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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界脉动

创新案例

近日，2016 中美青年创客大赛
温州赛区经过 48 小时不间断的“创
客马拉松”，圆满落幕。中美创客大
赛由教育部主办，在北京、上海、美
国等地共设有 10 个分赛区。温州分
赛区由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主办，
温州风险投资研究院、温州创客空间
承办，共有 18 支创客队伍通过初赛
挺进“创客马拉松”，完成现场创作
与产品提升。

从创意产品到团队再创建

“创客马拉松”是中美青年创客
大赛的重要环节。根据比赛要求，通
过初评的团队需要在“创客马拉松”
过程中对成果进行持续改进，结合创
新理念和前沿科技实现创意升级，是
一项极富挑战的任务。创客团队在
48 小时的有限时间里对产品进行完
善，考验的不仅是创意产品的发展性

与现实性，还有团队的协作与耐心。
获得大赛一等奖的宁波中科院创

客空间作品“智能蓝牙软尺”是一款
可以语音播报数据的智能项目，创客
团队希望通过这个项目，解决老式软
尺难以一人操作的问题。最终，一款
通过与手机 APP 连接，实现个人身
体数据管理与一键发送数据服务的

“智能蓝牙软尺”诞生了。
“这是一种非常奇妙的体验。”该

创客团队成员说，“在‘创客马拉
松’过程中，我们经历过结构问题，
也出现过一些小偏差，甚至一度要放
弃对产品的优化了。不过，压力之下
我们坚持了下来，不仅完成了产品升
级，更构建了一支默契的团队，这比
获得一等奖更加让人难以忘怀。”

让创意与生活联系更密切

“智能蓝牙软尺”带来的交互管

理体验，体现了大赛“物联网＋智能
化”的主题。这一主题将创意融入智
能生活，使创客产品不仅具有创造
性，更兼具互动性与实用功能。用于
服务老弱病残的全自动送水机器人、
交互式无线组网智能灯光系统、移动
智能杀菌装置等，均采用物联网模
式，无不体现出创意加生活的创客理
念。

“鱼菜共生系统”并不是新成
果，但参赛团队巧妙地将自动灌溉、
自动喂食、状态监测等物联网理念植
入原有系统中，实现智能化管理，赋
予了系统新的功能——“家庭智能鱼
菜共生系统”在主人长时间不在家的
情况下，可以通过远程监控与控制实
现稳定运行。

创意并不一定是创造一个全新的
作品，在原有产品中植入物联网功
能，实现智能化操作，也是创客创意
的主要方向，温州电子信息研究院的

“可定制按摩流程的按摩椅控制器及
其管理系统”就是对按摩椅的再开
发。据参赛队员介绍，传统按摩椅在
出厂时，其按摩手法 （包括力度、强
度、速度） 均已固定，团队通过物联
网控制器，实现按摩位置、速率、强
度的调节，做到根据用户的实时感受
与体验反馈，制定一套独属于用户需
求的按摩模式。

创新创业与高职教育融合

除了“物联网+智能化”，主办
单位也是大赛的亮点，浙江工贸职院
是唯一一所独立主办中美青年创客大
赛分赛区活动的高职院校。该校“园
区化推进协同育人，生态圈助力创新
创业教育”的育人模式，“教学＋帮
扶＋社会服务”的创新创业教育体
系，以及整合园区资源优化提升众创
空间等工作的开展，得以让温州成为

大赛新增的第十个分赛区。
此次大赛的参赛队伍中，也不乏

该校创客团队的身影，“移动智能杀
菌装置”团队就是由该校电子系大二
学生组成的。团队成员金丹丹说，出
于对创客的兴趣和对专业的创新想
法，她与几个小伙伴组建了自己的创
客队伍。在学校专业教师的悉心指导
下，伙伴们充分利用学校众创空间的
资源，顺利完成“移动智能杀菌装
置”的初步设计，并在大赛中获得二
等奖。

据了解，为帮助学生创新创业，
该校开放了 56 个创业实训室供学生
使用，并打造了众创众筹平台、知识
产权服务平台，扶持学生的创客产品
研发。同时，依托温州风险投资研究
院，引入风投机构对有发展前景的创
客项目进行扶持，探索了创新与创业
相结合、孵化与投资相结合的创客项
目发展模式、学生创客培养模式。

