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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3 日上午 10 点整，期待已久
的 2020 中国（浙江）技能培训教育博览
会线上直播终于开始了，美丽的小姐
姐、帅气的小哥哥准时出现在浙江建
设技师学院的直播间。跟随着直播镜
头、720°VR 全景展示和“小一姐姐带
你云逛技博”，现代化的实训设备、温
馨雅致的样板间、生机勃勃的校园、独
具匠心的作品……一一展现在大家面
前。

而在杭州国际会展中心，以“人力资
本提升之路——产教训融合”为主题的
2020中国（浙江）技能培训教育博览会线

下的观展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在浙
江建设技师学院的展位前，极富特色的
技能作品展示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杭
州2022年第19届亚运会吉祥物宸宸、琮
琮、莲莲，以“醒狮”为设计原型制作的

“小能”“小巧”，它们由瓷砖镶贴而成；构
思巧妙的“浙江窗口”、制作精美的杭州
2022年第19届亚运会会徽，这是我们的
抹灰和油漆工艺作品；学院的LOGO、油
画作品、木工作品、“工匠”艺术字……
这些作品或色彩明快、造型可爱；或线条
柔美、雅致大气，令人赞叹不已！

线上展示中，我们的专业介绍直播

间准时在上午 10 点开启。学院专业教
师化身主播，通过镜头，介绍学院的4个
系部的专业特色、课程设置、师资团队及
就业前景等，全面展示办学成果和办学
特色。点击链接，720°VR全景展示让
大家足不出户就能在手机或电脑前就能
身临其境地参观我们学校的实训室、教
室、宿舍、校园等30个场景，在“云上”就
能逛逛浙江省技工院校十大最美校园。

展会期间，浙江省人社厅副厅长金
林贵等领导来到我院展位前参观，倾听
成果汇报，并对我院在高技能人才培养
方面取得的突出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
兄弟院校同仁也纷纷到学院展位参观交
流。

学 院 对 本 次 技 博 会 参 展 高 度 重
视，对线下和线上的展示都做了周密
的部署和安排，通过线上线下同步参
展，让大家更加直观、全面的了解学院
的校容校貌、办学实力、专业设置、办
学特色。本次参展是对我院高技能人
才培养成果的一次检验，社会各界的
广泛关注与肯定将为学院发展注入新
的动力。

据悉，此次线下展会闭幕后，“云上
技博”系统不受线下限制，将持续进行展
示，广大师生、社会各界依然可以通过平
台观看学院的720°VR全景展示，了解
更多的学院信息。

720°VR全景展示链接：
https://jibo.hrsecn.com/company/129

（办公室 陈秀华）

技博会|720°VR全景展示+直播互动+实地设展
带你走进浙江建设技师学院

根据《浙江省国
资委关于做好秋冬季
省属企业所属院校疫
情防控交叉检查的通
知》精神，11 月 25 日，
省属企业所属院校疫
情防控交叉检查小组
前来我院检查疫情防
控工作，检查组由浙
商职院党委委员、纪
委书记陆江东带队。
学院党委副书记、副
院长徐永良，院长助
理赵宇，相关部门负
责人热情接待陆江东
书记一行，并陪同检
查。

检查小组首先听
取了党委副书记徐永
良所作的学院疫情防
控工作汇报，并通过
实地走访、查阅文件
资料、师生访谈等方
式进行工作检查。

检查小组实地查
看了学校出入口、医
务室、食堂、学生宿
舍、防疫物资储备仓
库以及隔离点等重点
区域防控，重点检查
了学院常态化疫情防
控 各 项 举 措 落 实 情
况。详细了解了学院
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的
设立、工作责任分工、
工作制度设立、疫情
防控每日报告情况、
相关应急处置措施、
生活物资供应保障、
对师生的疫情防控知
识培训等方面内容。

检查小组对学院的疫情防控工作给予了
充分肯定，希望学院能够一以贯之、持续推
进、不断深化，切实做好秋冬季聚集性疫情防
控工作。

党委副书记徐永良表示，疫情防控的交
叉检查进一步深化和促进了我们的疫情防控
工作。师生生命健康高于一切，学院将持续
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和省国资委有关
秋冬季疫情防控的指示和要求，进一步完善
各项防控措施和疫情防控检查常态化机制，
坚持思想不松、策略不变、措施不减,不断织
密疫情防控责任网,确保全体师生的平安健
康，维护学院的安全稳定。

（办公室 陈秀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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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1 至 23 日，浙江省技工
院校数学中心教研组年会在浙江
建设技师学院召开，中心组所有
成员参加。省职业技能教学研究
所教研员季育立、我院副院长干
杏芬出席会议并讲话。

干杏芬副院长对季育立老师
及所有参会人员的到来表示热烈
欢迎，对省人社厅、省职业技能教
学研究所长久以来的支持表示感
谢，并从迁建新校区、特色办学、
立德树人、学科竞赛、世赛佳绩等
方面介绍了学院的相关情况。

在听取了干杏芬副院长的
介绍后，季育立老师充分肯定了
我院教职工吃苦耐劳，顽强拼搏的精
神。同时，他对上一年全省数学竞赛做
了总结并对接下来的数学中心组工作
进行了指导，要求在全省技工院校开展
数学统一测评、对学生数学素养进行摸
底；提高对数学学科教科研的重视，以

