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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520”说“我爱你”。衢州市柯城
区银河幼儿园组织小朋友们勇敢对妈
妈表白。孩子们还拿着自制的话筒采
访了驰援武汉归来的“英雄妈妈”徐
欣，问了许多他们关心的问题。图为
互动现场。

（本报通讯员 黄红芳 摄）

““英雄妈妈英雄妈妈””，，我爱你我爱你

□本报记者 舒玲玲

一到晚自习时间，永康市职

业技术学校模具171班学生杨

航杰就会出现在实训室，指导技

能集训队的新队员们进行实操

训练。

在去年的全国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上，杨航杰斩获了液压与气

动系统装调与维护项目个人组一

等奖。最近，他还获得了2019年

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奖学金。

“差一点他就与电气类项目

擦肩而过了。”该校电气自动化

专业实训教师陈宏鹏无比庆幸

地说。原来，两年前学校技能集

训队新队员选拔，模具专业的杨

航杰报的是机械类钳工项目，也

成功抢下了最后一个入围名

额。但不服输的他并不满意“最

后一名”的成绩，而且发现电气

类项目的实训也很有意思，便利

用业余时间自学起来。

虽然是从零开始，杨航杰却

在电气类项目上表现出了过人

的天赋，这让爱才惜才的陈宏鹏

大为惊喜，遂将他招至麾下，以

编外队员的身份跟着电气类项

目集训队一起学习、训练。陈宏

鹏还专门给杨航杰补课，从液压

原理、插装阀原理到机电控制、

PLC控制等，帮他建立起电气自

动化的专业逻辑和思维方式。

杨航杰也很努力，他每天第

一个进入实训车间训练，又是最

后一个离开的。毕竟不是专业

学电气的，只有比别人花费更多

时间和精力，才有可能脱颖而

出。所以，有时喊他去食堂吃

饭，他也不为所动，只因为当时

手中的技术难题还没研究透。

“错过饭点，有好几次他都只能

在小卖部买泡面吃。”陈宏鹏笑

着回忆道。

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学期

后集训队再次纳新，杨航杰以项

目考核第一名的成绩顺利入选

了电气类项目技能集训队。当

时，全队共有20多人，只有两个

不是电气专业的。从此，杨航杰

花在训练上的力气更多了。在

家无法进行实操训练，他就在理

论知识上精进自己。遇到难题，

杨航杰就发微信向学长们请教，

把每张气动图都抽丝剥茧、分析

透彻。

去年4月，半路出家的杨航

杰代表金华市参加全国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浙江选拔赛，获得了

液压与气动系统装调与维护项

目二等奖，成功拿到了国赛的入

场券。“因为第一次参加这样的

大赛有点紧张，在操作规范上扣

了分。”赛后，杨航杰那股不服输

的劲头又上来了。他反思自己

原本可以表现得更好的。

备战国赛的日子里，为了让

自己的操作更娴熟、心态更沉稳，

杨航杰再次给自己的训练加码。

除了跟随校队前往湖州、上海等

地学校进行拉练外，他几乎天天

待在实训车间里，埋头苦练。四

五月间天气渐渐炎热起来，杨航

杰从不说苦说累，甚至还在陈宏

鹏的带领下，解决了一项技术难

题。针对国赛中出现的“以更高

精度来显示液压缸的运行速度”

