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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玥伶 杨 刚 刘 姝

近日，联华华商首家校园社区业态“联

华鲸选·校园park”店在杭州下沙大学城完

成焕新升级。该店是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

院和杭州联华华商集团有限公司合作共建

的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此次升级首创的

“体验+专创”建设模式，是基于校园社区生

活场景打造的新型业态产品供给模式。校

企将携手建设产学研融合基地和科研型社

区零售平台，通过“数智零售实验店”“学生

专创工作室”“劳动教育实践区”等，培养高

素质数字化新零售创新人才。

伴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和共同

富裕示范区的建设，新零售职业教育发展

也迎来了新机遇。此次合作，是浙江经贸

职院与龙头企业合作开展数字化零售人

才培养的又一重大举措。学校与企业将

开展深度合作，发挥各自优势，共同探索

数智零售新技术，开展新技术开发、应用

和推广等工作，以实践研究带动专业教学

和人才培养。

早在2021年，学校就联合浙江省多

所高职院校共同发起成立了浙江数智零

售联盟，旨在站位浙江发展，打造数智零

售工匠摇篮；依托数智经济，优化政校企

商全面合作；践行以人为本，创新连锁人

才培养模式。联盟各会员单位不断加深

沟通，深入挖掘资源优势，推动校企合作

转型升级。

以工商管理学院为例，目前已有稳定

的校企合作基地37家，其中合作3年以上

的达29家，占比78.38%，且大多数为行业

龙头企业。此37家校外实训基地及7家

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年均接收顶岗实习

学生人数为650人左右，校外实训基地安

置率在96%以上。

通过建设校企联合招生、联合培养、

一体化育人的现代学徒制试点，浙江经贸

职院实现了专业人才培养与岗位需求的

精准对接，使得人才培养链和产业链相融

合，目前立项省级教学成果奖2项、省级现

代学徒制试点2项。同时，这一人才培养

模式还在全国12个省份得到推广应用，受

到教育部相关专家赞誉。

学院现有省级产教协同育人项目3

项，入选省产教融合“五个一批”名单3

项，其中1项为连锁经营与管理专业同杭

州联华华商集团孵化的项目“产教融合

协同共育新零售匠人”。同时，合作育人

案例《产教融合共育新零售匠人》入选教

育部提质培优增值赋能典型案例，并被

中国教育网络电视台《增值赋能》栏目刊

发；“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高素质营销技

术技能人才培养”项目入选首批全国职

业教育校企深度合作项目。此外，学校

还被认证为省“数字营销技术、品类管

理、人力资源共享服务”1+X证书试点机

构、“品类管理”1+X证书师资培训机构，

并协助浙江农资集团有限公司成功申报

教育部产教融合基地项目。

校企的深度合作结出累累硕果。学

校获杭州联华华商2018年最佳商业创新

战略合作奖、2019创新商业战略合作联

盟奖、2021年度战略合作最具影响力奖；

获浙江金拱门食品有限公司2021现代学

徒制项目“优质合作院校奖”及2019“最

佳合作伙伴”奖；获评“CCFA连锁经营专

业优秀院校”称号；获顺丰2018年度最佳

校企合作单位奖；获卓强优秀校企合作

院校奖等。

未来，浙江经贸职院将继续与多个行

业龙头企业深度合作，以“培养有家国情

怀、创新意识、数智思维的高素质新零售

经营管理人才”为目标，培养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具备数字化、智慧化零售

管理思维，拥有商业数据挖掘、分析、应用

能力的融合型、应用型管理人才，服务浙

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三新”经济

发展。

校企深度合作，共育高素质数智零售人才
浙江经贸职院打造产学研融合基地和科研型社区零售平台

□杭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应维华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用党的科学

理论武装青年，用党的初心使命感召青

年。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是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将党的二十大精

神第一时间融入思政课是每位思政课教

师的职责和使命。而探清党的二十大精

神融入思政课的逻辑和路径，这是推进

党的二十大精神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

头脑的前提。

首先，要强化问题意识。找到党的

二十大精神与思政课教学内容及大学生

成才之间的关联，这是党的二十大精神

融入思政课的逻辑起点。党的二十大提

出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贯穿其中的

立场观点方法，是思政课教学的指导思

想与最新内容，与思政课教学目标和青

年大学生成长成才紧密联系。

党的二十大报告蕴含的中国化时代

化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的教学内容，讲清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

