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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落实好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
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信，9月 26日，我
院邀请武警士官学院李红丽副教授在报告厅作
国防教育专题讲座。讲座由基础教学部祝登峰
老师主持，来自全校 80多个班级的 300多名学
生代表聆听了本次讲座。

李教授结合当前国际形势，聚焦建国以来
国防建设的巨大变化，以开阔的视野、详实的资
料和丰富的实践阅历，深入浅出地分析了我国
周边面临的安全形势与挑战，并从我国国防基

本情况、军事发展状况和维护安全采取的战略
举措等方面，进行了系统阐释和深入讲解。讲座
站位高远、内容丰富、深入浅出，与会师生对我
国国防安全形势和政策有了更全面系统的了
解，正确认识到国防建设所面临的挑战。

讲座过程中亮点纷呈，精彩的内容引起台
下同学广泛共鸣，自发跟唱起《我和我的祖国》，
瞬间将会场氛围推向高潮。
在祖国日益强大的今天，同学们的爱国之

情溢于言表，大家纷纷表示，在今后的学习和生
活中，一定牢固树立国防观念和民族情怀，认清

国内外形势，理性看待当前国家安全形势，坚定
信念，居安思危，自觉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
结，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量。

我院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及意识形态工
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之际，通过
开展“我和我的祖国”微视频比赛、“我和祖国共
成长”黑板报评比、《建国大业》观后感征文比赛
等多种形式的庆祝活动，弘扬了伟大的爱国主
义精神，充分展现了我院师生良好的精神风貌
和爱国热情。 （基础教学部 吉庆）

国防教育进校园 同心共筑强国梦
———我院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专题讲座

优秀！我院 7位选手
位列全国大赛“百强精英”榜

9月 21日，第七届全国高等
院校建筑软件技能认证大赛———全
国精英百强赛落下帷幕，我院 7位
选手与 440余名来自本科、高职院
校的选手同台竞技。经过激烈角逐，
徐振洋同学脱颖而出，荣获一等奖，
徐锦锋、吴杰、姚宇凡获得二等奖，
杨艳梅、姚宇浩、陈彦江分获三等
奖，7人位列百强榜。

据悉，此次大赛由来自 220所
本科、高职院校的 450人参加，且参
加人员均为在今年 5月举行的第七
届全国高等院校建筑软件技能认证
大赛中的佼佼者。在该项赛事中，我
院 RD队在专科组名列第一，获得团队组特等
奖，并包揽个人榜浙江省前三名。参赛的徐振洋
等 7位参赛选手由此入围此次精英百强赛参赛
名单。

为迎接此次大赛，我院经济管理系徐振
洋、徐锦锋、杨艳梅等 7位选手在杨彦武、夏辰
蔚老师的指导下进行赛前训练和培训。他们充
分利用备赛时间，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日以
继夜地奋战，经过 3个月的艰苦培训和不懈努
力，7位选手均成功挺进百强。“在这样高级别

的全国性赛事中，同学们不畏强敌，敢于迎难
而上，精益求精，并且能够获得好成绩，我为他
们感到自豪”指导老师杨彦武满是欣喜。

通过全国大赛的锤炼，选手们不仅提高了
BIM算量的专业技能，更增强了团队合作意
识；指导老师在不断参赛中专业指导能力也到
得到了锻炼。同时，这一优异的成绩的取得，也
是我院一体化教学改革的阶段性成果，充分彰
显了我院的综合办学实力。

（经济管理系 杨彦武 郭靓）

“红色资源”+“实践教育”以初心共育时代新人
———我院思想政治实践教育基地落户抗日战争胜利浙江受降纪念馆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加
强和改进学院思想政治工作，充分挖掘社会思
想政治教育资源，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9
月 24日下午，学院思想政治实践教育基地落
户抗日战争胜利浙江受降纪念馆，并顺利举行
揭牌仪式。学院党委书记沈超、纪念馆馆长方

健出席揭牌仪式，百余位师
生共同参加。
沈超书记在揭牌仪式上

作了讲话。他指出，今天的揭
牌仪式是贯彻落实《爱国主
义教育实施纲要》和习近平
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师座谈会上讲话精神的
重要举措，是我院弘扬和培
育民族精神、全面提高学生
素质的一件大事。自搬入富
阳高教园区以来，我院多次
组织师生参观了纪念馆。此

次共建思想政治实践教育基地，是我院同受降
纪念馆深化合作的一个新起点，相信通过双方
的共同努力，实践基地一定能够发挥切实有效
的育人作用。他同时勉励全体师生要从实践教
育基地汲取无穷的精神力量，励志为国家繁荣
富强，民族复兴奉献青春力量，走好新时代的
长征路。