这一新要求，他们反复设计、测算、

调试，终于将误差从±5毫米/秒

精确到了±0.1毫米/秒。

充足的准备给了杨航杰更

多的底气和自信。站上全国职

业院校技能大赛赛场时，他也遇

到了一些小问题，比如“油表指

针不在‘0’的位置”“某个阀门出

现了问题”等，但他很快冷静下

来，努力回想训练中曾经出现过

的类似情况以及当时的解决办

法，告诉自己千万不能出错。最

终，他以优异的临场发挥获得了

一等奖，还因此获得了高职院校

的保送名额。

“我还是希望能在竞赛的路

上再走一程、走远一点。”杨航杰

说，考虑到未来能有更多比赛机

会，他选择了毕业后去义乌工商

职业技术学院继续学习，进一步

精进自己的专业技能，憧憬有一

天能站上世界技能大赛的领奖

台，为国争光。

杨航杰：半路出家的技能达人

本报讯（通讯员 徐玉成）
日前，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大

一学生周晗通过理论答辩和直

播实操考核，顺利拿到了当地人

社局颁发的电商直播专项职业

能力证书。

今年5月，受省人社厅委托，

义乌工商职技院开发完成了全国

首个电商直播专项职业能力考核

规范标准与题库，通过考核者可

获人社部门颁发的电商直播专项

职业能力证书。

电商直播是一项新生事物。

早在2017年，该校就结合市场需

求在该校电子商务、模特与礼

仪、数字媒体艺术设计等专业开

设直播选修课。2018年，学校将

直播课程正式纳入相关专业的教

学计划，开设了电子商务专业

（新媒体方向）。

为探索电商直播的人才培养

模式，义乌工商职技院成立了直

播专创工作室。“一开始还是蛮有

争议的，甚至有人说我是不务正

业。”教师罗永红坦言，他经常带

领学生边学习边实践，在直播间

里练“泳技”，一起销售农特产品、

钻研直播技术。

在鼓励教师练好“内功”的

同时，该校积极整合资源，先后

与义乌“网红直播村”北下朱村

以及电商企业等签署合作协议，

成立电商直播实验班，开设“玩

转新媒体”等课程，共同打造电

商直播达人。

大二学生小周与同学经营

着 3 家拼多多店铺。疫情期间，

每天早上9点到晚上12点，两人

轮流不间断直播。今年年初至

今，销售业绩已达 200 余万元。

接下来，他们还想为产品申请

外观设计专利，并注册自己的商

标。“直播专业人才缺口很大，直

播卖货已成为一种趋势。”小周

说，课堂里学到的直播理论知

识，对实战很有帮助。

此外，义乌工商职技院还与

四川阿坝师范学院共建汶川电商

学院，通过电商直播形式帮助当

地果农增收致富。仅半个月时

间，就帮助当地销售滞销水果10

万余斤。该校还通过举办“打造

‘百名农民主播’，助力乡村振兴”

活动，为来自省内外的农民学员

量身定制电商直播培训，积极引

导农民将手机变成“新农具”。

跟着市场育人才

义乌工商职技院培养“网红”直播

浙财大推出“安心指数”

本报讯（通讯员 赵 蕾 李 雯）想要知道校园里哪些地方人比

较少吗？浙江财经大学找到了好方法。返校的学生只要打开手

机微信，就能看到各个场景的在线人数，数据每10秒更新一次，

非常方便。

为促进返校复学工作的顺利开展，前不久浙财大推出了“小

彩安心指数”，其中包括空闲教室查询、食堂就餐指数、体育馆使

用指数、图书馆空闲指数和图书馆进馆预约等4大场景、5个指

数。其中，食堂就餐指数方便师生了解食堂各区域实时就餐情

况，从而分时段、分区域错峰就餐，降低人群密度，为师生健康安

全提供智能化保障。而图书馆空闲指数和空闲教室查询则方便

学生及时找到空座位，体育场馆使用指数也是如此。

该校信息化办公室、现代教育技术中心副主任孔琳俊介绍，

学生只需扫描二维码后便可接入系统数据。若有师生产生不适

症状，“小彩安心指数”也会第一时间通知与其接触密切的师生，

从而预防二次感染，进一步保障师生的安全。

北仑：
校外培训机构复课前需验收

本报讯（记者 舒玲玲 通讯员 杨 阳）日前，宁波市北仑

区启动了校外培训机构复工复课标准验收检查，并颁发了首批

“验收合格证明”。

为加强对校外培训机构的联防联控，北仑区率先建立了“街

道吹哨、部门报到”长效联防机制，即由所辖街道依托网格化管理

体系，开展所在区域校外培训市场的日常巡查，协调北仑区相关

部门开展校外培训市场联合执法。该区要求所有校外培训机构

都要在场所显要位置、醒目区域设置疫情防控办法和突发公共安

全性疾病的宣传提示，合理控制同一时段内的学员数量；要坚持

物防技防人防并重，除检查机构防控措施、物资、设备外，还通过

开展机构法人安全培训、现场问卷调查等方式，检验真实成效；要

坚决取缔无证无照机构，对不符合条件违规复课或疫情防控流于

形式的机构及时查处。

目前，该区118家机构超过3万名师生均已建立“一人一表”

