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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谢佳俊 周如青
通讯员 周红华

近日，第三届“黄炎培杯”中华
职业教育社非遗创新大赛暨非遗职
业教育成果展示会圆满落下帷幕。
本次比赛中，青田县职业技术学校
的《雕艺+石雕工艺非遗传承教学的
创新与实践》获非遗教学成果二等
奖，学生作品《鸿运当头》、《牡丹仙
子》分别获非遗创新作品一等奖和
二等奖，《海市蜃楼》《清风》获非遗
创新作品三等奖，黄学军获最佳指
导老师称号。

据悉，全国共有 140余所中职院
校参加了此次比赛，青田县职业技
术学校是我省唯一一所 4个报送项
目全部获奖的学校。

来自山区小县城的学生和老师
何以摘得全国非遗创新大赛的桂
冠？这离不开学校聚力聚焦关键领
域改革的系列举措。近年来，学校
着力“高标准引领、高水平建设、高
质量发展”，深入推进“双高”建设，
在办学规模、专业建设、教学质量、
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等方面均取得
可喜成绩。

推进“融创型”教师教学
打造人才培养高地

青田县职业技术学校作为省级
非遗教学传承基地，一直践行着非
遗传承与发展的历史使命，以大师+
名师教师团队的方式创新小学徒制
人才培养做法推动非遗文化走深走
实。近年来，学校不断推进教师创
新团队建设，深化产教融合，搭建互
通发展平台，倾力打造具有侨乡辨
识度的专业建设高地，让青职教育
成为青田人民群众的“优质选项”。

“学校通过校企共建，联合开发
编写了‘雕艺+’‘时尚餐饮’等专业
系列标准教材。”陈王斌副校长介
绍，目前学校主干专业与 7家企业建
立了合作关系，以职业标准为导向，
共同开发《青田石雕微信营销》《篆
刻》《石雕饰品设计》《青年的餐桌》、

《西式面点制作》《青咖服务》《红酒
基础》7 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
模块课程方案，通过教学资源共建
共享，实现文化养成、技能强化的共
融新格局。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

提出“探索组建高水平、结构化教师
教学创新团队，多措并举打造‘双师
型’教师队伍”。青田职业技术学校
在教学过程中进一步加深校企合
作，践行“名师+大师”互通机制，坚
持“内训为主、外聘为辅”的原则，让
名师接轨行业，让大师走进课堂，进
一步提升办学质量。

“学校聘请了 3名市工艺美术大
师和 1名省工艺美术大师轮流进课
堂指导，每一节专业课都有一名专
业任课老师和一名大师任教。”石雕
工艺专业任课老师黄学军介绍，学
校还分批输送团队成员进行石雕工
艺相关的教学能力提升培训，开展
专业教学方式、课程开发方式、信息
技术应用水平以及专业课程标准等
专项培训交流，鼓励团队教师提升
专业能力，把“学校建成 1个高水平
教师发展中心，定期组织教师到企
业锻炼，提高教师实操实训指导能
力和技术科研开发能力，将行业、企
业经验带入课堂教学。”

值得一提的是，青田职业技术
学校坚持深入探索“育训结合”的人
才培养新模式，推动“1+X”证书制度
创新，开展多层次的办学实践，使得

学校整体办学实力和服务经济社会
发展能力提升。“学校通过互联互通
机制进行项目式石雕教学，将线上
教学与线下教学进行一体化设计，
基于‘智慧校园平台’‘石雕网络博
物馆’，以音像、3D 技术、AI 技术等
现代技术立体多元呈现大师工艺。”
石雕工艺专业负责人杨梦霞说，学
校现有校内实训基地 2个，校外教学
实践基地 3个，通过校企共建“现代
艺匠中心”，不断推动雕刻艺术产品
形式创新，打造集创意、制作、销售
一体的生产性实训基地，构建“实战
式”教学平台。

落实“三教”改革
提升职业教育质量

近年来，青田县职业技术学校
结合学校发展实际，适应学校课程
体系整体改革和信息化背景，以“双
向双融通”为主要途径，设计“四维
度三主体”教学评价体系，提升、拓
展专业教师拓展能力，增强学生职
业迁移能力，培养“信息技术+专业
技术”双赋能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复
合型人才，迎接产业转型发展带来
的挑战。

“我们融合‘岗课赛证’标准，通
过课程平台，学生、教师与企业烹饪
师多方评价，探索增值评价，综合评
价学生知识、能力、素质和职业道
德，锻炼学生的自信心和自我批判
意识，给予学生积极反馈，促进学生
综合能力的提升。”烹饪专业负责人
季叶蒸介绍，学校遵循烹饪行业发
展的需求，依据职业资格证书与专
业教学标准、人才培养方案，结合岗
位工作任务，校企共同制定课程标
准，通过构建“线上线下”体验式课
堂，依托信息化教学等高效教学策
略，达成有效的教学目标。