仪式上，沈超与富阳区文物馆宣教科科长
许珊珊共同为浙江建设技师学院思想政治实
践教育基地揭牌。

随后，在纪念馆工作人员的带领讲解下，
师生们一起参观了抗日战争胜利浙江受降纪
念馆。作为浙江省唯一大型抗战胜利主题纪
念设施，抗日战争胜利浙江受降纪念馆对于
铭记历史，警示后人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这是一次心灵的洗礼、灵魂重塑的过程”。参
观结束后，师生们纷纷表示，将铭记历史，谨
记团结奉献的抗日精神，时刻不忘红色印记，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培育新人、学好技能，报
效祖国。

抗日战争胜利浙江受降纪念馆是浙江省
唯一大型抗战胜利主题纪念馆，全国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我院与纪念馆共建“思想政治实践
教育基地”，进一步丰富了我院思政课实践教
学内容，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促进我院思
想政治工作再上新台阶。

（办公室 包子力）

“一堂好课”杭州市选拔赛中，我院教师斩获多个奖项
近日，在 2019年杭州市技工院校机械、电

工电子专业教师“一堂好课”教学比赛中，我院
安装工程系梁建华、杨颖和刘军三位老师经过
激烈比拼，满载而归。梁建华获得电工电子专
业组二等奖，并以全市第二名的好成绩挺进省
赛，刘军、杨颖分获机械专业组、电工电子专业
组三等奖。

根据比赛要求，每位参赛选手应依据各专
业（学科）具体情况，教材和相应的课程标准，
选择一个章节或者知识点，上 40分钟一堂课。
学院三位老师在完成教学作品“规定动作”的
同时，巧妙地将爱国主义、新中国 70华诞等特
色元素与课堂相结合，全面展示了一堂课程的
教学环节，收获了评委们的一致肯定。

赛前，我院就组建了经验丰富的团队与参
赛老师密切配合，精诚合作，不断对教学设计
文本细致打磨，从教学内容选取、设计思路、教
学手段、教态语速、板书、视频拍摄等多方面反

复研讨，营造了良好的备赛氛
围，为三位教师此次成绩的取
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青年教师是学院发展的
中坚力量，学院坚持以锤炼青
年教师教学能力、加强师德师
风建设为着力点，以赛促
教，充分发挥教学竞赛在
提升教师职业能力水平
中的引领示范作用，鼓励
和引导青年教师适应
信息化时代教育技术
变革，在竞争、切磋中
练就过硬的基本功，努
力打造一支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
功底、有仁爱之心的高素质、专业化的青年教
师队伍。

据悉，本次比赛由浙江省职业技能教学研

究所主办，旨在激发技工院校广大教师积极开
展课堂教学研究, 进一步提升课堂教学水平，
提高教学质量。

（安装工程系 杨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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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9至 10日，由杭
州市教育局职成教研究室
主办的杭州市中等职业学
校工美专业教师色彩风景
写生竞赛在临安龙门秘境
举行，全市近 50位工美专
业教师参加竞赛。我院建
筑艺术系教师胡健参赛，
并以最高分一举夺魁，荣
获一等奖（第一名）。

10日上午 8点，老师
们带上工具，来到预先确
定的写生点，用心去观察，
用画笔去记录，用情感去
展现，每一幅作品都凝聚
着了中职工美专业教师扎
实的专业基本功和对龙门
秘境美丽风光的感悟。胡
健老师更是以饱满的热情
全身心投入到创作中，克
服客场作战的陌生感和舟
车劳顿的疲惫感，顺利完
成创作。

经过三小时的比拼，
涌现了大量优秀作品。在
评比环节，由省级专家组
成的评委团以“高标准严
要求”的态度为各位选手
的作品打分。凭借扎实的
美术技艺和出色的现场发
挥，胡健老师的作品最终
赢得了评委们的一致好
评，一举夺魁。

学院高度重视此次比
赛，赛前迅速响应，组织专
业教师参加比赛。在时间
紧任务重的情况下，胡健
老师白天完成高质量的授
课工作，业余时间积极练
习备战。“桃李芬芳结硕
果，光阴流转印足迹”，本
次获得全市中职工美专业
教师色彩风景写生比赛第
一名就是对胡健老师的最
佳褒奖。值得一提的是，在
去年的全省技工类院校建
筑与艺术应用教研组绘画
比赛中，胡健老师也参赛
并取得了一等奖（第一名）
的优异成绩。

以赛促学，以赛促训，
以赛促教。从市赛、省赛到
国赛，参与各级各类的专
业赛事，既是专业教师间
互相交流学习的机会，更
是学院对青年教师教学专
业技能的检阅，同时也能
有力展示教师的业务技
能。通过备赛、参赛，进一
步提升了我院教师教育教
学能力，开拓了他们专业
视野和绘画技巧，更促进
了学院专业建设与发展，
助力学院一体化教学改革
不断走深、走实。
（建筑艺术系 刘轶奇）

胡健老师的获奖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