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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 村

“我们不会忘记，共产党人为

了民族独立、人民幸福以‘我以我

血荐轩辕’的精神将生命奉献给信

仰。”“除了刘姝杉，还有千千万万

的女孩子剪去长发，携笔从戎，从

柔弱女孩变成女中豪杰，从温室花

朵变成铿锵玫瑰。”……6月4日，

杭科职院“小先生”党史宣讲团火

热开讲，300余名师生代表聆听了

一堂由学生主讲的党史思政课。

校党委书记谢列卫，校党委副书记

何树贵，校党委委员、副校长赵悦

林，校党委委员、组织部部长罗明

誉，校党委委员、宣传部部长朱宝

宏，杭州市教育局党史学习教育第

二巡回指导组李江燕出席“党史青

年说——小先生讲党课”启动仪式

暨第一讲。

“小先生”党史宣讲团以党和国

家重大历史事件、重要节点为主题，

突出典型人物故事，运用现代化新

媒体技术手段，将思政理论内容具

体化、形象化、生动化。五四运动、

抗美援朝、改革开放……一系列改

变中国前途命运的宏大历史事件，

方志敏、邓稼先、焦裕禄……一位位

浴血奋战、奋发有为的英雄人物，

匠心、后浪、C位……一个个流行

词汇的时代解读，经过“小先生”们

的精心准备，一堂堂主题鲜明、形

式鲜活、内容翔实、饱含激情的思

政课最终呈现出来。

“先过那一种生活的便是那一

种生活的先生，后过那一种生活的

便是那一种生活的后生。”“小先生

制”是陶行知独创的普及教育的方

式与形式，也是杭科职院独特的校

园文化品牌。自党史学习教育开

展以来，杭科职院宣传部、团委积

极选拔，依托马克思主义学院专业

和人才优势，组建了一支由青年学

生担纲挑梁唱主角的党史宣讲团，

引导师生即知即传、即知即行。此

次开讲的首批7名“小先生”均来

自学院推荐和大赛选拔。

资料自己找、讲稿自己写、美

工自己做，为了去掉思政课“枯燥”

“乏味”的刻板标签，“小先生”们花

了大量的时间阅读、遴选材料，打

磨讲稿，练习讲演。马克思主义学

院院长、“小先生”党史宣讲团指导

教师吴太胜介绍，为了找准“最触

动心灵的点”，“小先生”们多次开

展互讲互评，以同学的角度听同学

的讲课，以学生的形式讲好学生心

目中的党史党课。“宣讲团积累了

大量生动素材，定制了内容菜单。

各学院可以结合专业选择宣讲内

容，与学院的党史学习教育有机结

合，形成特色。”

“小先生”们还大量收集了发

生在师生工作、学习中的身边事，

将校园内的“感人小事”搬上了讲

台，以微观视角讲述好杭科职院故

事，表达爱校之情、荣校之心。“每

一次打开教案，我们都心潮澎湃。”

宣讲团成员，来自旅游管理学院的

朱佳丽在备课本中写下这样的感

想：“这是细学精学党史的过程，是

读懂杭科职院发展的过程，是思想

营养的补充和再汲取的过程，也是

立志明志、决心报效祖国、让母校

以我为荣的过程。”