持并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

立场、观点和方法，有助于大学生掌握认

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工具。党的二

十大报告提出的观点、战略，直接构成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概论”的教学内容，讲清新时代十年的伟

大成就，厘清新征程、新目标、新战略，使

大学生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

信，有助于为大学生成长成才提供正确

的价值导航。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蕴含的

党史观、社会主义发展史观、国情观、中

华民族发展史观，以及“广泛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号召等，是“中国近现

代史纲要”课、“思政道德与法治”课的教

学内容，有助于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

观和价值观，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

其次，要建构问题逻辑。坚持“精”

和“管用”原则，抓住党的二十大精神的

内涵和实质，结合大学生思想实际，注重

逻辑关联，建立“问题锁链”，是党的二十

大精神融入思政课教学的关键。

按照收集问题、整理问题、串联问题

的思路来建构问题逻辑。首先，思政课

教师要通过问卷调查、学生座谈、课堂问

答、网络答疑等形式和途径，收集与党的

二十大精神密切相关的大学生感兴趣的

问题，建立问题库，弄清大学生对党的二

十大精神的认知状况、兴趣所在和疑惑

之处。其次，按照学习宣传党的二十大

精神的遵循“五个牢牢把握”、紧扣“七个

聚焦”的要求，坚持整体把握与突出重

点、知识教育与思想教育、理论宣传与价

值塑造相结合，以有助于实现教学目标

为根本标准，对收集来的各类问题进行

甄别、筛选和归类。最后，把国家发展主

题和学生成长主题结合起来，用党的二

十大精神关照大学生的成长成才，依照

理论逻辑、历史逻辑、认知逻辑等形成

“问题锁链”。

再次，要开展问题导向教学。以问

题为导向，用问题来牵引，通过问题解析

与理论阐释相结合，帮助大学生学习和

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是党的二十大精

神融入思政课教学的基本方略。

在教学内容建构上，要以“问题”为

纽带。比如“什么是中国

式现代化”这一问题，教师

在解析这个问题的时候，

通过展示全面脱贫、推进

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

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等“中国方案”，让大学生进一步

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

化自信。在教学方式选择上，可以通过

专题教学集中讲授，比如从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时代化角度凝练专题，讲清楚“十

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的历

史性成就”的深刻内涵；也可以通过与教

学内容结合进行分散讲授，比如关于我

国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部署可以分别

贯穿到相应的思政课教学内容中去讲

授。在教学设计上，思政课教师应该从

日常生活、时事新闻、历史典故、领袖金

句等引出教学“问题”，创设问题情境，使

之生动形象并富有悬念。坚持理论联系

实际，坚持问题分析与价值引导相结合，

即从科学角度帮助青年学生找到解决问

题的办法和对策，更要从价值角度帮助

青年学生掌握分析问题的立场和方法。

本报讯（通讯员 刘 敏）近日，浙

大宁波理工学院举行“百名法官、检察

官、律师进校园活动”启动仪式。仪式

联合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宁波市人民

检察院、宁波市司法局共同举办。启动

仪式上有关负责人宣读了第一期各10

位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结对名单。之

后，导师们进入各分会场与128名同学

分组座谈。

据了解，浙大宁波理工学院历来重

视法学专业的实践教育。多年来，学校

法学专业坚持培养应用型、复合型、外向

型人才的定位，积极引进优质实践教学

资源，持续开展常驻常派、随堂讲解、实

务操作等实践育人探索，为地方培养了

一大批优秀的法律专门人才。

为深化合作，4家单位还就筹建数

字法治与卓越法律人才培养协同创新中

心达成了基本意向。学校党委书记胡征

宇表示，学校法学专业将以此次活动为

契机，进一步对标新时代法治人才培养

要求，深入探索法学实践育人模式，健全

实践教学体系，为宁波培养更多的杰出

法律人才。

浙财大：思政工作阵地
拓展到学生社区

本报讯（通讯员 赵 蕾）“学生走到哪里，思

政教育就跟到哪里。”近日，浙江财经大学偕行书

院正式启用。该书院建立在学生生活园区，是生

活园区首个集党群活动、师生研讨、图书阅览、文

化交流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共享空间。

“偕行书院是进一步发挥‘一站式’学生社区

重要育人阵地的重要探索，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

的重要阵地。要让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更加贴

近学生生活，将课堂育人、教学区育人延续到学生

生活园区工作中，打通‘三全育人’最后一公里。”

