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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傅情雨）“祝你
们前程似锦，展翅高飞！祝你们健
康成长，未来可期！”5月 19日，遂昌
县应村乡中心小学师生前往湖州市
凤凰小学，开展两校少先队结对共
建活动，并参加了凤凰小学一年级

新生入队仪式。
今年3月，自应村乡中心小学和

凤凰小学建立跨区域教共体以来，两
校学生多次相聚于云端共享教育之
趣。当天线下的实地见面更为双方
师生增添了宝贵的交流机会。

当天，在湖州凤凰小学，在清风
暖阳下，应村小学师生观摩了凤凰
小学庄严的新队员入队仪式，重温
入队誓词，共唱少先队队歌。应村
小学的学生代表还为凤凰小学一年
级新生佩戴鲜艳的红领巾，并致以

少先队员崇高的敬礼。
在“放飞梦想，争做新时代好

少年”环节，两校学生借着气球，共
写共读祝福语，随风放飞气球的同
时，也让一份份美好的祝愿飘荡于
天地，浸润于心间。

跨越300多公里只为共赴“红领巾”之约

本报讯（通讯员 田吉如）近
日，在刚刚结束的缙云县各高中体
育特长生招生考试中，缙云县新建
中学的 3 位同学被缙云中学预录
取，7 位同学被普通高中预录取，
创历史新高。

成绩的背后离不开刻苦的训
练，据悉，新建中学除了在课程设
置上开齐开足体育课，推动全校性
的学生体育锻炼之外，更是针对体
育特色制定了专门的训练方案：校
篮球队和田径队早、中、晚一日三
训，校足球队和排球队一日一训，

寒暑假不间断，在赛前和特招前更
是利用周末时间加训。

日复一日的坚持才有今日的收
获。篮球队教练徐勇坚老师说，近
年来，新建中学一直坚持“发展体艺
特色”的办学目标，用体育精神丰富

“实·乐”文化内涵，在实学中创优，
在乐行中卓越。正是这种校园文化
中潜移默化的影响，学校的学生不
仅在缙云县各项赛事中获得优异成
绩，校男女篮球队、女子足球队、田
径运动员更是多次代表缙云县参加
市赛并获得优异成绩。

体育为新建学子赋能助力

每年升学季，很多家庭都会面临一个
抉择，孩子要不要读职高？读职高有没有
出路？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于今年5月
1日正式实施，首次以立法形式明确：职业
教育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职业
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将不再只是一句
口号。中级工、高级工和技师学历证书与
中专、大专及本科学历证书享有同等社会
价值。

2022年 1月18日，经浙江省人民政府
批复，同意在松阳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的基
础上筹建丽水农林技师学院（以下简称农林
技师学院）。值此学院招生之际，就学校办
学情况、专业设置、升学和就业渠道、招生政
策等家长关心的热点问题，丽水农林技师学
院负责人进行了详细解读。

●问：请问松阳县为什么要筹建丽水农
林技师学院？有哪些办学优势？

答：国家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和技能型
社会是大势所趋。近年来，松阳积极打造

“智能制造新城”“中国有机茶乡”“全域康
养胜地”“国家传统村落公园”四张金名片，
实施二次创业需要大量的技能人才；另外，
技能技术对个人职业发展来说也是必不可
少的。所以，在松阳县建设技能人才培养
新“高地”——丽水农林技师学院，正当其
时。

技师学院的办学优势是长学制办学，能
更加长久稳定地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培养

高技能人才。
问：请问技师学院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答：技师学院是高等职业教育的组成部

分，主要任务是培养高级工以上的高技能人
才，学制教育有中技（三年）、高技（五年）、预
备技师（六年）三个层次。可招收初中毕业
生，也可招收相关专业中职或高中毕业生。

技师学院学生毕业实行“双证”制，即技
能等级证书和毕业证书，比一般同层次的职
业院校毕业生技能更强，毕业证书可在国家
人社部网站查询。

●问：丽水农林技师学院基本情况如
何？办学理念、办学目标是什么？

答：丽水农林技师学院（筹）的前身为松
阳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学校创办于 1984
年，是一所集教育教学、技能考核、上岗培
训、就业帮扶为一体的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
学校。2022 年 1 月 18 日，经浙江省人民政府
批复，同意在松阳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的基
础上筹建丽水农林技师学院。