以青年之视角、青年之责任讲

好青年学子们眼中的党史党情；以

青年之敏锐、青年之洞察讲述红色

杭科职院故事和身边党员先锋的初

心与担当。谢列卫为学生们的出色

表现“点赞”，并勉励大家争做党史

学习教育的“小先生”，“在学党史讲

党史中汲取奋进力量和人生智慧，

苦硬进取、砥砺奋进，让青春在为祖

国、为民族、为人民、为人类的不懈

奋斗中绽放绚丽之花”。

杭科职院“小先生”党史宣讲团火热开讲

□本报记者 胡梦甜

在松阳最偏远的枫坪乡，海拔700

米的高山之中，坐落着古朴而静默的

沿坑岭头村。青山、绿水、黄墙、黑瓦、

云海、星河……如画的风景吸引着全

国各地的画家慕名而来，一待就是十

天半月。

本是一座几近废弃的小山村，如

今成了远近闻名的“画家村”，13家民

宿生意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切与丽水

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油画家李跃亮

密不可分。有人说，他用一支画笔改

变了一个村；有人说，他为松阳的古村

落保护探索出了一条新路径。去年年

底，在浙江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九

次代表大会上，省委书记袁家军盛赞：

“李跃亮用艺术点亮农民的致富之

路。”就在不久前，李跃亮获得了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浙江省劳动模范称号。

沿坑岭头村距离县城 70 公里。

10年前，因交通不便，山村发展受限，

村民生活窘困。因为留在村里的人实

在太少，全村连一家小商店都没有，村

民们最大的心愿是“赶紧搬”。在下山

脱贫搬迁的大浪潮中，沿坑岭头村被列

入整村搬迁的计划，这意味着整个村子

即将“消失”在乡村版图上。

转机始于2012年5月。带着寻找

更多创作元素和灵感的念头，李跃亮

主动请缨，到沿坑岭头村担任农村工

作指导员，兼村第一书记。看着分布

于各个小山坳中高低错落的传统民居

和村落房前屋后分布着的近200棵当

地特有的金枣柿树，当时就有一个念

头在他脑中闪过：沿坑岭头村一步一

景，一年四季景色不同，别有一番韵

味，十分适合写生。如果把这里开发

成一个“画家村”，一定可以吸引许多

学生和画家前来写生创作，这样既可

以保留整个村落，也可以帮助村民提

高生活水平。

李跃亮开始重新审视这个偏僻山

村的发展潜力和价值。他在村子的小

巷里、山坡上支起画架，在画布上画下

他用心体会的沿坑岭头村。原始材料

建成的夯土墙，木板搭建的猪栏、灰寮，

涓涓的古泉眼，龙灯、木偶戏、松阳高

腔，还有那些成片成群的金枣柿树……

都成了李跃亮笔下一幅幅美丽的绘画

作品。

2013年 8月，适逢时任松阳县县

长王峻到沿坑岭头村检查工作，李跃

亮汇报了自己的想法。在县领导的大

力支持下，李跃亮办画展、出版画册，

建起中国第一个乡村美术馆——沿坑

岭头美术馆，积极联系国内外画家和

高校艺术生到沿坑岭头村写生创作，

每年组织全省、全国美术名家到沿坑

岭头村参加采风创作活动，通过微信

平台推介村庄。他不辞辛劳地为沿坑

岭头村的发展奔波。考虑到沿坑岭头

村高低错落的地形特点，为了让各地

来写生创作的人能全方位多角度地取

景，李跃亮还结合自己的创作经历组

织农民建了5个“写生景观亭”。

画家来了，艺术生来了，游客来了……

他们都想看看这座原始的村落，尝一

尝金枣柿子的味道。一时间，小山村

沸腾了。随着村子的人气越来越高，

问题也随之而来。村内没有住宿，没

有餐饮，总不能让游客每天往返于县城

与村子之间吧。于是，李跃亮又萌生了

新的想法。他带领村民建造接待中心，

改造13家民宿。如今的网红民宿“柿

子红了”正是在李跃亮的规划设计下诞

生的。这原本是一座由乡政府出资租

赁的破败老宅，李跃亮在充分尊重原房

主的愿望和乡村民俗的前提下，把艺术

审美和乡土特色相结合，将“柿子红了”

