 每个团队的同
学分工明确、各司其职：测量、裁纸、卷纸、打
孔、穿线连接，忙而不乱，乐在其中！ 为了检
验结构模型受力情况，裁判老师还要进行加
载试验。 为了更好的检验结果，平时大大咧
咧的男生们这时候都小心翼翼，每一块砖都
轻拿轻放，生怕不小心影响了成绩。

除了传统的项目，今年我们还新增设了电梯应急演练、视频监控与报警
系统的接线调试和手工木工比赛。 电梯应急演练比赛主要针对电梯发生故
障时，被困轿厢的人员通过轿内紧急报警装置与监控值班人员取得联系，并
告知被困情况。 监控值班人员经确认后，通知维修人员赶赴现场实施救援的
特设情境，考查学生具体应急救援措施实施的专业性。

和测量比赛相比， 花艺设计显然
赋予了更多的艺术气息。 该项目采用
自然界的鲜花、叶草为材料，通过艺术

加工，在不同的线条和造型变化中，融
入一定思想和情感而完成作品。 一个
个各具寓意的造型在一双双灵巧的手
中呈现：这边的“感恩”刚完成，那边的
“微笑”就蓬勃展现；这边有花开富贵，
那边有繁星点点……漂亮的花艺设计
作品几近专业水准。 经过两个小时的
激烈角逐，15 组风格各异、 独具特色
的花艺设计作品一一展现。 “活动的意
义不在于拿奖， 而是享受其中美的过
程，快乐的过程。 ”大家开心地说。

掌掌声声响响起起来来
基础教学部 张馥洁

建建设设技技师师赋赋
———有感母校四十华诞乃作此赋

16 施高班 马奔

四十寒暑克难艰，
培育人才万万千。
往事回首留城北，
俊杰举目望城南。

佳绩佳话经常传，
欢天喜地迎华诞。
半山已随昨日去，
高桥大写谱新篇。

四四十十华华诞诞谱谱新新篇篇
退休教师 周宏伟

编者按：为庆祝建校 40 周年，我院举办了以"喜迎校庆，谱写学院新篇章"为主题的征文大赛，征集到了大量优秀作品，经过评选，有 50 多篇作品获奖，现将部分佳作予以选登。
诗诗歌歌

为期两天的技能节很快
就在精彩的晚会中降下帷幕。
本次技能节共吸引了近 2000
人次参加比赛，经过两天的角
逐，共有来自四个专业系部的
近 800 位选手获奖。

同学们通过技能竞赛，切
磋技艺、交流技术、提高技能，
培养了团队合作精神，进一步
弘扬了“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在“厚德、励志、崇技、创新”校
训精神的指引下，越来越多的同学通过各级各类的技能舞台得到锻炼与提高，成长
为新时代建筑类高技能人才。 （院办 陈秀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