学院位于浙江省松阳县水南街道秀峰南
路 1 号，交通便利，环境优美。校园占地 170
亩，建筑面积 10 万平方米，实训用房面积 3.8
万平方米，实训设备总值 8000 万元。现正在
筹建投资 1.73 亿、建筑面积 2.4 万平方米的产
教融合中心大楼将于2024年投入试用。

现有在校学生 2300 人，教职工 156 人，
其中高级讲师 45 人、教学名师 47 人、市技术
能手 3 人，专业技能高级工 58 名、技师 31 名、

高级技师 1 名。
学院追求“品牌立校，内涵发展”，办学管

理规范，社会反响好，办学质量优。在县委县
政府的领导下，在教育局、人社局的指导和社
会各界人士的鼎力支持下，学院将在“国家级
重点中等职业学校”“省一级中等职业学校”

“省首批创业创新试点学校”“浙江省改革发
展示范校”等基础上，通过全体师生三年的共
同努力，达到丽水农林技师学院办学标准，为
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注入新动力。

丽水农林技师学院坚持“更好地服务经
济社会发展、助推产业发展、促进学生全面
发展的办学目标”，以现代农林专业为特色，
做强智能制造，做精康养旅游、古村落保护
等相关产业，把丽水农林技师学院建设成为
办学特色鲜明、服务社会能力强、学生技能
水平高的浙西南高技能人才的窗口学校。

●问：请问丽水农林技师学院开设哪些
专业？有什么办学特色？

答：丽水农林技师学院设有智能控制与
装备（设有专业新能源汽车技术、工业机器
人技术 、电气工程及自动化 、数字媒体技
术）、智能设计与制造（设有专业数字化设计
与制造、模具设计与制造、数控加工<多轴数
控加工>）、现代服务业（设有专业高星级酒
店管理与运营、定制旅行管理与服务、休闲
与服务<茶文化方向>）、现代农林（茶叶经
营与管理、园林工程、无人机）和建筑工程

（设有专业宇楼自动控制设备、建筑施工）等

五系 15 个专业。
学院注重师生技能提升，以赛促教、以

赛促学已蔚然成风，从 2008 年开始，学院每
年举办技能展示周，搭建学生展示技能的平
台，培养工匠精神，在此基础上学生参加各
级各类技能比赛成绩斐然。

丰富的校园文化生活，培养学生创新精
神和实践能力及合作意识，提高学生的综合
素质。共开设 30 余个社团，提供学生展示才
华的平台和空间，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和特
长，享受快乐，让每一位学生都有所作为、有
所进步、有所攀登，实现学生自我管理、自主
发展能力的提升。

学院坚持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办
学定位，积极推行“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
人才培养模式，主动对接地方主导产业，加
强与地方重点行业企业的合作，促进产教
深度融合，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技能型人
才支持。

●问：请问丽水农林技师学院以后有哪
些升学和就业渠道？

答：学生在丽水农林技师学院三年中级
工毕业后，通过选拔进入高级工（等同大
专），学习 2 年高级工毕业后，再选拔进入预
备技师，学习 1 年，毕业后一年获得技师（等
同本科）。

还有部分学生三年中级工毕业后，通过
单考单招（高考）进入高职院校学习，获得大
专、本科学历。

在学院毕业的学生，学院提供以本县为
中心辐射全省经济发达地区的就业网络，与
50 多家大中型企业建立长期稳定的用工合
作关系；学院将每年举办校园招聘会，为毕
业生搭建良好的就业服务平台；毕业生在松

阳就业创业的，以松阳县政府支持丽水农林
技师学院（筹）发展的若干举措为保障，享受
更高的优惠政策。

●问：请问丽水农林技师学院有哪些资
助政策和奖学金政策？

答：学院在助学方面：前三年国家免学
费，第 4 年－6 年免学费（详见若干举措）；高
一、高二涉农专业学生和其他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有低保证、残疾证等）可享受国家每年
2000 元助学金；高一、高二学生可申请技能
雏鹰助学金，每学年 3000 元，具体条件、名
额、奖金额度，以当年相关文件为准。

奖学方面：应届初中毕业生当年中考成
绩在全县前 800 名，按时报到，一次性奖励
2000 元；高二、高三学生可参评国家奖学金，
每学年 6000 元，具体人数和奖金调整以当年
省厅通知为准；高一、高二学生可申请技能
雏鹰奖学金，每学年 3000 元，具体条件、名
额、奖金额度，以当年相关文件为准；每学期
按品行、理论学习、技能掌握等情况发放学
校奖学金，有品学兼优、技能标兵、成绩进步
三个奖项；学校设立技能竞赛奖，获得国家
级 奖 金 1000-2000 元 、省 级 奖 金 500-1000
元 、市级奖金 200-500 元。

