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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工教育承担着为经济社会发展

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的重要任务，在

‘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过程中，平

顶山技师学院将充分发挥技工院校的

示范引领作用，坚持‘学制教育、技能培

训’两手抓，努力打造技能人才培养新

高地。”6月 13日，平顶山技师学院院长

张晓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为高质量推进“人人持证、技能河

南”建设工作，平顶山技师学院克服疫

情影响主动担当作为，在圆满完成本校

技能等级评价认定工作的同时，充分发

挥公办院校的主阵地作用，积极帮助我

市大中专院校及相关行业、单位开展职

业技能培训评价。截至 6月 12日，该学

院累计完成培训 9640 人（学生创业培

训 709人次），其中评价认定 8939人，新

增技能人才培训 7387 人（高技能人才

2186人）。

建章立制，示范引领，统
筹协调凝聚合力

该学院成立了以党委书记、院长为

组长的“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工作领导

小组，出台《学院关于“人人持证、技能

河南”建设校外培训评价工作量计算办

法》，完善建立评价认定试题库 16000

道；出台《学院关于开展“人人持证、技

能河南”建设校外人员培训评价的工作

方案》，积极协助其他院校及行业、单位

开展技能培训评价。

该学院申报加挂“社会职业培训

（评价）中心”牌子，获省人社厅批准。

目前该学院有 5 人成为市“人人持证、

技能河南”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专班成

员，13人申报成为平顶山市职业技能等

级评价机构备案评估专家。其中 1名专

家已参加平顶山市湛河区组织的技能

等级评价机构认定工作。该学院承办

平顶山市“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院

校专班现场推进会 2次，积极介绍学院

在“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工作中取得的

经验做法，共同交流工作中存在的难

点、堵点，促进“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

设工作更有序高效推进。

聚焦创新，科学谋划，校
内校外同步推进

为保障全市“人人持证、技能河南”

的战略部署顺利推进，平顶山技师学院

统筹谋划对在校生的技能等级认定工

作，积极调整教学计划，分两批次进行

评价认定，并严抓疫情防控及考务人员

考前培训。第一、二季度，该学院共培

训评价在校生 5124人，组织学生开展创

业培训 709 人次。同时学院创新评价

方法手段，激励“转段生”在中职阶段转

入高职阶段学习，实行“转段期”技能等

级评价认定，促使学生由普通技工向高

素质技能人才转变。

该学院先后到市财经学校、舞钢师

范等学校进行培训评价，共计培训评价

3103 人次；与市大数据局、市退役军人

事务局、市物资集团、团市委、各县区企

事业单位建立培训评价工作对接，深度

开展社会培训评价工作。该学院还派

出专业队伍协助完成“人人持证、技能

河南”建设院校专班工作，共向 39家社

会评价机构、12 家专项能力评价机构、

11 所大中专院校提供相关咨询与资料

审核服务。目前已完成 11 家中职院校

及 13家社会培训学校的校评、社评申报

的资料收集、前期审核及业务培训。

夯实基础，促进就业，校
企合作提质增效

该学院紧紧围绕“人人持证、技能

河南”工作方案中提出的人力资源品

牌建设要求，深化产教融合，提升人才

培养精度和岗位人才质量。该学院已

与昆山科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内蒙

古西贝餐饮集团有限公司、海尔集团

等 7家知名企业签订了校企合作“订单

班”人才培养协议书，开设订单定向培

养班；与郑州宇通股份有限公司、河南

润泽餐饮公司分别联合成立宇通产业

学院和润泽餐饮学院，为学生实习提

供先进的、贴近市场的实习实训基地、

教学研发场所，实现学生毕业与就业

的无缝衔接。

该学院还与昆山市人社局共同遴

选昆山市及周边优质企业资源，签订

“20+20”人力资源合作计划协议书，精

准对接“实习+就业”岗位 1000 余个，实

现了政府、学校、企业跨区域深度合

作。该学院还承办了平顶山市高校毕

业生暨技工院校专场招聘会等，为毕业

生高质量就业铺路搭桥。

目前，“人人持证、技能河南”正在

全省如火如荼地开展。作为全市技工

教育的“领头羊”与“排头兵”，平顶山技

师学院当奋勇争先，勇挑重任。“我们将

与兄弟院校携手共进，踔厉奋发，继续

聚焦走深走实“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

设工作，大力培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

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为我省稳增长稳

市场主体保就业持续做出应有贡献。”