档案，并申报了“培训学校健康码”。截至目前，全区共有96家校

外培训机构向区教育局递交了复课申请，实际已验收84家、合格

81家、不合格3家。

复学后，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学院特别开展了课前锻炼十
分钟活动，在实训课、课堂教学中加入学校教师自编的简易操类运
动，帮助学生通过每日锻炼恢复体能。图为学生在课前开展健身
锻炼。 （本报通讯员 胡扬辉 包筱玲 摄）

□许艳丽

近段时间以来，教师在课堂上组织

学生给偶像应援、在网课视频中宣传偶

像等事件频频诉诸网络，引发网友热

议。教育部门也对相关涉事教师作出了

检讨、停职等处理。

在多元文化、多向思维的时代，教

师也可以有多项爱好。尤其是年轻教

师，他们作为新新人类，追求时尚、迷恋

偶像，并不算什么原则问题，只要追星

活动发生在工作之余，都属于个人行

为。然而，教师不仅仅是普通的社会

人，他们还是人民教师，在承担教育职

责的过程中，扮演的是教育者的角色。

所以，以教师身份出现在公众与学

生面前，一定要考虑社会影响力，考虑

自身的角色定位。教师行无言之教，其

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蕴含着丰富的

教育因素，都会产生明确的价值导向，

都会有意无意地影响学生的思想、行为

和价值观。

教师在学生面前追星，追捧自己的

偶像，已经不是纯粹的个人行为。利用

公务行为追星，实质上也是在利用自身

的公权力，满足个人的追星意图。从严

格意义上讲，这也是滥用职权的表现，

是教师职业道德的迷失。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他们的思想

可塑性较强，在这个阶段，实施积极正

确的引导很有必要。娱乐圈本来就是浮

躁的，光鲜的外表、闪耀的灯光、热烈的

场面，容易使人狂躁不安、意乱情迷。

青少年本来就缺少必要的判断力与思想

定力，很难把握这纷繁复杂的局面，如

若教师再施以错误的引导，那么，对学

生的伤害无疑是巨大的。

自从踏上讲台的那一刻，教师就不

再是普通的社会人。教书育人是其身上

的责任，也是社会赋予的使命。教师要

通过自身的教育教学行为，引导青少年

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

观，让学生明辨是非，向榜样学习，向道

德高尚的正人君子、仁人志士、革命先

烈、时代楷模学习，确立真正的道德明

星，才是正确的追星之路。

只有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保持必

要的警醒，检视自己的行为，努力做一

名道德高尚的人，坚守职业道德底线，

维护教师身份形象，对学生实施正确的

引导，才无愧于人民教师的称号，才能

引导自己的学生做一名思想道德高尚的

新时代好学生。

课堂上追星是职业道德迷失

桐庐建青创学堂助大学生成长

本报讯（通讯员 陶 元 周超波）桐庐“青创学堂”于近日开

班。作为首届青创导师团一员，来自君山众创空间的负责人臧宇，

与大家分享了他的创业历程。

成立青创学堂的目的是为即将走出象牙塔的大学生和有创业

想法的年轻人传授宝贵创业经验，帮助青年人才少走弯路，加速成

长。“青创学堂作为人才工作的又一个新载体，下一步我们将通过线

上线下的活动，帮助毕业的大学生们成长为创新驱动发展的生力

军。”桐庐县委组织部人才办副主任宋立鹏表示，以后还将通过这一

平台，不断发现人才、挖掘人才，为桐庐培养更多青年人才。

据介绍，首届青创导师中有第43届世界技能大赛喷漆项目冠军、

有乡村民宿创始人、有从事农业发展的创业者等，他们在乡村振兴、农

村电商等领域都取得了不俗的业绩。“听了这么多家乡优秀创业人才

的经验介绍，其实，机会无处不在，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机会来学习。”

浙江科技学院大四学生胡佳炜听了之后如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