“创客马拉松”考验的不仅是创意
——中美青年创客大赛温州赛区比赛侧记

通讯员 戴冕

前沿观察

党的工作把“宏大叙事”“落小
落细”，再从局部的“落小落细”扩
展到影响全局，这是杭州职业技术学
院党委党建工作的总目标，也是以思
想建设为核心、育人工作为宗旨的高
校党组织应该研究实践的大课题。

工作理念：创新“结合点”，
破解“两张皮”

党建工作服务中心工作是党的优
良传统。近几年，杭职院党委分析高
职院校发展任务较重但内涵建设滞
后、专业意识较强但人文精神不足、
着手内涵建设但党组织影响力不够的
现状，把学校“融”文化理念和党建
服务中心工作的传统相叠加，提出在
党的工作与高校中心工作“结合点”
建设上下功夫，使党建工作真正渗透
到专业建设、教学过程和师生思想之
中，使党政系统真实感受到党建工作
对于学校中心工作的引领和贡献。

高职院校党组织设置健全、活动
正常，党建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
思想重视不重视，而是方法适合不适
合。解决党建工作方法问题的关键，
是要在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结合
点”的探索和创制上花大力气。一是
找准中心工作的“需求点”，党务工
作者要关注和钻研校企深度合作、工
学宽度结合、文化梯度育人、管理效
能提升等中心工作的需求和难点。二
是挖掘党建工作的“资源点”，针对
中心工作存在的短板和难题，挖掘三
级党组织、师生党员和积极分子思想
优势，通过给任务、搭平台、压担
子，释放蕴藏在党员和组织中的活力

与能量。三是搭建连接需求点和资源
点之间的桥梁——“结合点”，围绕
工作难点谋划党建工作项目平台，找
准定位，对接难点，重在破题，形成
一个个鲜活的基层党建工作项目。四
是通过机制创新和方法探索夯实解决
问题的“支撑点”，从工作流程、平
台搭建、经费支持、组织实施、交流
反馈、检查指导等多方面系统设计和
综合保障，确保项目扎实落地。

点上推动：针对基层难点，
创新支部平台

党的“结合点”建设重在落小落
细、从基层做起。2012 年底，杭职
院党委启动第一轮党的“结合点”项
目申报、立项和建设工作，各总支、
支部踊跃参与，累计有 22 个“结合
点”项目申报成功。经过一年多的指
导和实践，2014 年 3 月，学院党委
对 22 个项目进行验收和评审，确定

“学生党员宿舍导师制”“思想政治理
论课融入专业教学改革机制”“‘厂
中校’实习党支部运行机制”和“党
员引领全员导师育人制”等4个重点
项目。同年 12 月，学院党委再次启
动第二轮 17 个“结合点”项目的建
设工作，进一步强化了基层党员提高
贡献度意识，丰富了基层党建与中心
工作的“结合点”载体。

3 年多来，39 个党的“结合点”
建设项目涵盖了校企合作、专业建
设、思政课改、顶岗实习、宿舍文
明、社团管理、素养教育、创业实践
等学院工作的方方面面，工作指向均
为同类院校实践中未能有效解决的难

点问题。如通过创建思政教学融入二
级学院、党的活动融入教改实践、党
建工作融入专业建设等，在党建融入
专业教学机制上创新“结合点”；通
过党的活动渗透于社团组织和学生活
动、党的活动引领公益活动和带动学
生成才等，在党建融入学生工作机制
上创新“结合点”；通过创建党政决
策交叉融合、校企支部联建、党员多
角色示范岗、学生党员宿舍导师制、
党员对困难学生帮扶等，在党的工作
优化机制上创新“结合点”。

通过两轮“结合点”项目的深入
实施，杭职院党务工作者普遍感到党
的工作目标具体、抓手实在，服务中
心工作的意识和能力得到提高，党政
同心共事的合力明显增强，基层党建
工作的效能突出显现。

线上引领：落实上级要求，
创新特色项目

党的工作要“点上打基础”，同
时“线上做引领”。创设全校性年度
党建项目，是杭职院党委抓党建促发
展的基本功，也是增强党员“看齐”
意识的主抓手。

学院征集提炼出“党员形象八
条”。2014年，在深入开展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过程中，学院党委
组织开展了“师生心目中的党员形
象”征集活动。通过对征集到的 333
条意见建议进行对比、梳理和总结，
提炼形成“教学骨干、服务标兵、管
理能手、改革先锋、雷厉风行、关爱
师生、处事公正、公私分明”的“党
员形象八条”。