的设计定位于“热爱自然，回归简单，追

求小而微的美好乡村生活，以及这样的

乡村生活所带来的心灵修复和成长”。

他把自己对沿坑岭头村美的感受，对乡

村生活的理解，对原住民的尊重与体

恤，都落实到“柿子红了”的室内外设计

及每一个细节中。

不仅如此，李跃亮还利用个人资源

和专长对金枣柿、大红袍、赤豆、笋干等

农产品进行包装设计，使当地价格低廉

的野生金枣柿成为众人喜爱的原生态

品牌农产品，价格提升近10倍。同时，

他注重挖掘沿坑岭头村的乡土文化和

遗存，尤其是制鼓、龙灯等传统手工

艺。村里的叶关汉老人因会做手工牛

皮鼓，成了他重点包装推介的对象。在

李跃亮推介下，叶关汉接到的订单数翻

了几倍。一批外出打工的青年看到山

村发展的希望，开始返回家乡经营民宿

和休闲旅游业，小村庄由此开始走上一

条艺术带动休闲产业的复兴之路。

随着知名度越来越高，沿坑岭头

村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也获得了

诸多荣誉。村子获评“中国传统古村

落”“中国乡村文明建设十个故事”；沿

坑岭头村民宿“柿子红了”被评为“浙

江省十大小而美民宿”，成为全省民宿

改造样板；沿坑岭头村被中国文化管

理协会评为“中国新农村文化建设优

秀教育阵地”……

从濒临消失的“空心村”，到如今

声名鹊起的“画家村”，艺术与自然的

完美结合，为这个小山村勾勒出了一

个美好的未来。现如今，沿坑岭头村

每年吸引画家、高校艺术生、游客近3

万人次，全村年增收300余万元。李

跃亮说，艺术助推乡村振兴永远在路

上，他将继续关注更多像沿坑岭头这

样的村庄，用画笔描绘乡村蓝图，助推

乡村振兴。

□唐 鸣 冯旭芳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

要提出要“增强职业技术教育适应性”，结

合数字化转型、提质培优计划、专业目录

调整等政策和举措，以全国职业教育大会

为精神指引，高职院校可在专业内涵、培

养系统、人才评价三方面有所作为。

一是适应于高质量发展需求的专业

内涵更新。

“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

融合”释放出积极而强烈的信号，高职专

业和专业群建设据此将面临三个全新的

对接：一是在创新链上，与先进技术及战

略性新兴产业溢出效应所创造的生产性

服务人才需求相对接；二是在产业链上，

与传统产业基于数字技术的优化升级所

新增的生产性服务人才需求相对接；三是

与全行业数字化转型中所产生的生产性

服务、生活性服务的人才需求相对接。

高职专业或专业群在人才培养的指

向上要有敏锐判断、慎终追远。围绕“三

个新对接”去深刻理解高职专业或专业群

在经济结构、制造业格局、资源循环、人才

配置上的定位，深刻体察自身在教育链、

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之间有机衔接的

能力、优势与不足。面向“三个新对接”的

人才需求与包括政府在内的部门或机构

进行合作，共建科学合理、稳妥高效的专

业建设评价机制，丰富专业内涵，保证其

健康、灵活、高质量和可持续，与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需求相适应。

二是适应于数字化生产方式的培养

系统强化。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

展理念是必须遵循的原则，专业和专业群

建设只有以新发展理念为背景，才能够理

解数字化转型语境下“课堂革命”作为必

选项的重要内涵和作用，即新技术赋能，

建构更适应于职业教育规律的人才培养

系统，服务于生产力及其劳动组织方式的

发展。具体到院校的相关工作上，首先要

充分掌握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方向、方式、

技术趋势，做好新一轮课程开发的准备工

作；其次要深刻理解“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对

学习工厂、智慧学习工厂建设的重要启示和关键支持，

以“战役”的态度打好育训要素及其场域的智能化升级

之战；最后要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过程中，探索以专业

为中心、以生产性技术行业实体和信息技术行业实体为

两翼的教学资源开发共同体，创新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形态，并据此保持对上述两种技术进步的密切关注，使

专业升级成为新常态。

三是适应于“数字中国”的人才能力结构评价重塑。

去中心化的互联网生存模型，新兴产业起步即高点

的趋势和效应……社会形态如此迅速的发展与变迁，势

必将加快劳动部门分化的速度、缩短新职业和新工种的

汰换周期，教育部职教专业目录调整思路已然能够为潜

在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勾勒出

明晰的成长路径和个人发展要旨，这就要求对人才能力

结构评价要有新观念和新角度，高职院校可尝试两个

“引入”：一是引入“上云用数赋智”的新经济培育思路，

借助政府的力量，与有实力、能分享、有担当的行业实体

或社会机构通力合作，利用既有数字生态构建虚拟化的

职业或创业机会，最大程度地通过市场主体的视角去评

估职教学习者的职业能力、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二是

引入正在形成中的我国制造业新范式，这是一个基于信

息流的协同生态，它可以倒逼专业或专业群将内涵更新

的具体工作建立在扎实、高质量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上，站在知识、金融、劳动力等要素配置的角度上更全面

地评估应用型人才对就业市场的适应性。两个“引入”

都是建立在“数字中国”之信心上的大胆创新，也为社会

和企业更为深刻地参与职业教育的探索迈出实质性的

步伐。

职
业
院
校
增
强
职
教
适
应
性
的
三
个
作
为

本报讯（通讯员 胡晓聪 龚琴娟）
近日，义乌市中心医院第一分院的新

冠疫苗接种区迎来了一批“红马甲”，

他们是来自义乌市国际商贸学校的学

生志愿者。

当天，共有10名学生参与志愿服

务。此前他们均接受了院方岗前培

训，明确了各岗位的工作职责。志愿

者们热情地引导前来接种的群众有序

排队，耐心答疑解惑，提醒注意事项，

并协助医生录入相关数据。

据悉，此次志愿服务活动由学校

团委发起，共有50多名学生报名参

与，最终选定25名学生成为新冠疫苗

接种服务志愿者，分批次参与志愿服

务。根据院方需求，暑期学校计划加

大服务力度，届时将会有更多学生参

与到志愿服务工作中来。

今年以来，义乌国贸学校在加强

教师党史学习教育的同时，把青年

学生也吸纳到学习、实践的队伍中

来。学生们组成了红色故事宣讲

团，每周在校园公众号上推出一期

红色有声故事，向英雄人物致敬；学

校微信公众号上设置了“团团带你学

党史”栏目，每周一课展示中国共产

党的光辉历程。师生们还前往陈望

道故居，举办“走进红色基地，传承红

色精神”主题活动。后续，学校还将

充分凝聚党员教师和青年学生的力

量，把“我为群众办实事”贯穿于党史

学习教育全过程。

从濒临消失的“空心村”，到如今声名鹊起的“画家村”

李跃亮：用艺术点亮共同富裕路

义乌国贸学校：“志愿红”让党旗更红

近日，长兴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学校首届长兴—云
贵协作扶贫定向就业班的59名学生奔赴当地14家企业
顶岗实习。为填补长兴县技能人才缺口，助力中西部地
区教育协作发展，从2019年开始，长兴职教中心与云南
省昭通市、贵州省织金县签订技能人才培养合作协议，
联合招收电气、旅游等专业“定向委培生”。经过2年的
现代学徒制精准订单式培养，首批云贵学生正式走上企
业一线顶岗实习，期满后将直接留在企业工作。

（本报通讯员 谭云俸 摄）

我们要留“浙”就业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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