●问：请问丽水农林技师学院招生对
象，报名和录取方式是什么？

答：学院招收遵纪守法、品行良好、身心
健康，年龄在 20 周岁以下的初中应、历届毕
业生。

如需详细了解，可用微信搜索关注丽水
农林技师学院公众号，或拨打咨询热线：
0578-8803083

技工院校毕业生与大中专毕业生享受同等待遇

“技能”等同“学历”
——丽水农林技师学院（筹）就热点问题答问

本报讯（通讯员 杜益杰）日前，
2021浙江教育年度新闻人物与影响
力人物评选结果揭晓，全省共评选
出年度新闻人物和影响力人物各 10
名，缙云县章村小学的校长马鑫飞
成功入选 2021 浙江教育年度影响
力人物。

马鑫飞，致力于乡村美育工作
15 年，大学毕业后回到长坑小学当
音乐老师，立志于用音乐教育发展
更多乡村孩子的潜能，多次带领乡

村学生在央视等各级电视台亮相。
2019 年，马鑫飞开始担任章村小学
校长，扎实推进学校课改工作，引进
项目化学习方法，以大美育理念带
领教师探索以美育人的教育实践，
以乡村学校美育带动乡村文化振
兴。2016年，获全国第一届“鼓动国
音”国际打击乐艺术周优秀指导师；
2017 年，获浙江省优秀少先队辅导
员；2018年，获浙江省中小学生艺术
节优秀指导师；2020 年，获“马云乡

村教师奖。”
据了解，浙江教育年度新闻人

物评选活动始于 2005 年，已成功举
办了17届，累计选树340多名浙江教
育年度人物，成为展示最美教育人、
传递教育正能量、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的窗口，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 集 结 一 切 美 的 力 量 培 育 学
生。”这是马鑫飞入选 2021 浙江教
育年度影响力人物的获奖感言。他
说从没想过自己会成为 2021 浙江

教育年度影响力人物，因为只想认
真做好教育，没有更多时间去思考
获取什么。

现在的马鑫飞还有一个特殊的
身份——挂职成为章村村党支部副
书记。在村里的支持下，他联合全
村村民，倡导“用一座村庄的力量养
育一个孩子”。同时，他也鼓励教师
团队，共同让学校这个“小家”变成

“大家”，创建更和谐美好的乡村文
化。

用一座村庄的力量养育一个孩子

马鑫飞入选2021浙江教育年度影响力人物

为了让孩子们从小熟知小
满节气的习俗特点，日前，龙泉
市江北幼儿园特别组织家长带
着孩子一起下到田间地头体验
拔秧、插秧、采摘枇杷、喂养蚕
宝宝等活动，孩子们通过活动体
验，不仅了解水稻是如何生长
的，还在活动中感受到种植粮食
的不易。

通讯员 吴蕴 摄

幼时知小满
方知稻米香

本报讯（通讯员 李锦祥）“有
趣！有趣！401 班的李易凡晋升
为学校大肺王啦！”“我们班的虞
宸烁上校园吉尼斯牛人榜啦！”5
月 20 日，缙云县长坑小学校园吉
尼斯争霸赛热火朝天的举行，各类
校园牛人也在校内疯传。

比赛现场，高潮迭起，一片欢
腾。跳绳处，同学们都使出了浑身
解数，只见绳子在他们的脚底下

“嗖嗖”穿过。“我是大肺王”的比赛

现场，“勇士”们鼓着腮帮子，瞪着
眼珠子，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小灯
泡”立马变成了大菠萝⋯⋯校园内
处处是参赛选手奋力拼搏的身影！

“我们学校举办校园吉尼斯意
在激励每位学生向自己的极限挑
战，对自己潜力的深度挖掘。”学
校的政教处主任丁源繁说，他们设
立校园吉尼斯大赛，就是让每位学
生在全面达标的基础上发挥特长，
促进身心健康。

“双减”后校园频出“牛人”

近日，缙云县新区实验幼儿园开展了“我是亚运小球手”主题活动。
篮球操表演、双手拍球计时赛、绕桩接力赛⋯⋯在一个个比赛中，孩子们
你追我赶、激烈角逐，尽情展示各种花式篮球技能，迎接杭州亚运会的到
来。 通讯员 马春霞 摄

我是亚运小球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