学院实行二级党组织书记述职。
为提高基层党员对党的工作的知情权
和监督权，2014 年起，学院党委在
全省高职院校率先召开二级党组织书
记抓党建工作述职评议会议，各党总
支、直属党支部书记从履行工作职
责、完成年度党建任务情况、存在问
题分析、下一步工作思路等方面现场
述职。参加述职的党总支书记感慨：

“由全体党员代表给各总支党建工作
打分排名，‘压力山大’。”

学院持续开展“三个一”活动。
2016 年，学院党委面向全校 12 个党
总支、42 个党支部和 380 余名教工
党员，开展了学生职业素养教育“三
个一”活动：一是“开展一次调研活
动”，每个党支部组成若干个课题
组，由党代表牵头，全体党员参与，
面向开发区企业、合作企业和用人单
位开展学生职业素养需求调研。二是

“读好一本书活动”，围绕职业素养教
育和师德师风主题，党委确定书目，
组织党员学习，撰写读书体会，并以
支部为单位开展学习交流。三是“办
好一件实事活动”，每名党员根据专
业特长，立足本职岗位，做一件提高
学生职业素养的实事，如优化课改项
目、指导学生社团、结对困难学生
等。“三个一”活动使党员走近学
生，了解学生的需求和建议，在服务
学生的同时提升自身素养，党员教师
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得到强化。

综合成效：提高“同心度”，
形成“四大力”

党的“结合点”建设，是学院三

级党组织主动破解党建与中心工作
“两张皮”现象的主要抓手，是杭职
院党委抓党建促发展的生动实践。

通过党的“结合点”建设，不仅
提高了党员教工对高校党建工作定位
的认识，夯实了基层党组织发挥作用
的着力点，而且提升了党建对中心工
作的贡献度和影响力，使党的工作从
基层党组织的一个个“盆景”，逐渐
生长成高校党的教育事业蓬勃发展一
道道亮丽的“风景”。

党政同心合作力得到凝聚。3 年
多党的“结合点”建设，全面提升了
杭职院党建工作和中心工作的融合
度，优化了三级党组织的领导机制，
党政同心共事的氛围更加浓厚，党委
的领导核心作用、二级党组织的政治
核心作用、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得
到全面加强。

党建工作贡献力明显提高。在
“结合点”建设工作的推动下，基层
教 工 党 员 普 遍 反 映 ： 党 建 工 作 更

“实”了，抓手很多，容易把握，看
得见，摸得着，使得上劲。

思想文化引领力稳步提升。杭职
院党委着力把党的思想工作融入高校
文化育人工作中，一批批党员教工在

“结合点”建设理念带动下，大平
台，多贡献，带领全体教工深耕文化
梯度育人，为学校的软实力建设注入
不竭动力。

经过两轮“结合点”建设，党建
服务中心工作的理念在杭职院蔚然成
风，“结合点”已经成为学院党务干
部开展党建工作的共识，成为具有杭
职院特色的党建工作品牌。

（作者系杭州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

找准“结合点”，杭职院破解党建与中心工作“两张皮”现象

从“盆景”变为“风景”
安蓉泉

本报讯 （记者 李丹） 为深化职业教育
办学体制机制改革，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建设，激发职业教育集团办学活力，促进职
教集团及其成员交流，在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学会的指导下，第十一届职业教育集团化办
学交流研讨会日前在山东省潍坊市召开。来
自全国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职业教育集团、
有关行业企业、职业教育研究机构、职业院
校和普通高校的200多名代表，围绕“加强
紧密型职教集团建设，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
略”的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和交流。

研讨会期间，“全国职业教育集团化办
学工作专家组”正式成立。据了解，专家组
是全国从事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理论和实践
研究的学术组织，将紧紧围绕全国职业教育
集团化办学的中心工作和发展大局，以及全
国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领域的重点、难点和
热点问题，开展理论和实践研究，为深入推
进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进行理性实践、实行
科学决策提供咨询服务。

全国职业教育集团化
办学工作专家组成立

本报讯 （记者 翟帆） 由江苏理工学院
主办、《职教通讯》 编辑部承办的第三届全
国“职业教育新思维”博士论坛日前在江苏
常州举办，来自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北京
师范大学等 60 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 160
余名博士和科研人员共同畅谈新形势下职业
教育的转型发展。