赛促教，切实提升各院校学生的数学素
养与水平。

数学中心组组长邢艳对第五届数学
素养知识竞赛进行了总结，并对中心组
2020学年下阶段的工作进行部署。

年会期间，我院两位青年数学老师为

中心组成员做了课例展示。王荷
娜老师的《函数的奇偶性》通过例
题的讲解及小组合作探究的模
式，完成奇偶函数的判定，由浅入
深，使学生掌握了新知，也陪养了
学生团队协作的意识和自主探究
解决问题的能力。郭婷婷老师的

《利用导数求函数的单调性》通过
函数图形直观性的获知函数的增
减性，回顾函数单调性的定义及导
数的定义，两者有机合成，寻找共
同点，再通过过函数曲线上的切线
动态，师生互动，取得了良好的教
学效果。课后中心组专家进行了
评课，就教学构思、设计理念、如何

突出重难点等方面进行了教学研讨。
两天的年会议程圆满完成，活动紧

凑、内容丰富。成员间热烈探讨，有效增
强了全省各技工院校间的交流，也为我院
接下来的数学教学教研工作指明了方向。

（基础教学部 叶青林）

浙江省技工院校数学中心教研组年会在学院举行

11月29日，2020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
竞赛-全国住房和城乡建设行业“中青建
安杯”职业技能竞赛全国决赛在青岛顺利
闭幕。经过激烈争夺，我院学子在钢筋工
和管工两个赛项中双双获得第一名，学院
获颁“突出贡献奖”。

本次竞赛决赛采用理论考试和技能实
操赛制模式，比赛场地设在中青建安集团
承建的青岛国际院士港项目现场。赛项工
种为建筑施工的三个传统工种——“钢筋
工”“管工”“装饰装修”，分职工组和学生组
两个组别。全国决赛在各省市初赛的基础
上，通过层层选拔，共有146名选手脱颖而
出进入决赛。

全国决赛中，我校共派出2组8位选手
分别参加“钢筋工”赛项和“管工”赛项。其
中，陈睿、姚友军、刁伟杰三位同学分别喜
获“钢筋工”赛项学生组金、银、铜牌；邵权
波同学喜获“管工”赛项金牌。同时还荣获

“钢筋工”赛项学生组团体总分第一名、
“管工”赛项学生组团体总分第二名，学院
荣获“突出贡献奖”。

比赛中，我院各参赛选手与来自全国
百余名选手同台竞技、奋勇争先，场下学习
互鉴，取长补短，全方位展现了住房和城乡
建设行业技能人才的专业素养，生动诠释
了工匠精神的价值追求，以实际行动彰显
了技能报国的时代主题。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浙江建设技师学
院坚持走特色发展之路，不断攀登技能人
才培养的新高地，在各类竞赛赛场上不断
取得一项又一项的好成绩，彰显了我院技
能教学、匠心育人的深厚底蕴。

（建筑工程系 安装工程系）

初秋明媚时，学科竞赛忙。10 月 15 日，由
省职业技能教学研究所主办的“浙江省技工院
校第五届学生数学素养知识竞赛”落下帷幕，我
院12位同学荣获一等奖，将近半一等奖名额收
入囊中。

本次竞赛立足培养学生应用数学的能力，关
注学生数学素养和思维品质，要求考生在120分
钟的时间内完成线上试题，全面考查学生的数学
综合素养。考场上，选手们全神贯注，认真审题，
沉着答题。赛场上紧张有序，严肃认真。展现了
我院学生较高的专业素养和良好的精神风貌。

经过两个小时紧张激烈的线上角逐，我院何
许雯、徐隽逸、梁海平、杨洋、许奔、杜亚云、林涛、
王伟、沈叶、杨新顺、王逍境、王荆荆12位同学脱
颖而出，荣获省一等奖，14名同学获省二等奖，7
名同学获省三等奖。此次竞赛共设置全省一等
奖25名，我院获得其中的12个，占比将近50%，总
获奖率高达54%，为全省最高。

成绩的背后离不开“精英团队”数学组老师
们的辛苦付出，指导教师们在完成本职工作的
同时，仍旧克服困难，迎难而上。六位指导教师
分模块讲析，分小组管理，不仅指导竞赛还关注
心理解压。整个备赛过程，急而不慌，忙而不

乱，稳中求进，团结协作。
此外，数学社团在本次备赛中充分发挥了

自己的优势，以老带新，由往届获奖优秀学生向
参赛学生传授有效的学习方法和经验。他们主
动关注参赛学生的心理动态并及时反馈给指导
教师，协助指导教师对参赛学生进行管理。

以赛促学，以赛促教。我院已连续多年参
加此项赛事，均取得了不俗的成绩，特别是在近
两届比赛中，共获得18个一等奖，大大激发了学
生学习数学的热情，调动了学习兴趣，有力促进
了数学学习由单一课本知识向课外综合知识延
伸的转变。同时促使
我院整体数学水
平 得 到 了 进
一步的巩固
与提升，培
养 了 一 支
专业知识扎
实、教学经验
丰富、师德师风
优良、学术水平较高
的青年教师队伍。

（基础教学部 吉庆）

全省数学素养知识竞赛中
我院又将近半一等奖收入囊中

技展“中青建安杯”，
学院学子包揽两赛项金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