值得一提的是，学校深入落实
岗课赛证融合，鼓励专业教师参与

行业制定职业技能考核标准、参加
各类技能大赛，达到以赛促教、以赛
促学、以赛促提升的目的，不断提升
师生的技能和综合素养。

“比赛前一个月，老师和学生几
乎日夜备战，每天都在实训室练习参
赛项目。”季叶蒸介绍，学校还成立了
技能大师工作室，一方面以团队的形
式进行教研活动，一方面轮流选拔参
加技能大赛，以提升老师的专业和教
学能力。作为团队的核心成员，季叶
蒸的成长经历充分说明岗课赛证融
合的意义，他曾获得省教师教学能力
三等奖，入选浙江省“百千万”高技能
领军人才培养项目。

截至目前，学校组建市技能大
赛辅导团队 14个。教师个人或团队
获得国家级奖项或荣誉 3个，省级奖
项或荣誉 7 个，市级奖项或荣誉 83
个，教师专业能力提升明显。学生
国家级获奖 2 项，省级获奖 2 项，市
级获奖 132 项。学校获评国家级重
点中等职业学校、全国教育系统先

进集体、浙江省一级重点中等职业
学校、浙江省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
展示范学校等称号。

近几年，在全体师生的共同努
力下，青田职业技术学校“双高”建
设成果显著：2021年，《基于“石雕大
师工艺图谱”的非遗传承教学创新
实践》获浙江省教育教学成果一等
奖；志愿服务项目获得“全国中学生
志愿服务示范项目库”入库项目；林
海东、雷好丽、陈聘、王瑶微荣获浙
江省中等职业学校教师教学能力大
赛三等奖；曹慧平、陈婷、白雪梅被
评为丽水市教学名师。2022 年，学
校获评丽水市级清廉学校示范校；
季叶蒸、严苏、周景毅、蒋耀臣荣获
浙江省中等职业学校教师教学能力
大赛三等奖；1+X证书制度试点（无
人机驾驶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初级）
通过浙江省教育厅审批；孙培泽《圆
锥》荣获浙江省说课比赛二等奖；学
校正式挂牌成为丽水市石雕产业学
校……

青田职业技术学校：

深入推进“双高”建设 助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 王科）近日，
丽水学院松阳校区 18 级 289 位学
生圆满完成了为期五周的岗位实
习，从各县市区幼儿园顺利回校。

在回校前一周，学校精心安排
各县市区联系领导分批次下园聆
听“准教师”的汇报课。39节汇报
课，39场不同的课堂，有大班语言
活动《花婆婆》、中班音乐活动《小
鱼快跑》、小班社会活动《男孩女
孩》等内容覆盖五大领域的各个方
面。

据了解，为了让实习生能有效
地设计、组织教育活动和一日的生
活，提高设计、组织和反思教育活
动的能力，由“学生”转变为“职业
人”，丽水学院松阳校区在实践教
学中坚持“园校合作，学岗结合”人
才培养模式，通过打造“教育见习、
保育实训、跟班实习、顶岗实习”四
进阶的实践教学来构建校园一体、
双实并进的学前实践教学体系。

在具体的岗前实习环节，重点
采取四点措施以提升学生的实践
教学能力。一是创新课程体系，让
教、学、做合一。二是完善技能训

练体系，让专、精、特有机结合。三
是搭建一个平台，让校、园一起联
动。四是创新育人模式，让实践、
科研、教改共生。形成了“校中学、
园中做、教中研”三维育人模式。实
施实习过程的“双导师制”,即学生
在实习期配备两名指导教师，一名
是学校专业教师，一名是幼儿园实
践老师，他们一起对学生的教案、一
日活动组织与指导各环节跟进指
导，共同对学生的实习给予评价。

作为重要过渡环节的岗前实
习培训，定点、全程、专业、细致的
跟踪指导，有效培养了学生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和开展幼儿园各项工
作的能力。

“时间过得好快啊，记得刚进
入幼儿园时，面对性格各异的孩
子，常常觉得手足无措。可通过一
天天地相处，我和孩子们渐渐熟悉
起来。现在的我不仅能顺利上完
一堂课，课上我还能较好地把控学
生，教学内容和目标也很明确。”在
实习汇报课上，在龙泉市机关幼
儿园中二班上汇报课的主讲人方
紫如说。

289位学生完成岗位实习

丽水学院松阳校区
构建学前实践教学体系

本报讯（通讯员 钟滢星）近日，
遂昌县民族中学组织学校教育教学
管理团队、党员教师前往诸暨市浣
东中学，开展跨地区教共体结对交
流活动。

两校教师共同听取了来自诸暨
市东和乡中心学校竺建江老师的党
课《伟大成就鼓舞人心 宏伟蓝图催

人奋进》。竺建江曾作为浙江代表
参加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
会，他在党课中明晰了中国式富强、
中国式信仰，让老师们更加坚定了
要做立德树人、奋发有为的教师。