本届博士论坛以“现实问题与未来图
景：畅想中国职教 4.0”为主题，针对新形
势下职业教育呈现的新特征和新形态，参会
者从各自学术领域入手，勾勒了中国职业教
育的未来图景。论坛还设置了“工业革命与
职业教育转型”“面向未来的中国职教管理
与治理结构”“信息化时代的职业教育与培
训发展”“全纳、公平与职业教育改革”等
4个分论坛。

第三届“职业教育新
思维”博士论坛举办

6月29日凌晨5点，广西职业技术学院校
园电视台仍旧灯火通明，这边传媒系师生有条
不紊地剪辑着要在毕业典礼上播出的视频，那
边播音主持专业的师生商议着主持过程中各种
不可预见的情况及应对策略，而在另一头，师
生们结合“电视节目转播”课程正紧锣密鼓地
调试着网络直播的各种参数⋯⋯

“转播信号非常棒，画面非常流畅，网络
直播组十分给力。我身处万里之外，却如身临
其境。”当日上午10点，广西职院2016届毕
业生毕业典礼在该校文体馆举行，远在大洋彼
岸美国盐湖城的该校98级校友余晓冬通过网
络直播全程收看了毕业典礼。她说，虽然已经
毕业多年，但一直关注着学院动态，看完内心
非常激动，母校在不断蓬勃发展，我们分布在
五湖四海的广职学子由衷感到骄傲。

4000多个位置座无虚席，30多家用人单
位代表及学生家长等共同见证了该校2016届
毕业生接受毕业证书的时刻。而直播后台的数
据显示，直播活动吸引了近2000名校友在线
收看。在现场参加典礼的该校新闻专业毕业生
陈虹如说：“毕业典礼简洁而隆重，充分体现
了学生主体，强调了仪式感，让人永生难忘。
传媒系的学弟学妹们学以致用，做的视频和直
播很专业，棒极了！”

通讯员 周治 全闪 摄影报道

网络直播很专业
学以致用获好评

画里话外

本报讯 （通讯员 张志成） 国内首家高
等护理职业教育课程联盟日前在上海思博职
业技术学院成立。

该联盟由 12 所含护理专业的院校发起
成立。联盟未来将吸收更多的省市护理院校
加盟，组织线上 MOOC （大型开放式网络
课程） 教学课程和线下辅导教学，定期举行
高等护理职业院校教师教学比赛，进行优秀
课程评比。充分发挥联盟作用，促进学生跨
校选修课程，选课学生通过所在学校组织的
考试可以获得相应的课程学分；通过实名认
证的学生在完成基本的线上学习任务和线上
考核后，可以获得由联盟发放的 MOOC 课
程学习证书。

该联盟还将发挥自身优势，组织有关院
校召开有关课程建设、平台建设和跨校线下
教学团队建设的专题交流会、技术培训会等
活动，以微视频的方式开发相应的宣传视频
和培训视频，定期编制 《高等护理职业教育
课程联盟简报》 等。

国内首家高等护理
职教课程联盟成立

本报讯 （记者 孙军） 为加快推进机器
人专业建设，更好地服务新兴产业发展，在
机器人生产与应用企业和职业院校之间搭建
起相互沟通的桥梁，山东省职业院校机器人
专业建设联盟日前在山东省轻工工程学校宣
布成立。山东省开设机器人专业及其方向的
36 所职业院校、16 家涉及机器人生产制造
及应用服务的企业成为首批联盟单位。

山东省职业院校机器人专业建设联盟是
在山东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指导下，由开设
机器人相关专业的职业院校、从事机器人产
业生产制造及应用服务，并积极投身于机器
人教育事业的企业单位、用户单位及其他相
关机构自愿组成的非营利性社会团体。联盟
旨在以产教融合为主导，搭建产、学、用的
平台，使学校培养人才与企业岗位需求人才
接轨，培养学以致用的应用型人才，促进我
国机器人产业健康发展。

据介绍，该联盟的主要任务是，贯彻落
实国家相关的产教融合政策，引导企业参与
人才培养过程；研究机器人行业发展方向，
制定山东省职业院校机器人专业建设标准，
制定 （推荐） 行业人才培训标准，提供人才
培训指导服务；组织开发机器人专业课程体
系，发布成果，成员单位共享开发成果；建
立师资培训基地，会员优先、优惠获得师资
培训服务；制定山东省职业院校机器人专业
实训设备实训环境标准等。

山东省成立职业院校
机器人专业建设联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