浙财大党委副书记余建森介绍。

目前，学校共有8个学生空间、4个思政空间。师

生可以依托这些活动空间围绕党团活动、生涯指导、

心理辅导、文明寝室、资助育人、国防教育等开展各类

主题教育、学生工作专题会议、沙龙研讨、活动直播

等；也可在活动室复习功课、阅读课外书籍；在考研、

考试阶段还可以将其作为复习备考的活动场所。

“学校按照构建‘大思政’格局的要求，主动融

入‘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服务中心，把学生社区

打造成党建思政工作的高地、服务管理学生的基

地、培养人才的园地、维护校园安全稳定的阵地，

推动形成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格局。”在浙财大

党委书记李金昌看来，思政教育不仅要贴近学生

的需求，更要紧紧贴近学生的生活，时时可见、处

处可见。“‘一站式’学生社区不仅潜移默化地净化

了师生的心灵，而且为学生提供了‘非形式教育机

会’，达到了润物细无声的作用。”

浙传辅导员化身主播
讲述“我们这十年”

本报讯（通讯员 鲍晓伟 高 洁）投身远赴

重洋的“中非梦”，疫情之中踏上万里归途，赶着移

动未来的时代鼓点，见证教育事业破茧化蝶，铸魂

育人递出青春接力棒，化身主播讲述中国好故

事……近日，浙江传媒学院“我们这十年”辅导员

故事会以线上直播形式举行。来自各学院的10

名辅导员分别回忆了自己过去十年的经历，讲述

他们见证中国发展、牢记育人使命的故事。

此次直播进行了75分钟，1.4万人共同分享

了辅导员视角下“浙”十年的故事。2022级文产2

班学生费洋看了直播后将感悟发布在了朋友圈：

“老师们从各自的角度向我们展示了精彩美丽的

中国发展故事。我们生于盛世，长于盛世，未来盛

世也必将由我们这一代来谱写。”

学生工作部部长袁蕾表示：“这次辅导员故事

会直播活动也是我校辅导员论坛的一次崭新尝

试，活动以讲‘中国故事’‘发展故事’的方式让辅

导员走好‘青年路’，说好‘青年话’，使学习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更有‘青年味’。”

编者按：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发展素质教育，促进教育公平。这一重要论述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指明了

方向。即日起，本报开设《二十大精神大学习·思政课教师笔记》栏目，约请高校一线思政课教师、辅导员，一起学报告、谈认识，说体会、讲

故事，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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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大宁波理工学院启动“百名法官、检察官、律师进校园活动”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借力
校友资源助推毕业生就业

本报讯（通讯员 许 佳）近日，浙江越秀外国

语学院面向应届毕业生举行校友及校友企业专场

招聘会。

据了解，为支持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学校校

友总会通过引进校友资源举办校友及校友企业专

场招聘会，至今已连续举办7年。

本次招聘会受邀请前来的共有117家校友企

业，为2023届毕业生提供了2200余个岗位。这

些校友企业主要分布在杭州、宁波、金华、绍兴等

外经贸发达地区，招聘岗位以各语种的外贸业务

员和电商、新媒体人员为主。

母校、校友和在校生之间存在的强烈认同感和

归属感，让在校生特别青睐本次招聘会，两校区的

2023届毕业生和其余年级的近万名学生参加了招

聘会，应聘人数2655人，达成初步意向1192人。

“乡音”传“党音”

近日，温州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信息
与工程学院）组建“方言宣讲团”来到瑞安市平
阳坑镇寻访老党员，并用富有浓郁温州特色的
乡言俚语，为村民们带去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

（本报通讯员 吴森森 黄梓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