课后，民族中学的老师们实地
探访了诸暨枫源村，听取“枫桥经
验”的诞生，对“枫桥经验”有了初

步认识，拓宽工作视野，积累学习
经验。

遂昌民族中学党员教师周瑾表
示，跨越两百多公里的这一节党课
催人奋进，令人难忘。要在日后的
教学中，引领学生走向未来，培养有
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

据悉，自遂昌县开启跨地区教共

体结对工作开始，诸暨市浣东中学与
遂昌县民族中学基于两校校情和学
情，陆续开展了线上拓展课、线上线
下示范课、集体教研活动、两地师徒
结对，同时还进行了教师跟岗锻炼、
学生集体交流等活动。此次教师同
上党课、集体交流活动更是拉近了两
校的距离，互学互促互成长。

遂昌民族中学教师赴诸暨交流学习

本报讯（通讯员 陈柯宇）为深
入贯彻缙云县委教育提质大会精
神，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初中
教育的需求，近日，缙云县初中教
育高地建设暨浙沪特级教师驻缙
工作室群落项目启动仪式在缙云
县实验中学举行。

据了解，浙沪特级教师驻缙工
作室群落项目设学术校长 1人，聘
请长三角名校长 8人为学术顾问，
省内外专家 6 人，设 6 个名师工作
室。其中，外聘学术校长进驻学校
指导 1年，学校发展规划顾问指导
1 年，6 个工作室每月线下指导一
次。选派缙云县的学校管理干部
和学科骨干教师 100 人次到长三

角名校跟岗学习、全程浸入、快速
成长。

会议现场还向浙沪特级教师
驻缙工作室授牌，并向专家颁发聘
书。学术校长、教师代表、项目总
顾问分别进行表态发言。

据介绍，浙沪特级教师驻缙工
作室群落项目的落地，旨在打破缙
云教育封闭运行的发展模式，大胆
借鉴省内外先进的办学理念和治
学经验，支持初中学校加强与教育
优质地区开展交流合作，加大招才
引智力度，借智借力提升缙云教育
发展水平，以开放的姿态，优化缙
云教育生态，其对缙云教育事业的
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浙沪特级教师驻缙工作室
群落项目启动

本报讯（通讯员 徐秀秀）为了
进一步推进现代社区建设等工作，
丽水开放大学和北苑路社区联合开
展“党群连心、网格走亲”活动，通过
形式多样的网格走亲活动，组团到
结对社区开展志愿服务、圆梦微心
愿、慰问等工作，引导群众主动参与
疫情防控、移风易俗、环境卫生整治
等，推动基层治理高效化。

为协助北苑路社区解决在开展
“三会一课”时存在场地局限且缺乏

专家名师上党课的困境，11 月 15
日，丽水开大教师党支部与北苑路
社区委员会联合开展了主题党日活
动，邀请丽水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系主任、浙江省高校
思政“名师工作室”主持人吴春莺为
全体党员作了题为“奋力开创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学习宣传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讲座。

为了助力丽水创建全国文明典
范城市，丽水开大教师党支部组织

17名党员下沉北苑路社区开展了为
期 2 天的志愿服务活动，充实了社
区志愿服务队伍，在岩泉街道北苑
路社区的沿街商铺、居民小区等地
进行卫生巡查、捡拾垃圾，还对商
家、行人、居民的不文明现象进行劝
说，引导大家共创美好生活环境。

11月 29日，丽水开大教师党支
部联合北苑路社区开展“暖心慰问、
圆梦微心愿”活动，赶在冷空气来临
前为北苑路社区天宁一村“饿了么”

站点的 20 多名外卖小哥送上了温
暖礼包，详细了解外卖小哥的生活
和工作情况，认真倾听他们的诉求
和心声。

接下来，丽水开大将持续推进
“党群连心、网格走亲”活动，充分发
挥下沉党员干部在社区和网格中的
实质作用，着力完善现代社区建设
工作体系，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

丽水开放大学牵手北苑路社区

形式多样的“网格走亲”让党群心连心

12 月 4 日是第九个国
家宪法日，缙云县新区实验
幼儿园的萌娃们走进缙云
县人民检察院，参观了办案
区、公益诉讼展厅、未检工
作室等场所。在模拟法庭，
萌娃们还坐上审判席，感受
法庭的威严与神圣。检察
官还利用动画形式让萌娃
们 直 观 地 学 习 宪 法 小 知
识。

通讯员 马春霞 摄

萌娃学宪法

■教育动态

黄学军老师指导工美班学生吴佳君进行石雕创作 烹饪专业严苏老师正在整理学生的技能作品

烹饪专业学生朱相才在市技能大赛上雕刻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