张晓东说。

（本报记者 邢晓蕊）

——平顶山技师学院助力“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工作侧记

打造技能人才培养新高地

本报讯 （记者邢晓蕊）为村庄

制定整治规划方案、调查民风民俗

及村民脱贫致富途径、为乡村小学

生辅导功课……近段时间，鲁山县

四棵树乡张沟村迎来一批河南城

建学院大学生志愿者，他们活跃在

村庄各处，为乡村振兴奉献着青春

力量。

一周前，河南城建学院 2022

年大学生志愿者暑期文化科技卫

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启动，有

7 个实践团走进鲁山县四棵树乡

张沟村。据河南城建学院驻张沟

村第一书记许东辉介绍，工作队结

合村情设立“三下乡”社会实践张

沟村专项，共有 60 余名师生前来

张沟村开展社会实践。他们分别

是来自测绘、管理、外国语、建筑和

艺术学院的“心系脱贫攻坚，筑梦

美丽乡村”、“活力青年助力乡村，

飞扬青春推动振兴”、“共谱华夏

梦，助力乡村行”、“印象张沟”美丽

乡村规划、“驻村来帮扶，振兴在路

上，事迹研学团”、“多规合一，未来

可期”、“助乡村振兴，率青年赋能”

实践团。

“活力青年助力乡村，飞扬青

春推动振兴”实践团的志愿者有 10

位，主要开展乡村振兴调研专项行

动，志愿者们通过实地走访了解当

地文化习俗和生活习惯，熟悉村庄

基本情况，了解村落概况，参观脱

贫产业园，发掘当地特色风俗及周

边景区，开展民风民俗调研等，为

乡村经济发展建言献策。

来自河南城建学院外国语学

院的“共谱华夏梦，助力乡村行”实

践团成员结合专业特色为张沟村

小学的孩子们提供延时课服务，开

办英语趣味课堂，为孩子们进行外

语启蒙教育。志愿者们还开展了

音乐、体育、剪纸等素质拓展课以

及安全教育专题课，如垃圾分类、

防溺水、校园反欺凌等系列微课

堂，深受孩子们的欢迎。

实践团成员用无人机航拍记

录桑田面积范围，以供未来对桑田

的规划利用，促进桑田经济发展；

志愿者对当地的特色旅游、特色种

植养殖、特色传统加工业等进行调

研学习；对当地特色农家乐进行调

研，并借用网络等新兴平台进行宣

传；通过参观当地的桑果园等农业

产业进一步挖掘农业发展潜力，对

部分产业产品进行规划设计、文创

宣传等，为乡村振兴注入青春活

力。

6 月 9 日下午，河南城建学院

党委副书记王靖一行赴张沟村看

望、慰问暑期参与“三下乡”社会实

践团的师生，了解他们的饮食生活

和安全保障等情况，鼓励大学生们

在实践中要不怕吃苦、不畏艰辛，

深入农村、服务农业，将专业知识

运用到社会实践中，为乡村振兴贡

献青春力量。

河南城建学院“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走进张沟村

走访调研规划 助力乡村振兴

三尺讲台，粉墨耕耘；春雨烛光，润

物无声。从教 16年来，她把青春献给了

自己钟爱的教育事业，在教书育人的道

路上倾注了心血和汗水，也收获了一份

份沉甸甸的果实。她就是市财经学校

优秀教师王建利。

“好的教育影响一个人的一生。”这

是王建利的切身体会。

上初中时，王建利最喜欢上英语老

师的课。英语老师文质彬彬，学识渊

博，用个人魅力和专业能力指引着学生

去努力追逐青春梦想。当教师的梦想

那时就在王建利心中扎下了根。

2006年，王建利如愿成为市财经学

校的一名老师，还担任春蕾班班主任。

春蕾班的女生大都来自县区农村困难

家庭，很需要生活和情感上的关爱。刚

大学毕业的王建利一心扑在工作上，和

学生们同吃同住，在传授知识的同时，

像暖心大姐姐一样关爱着学生，学生们

私下里总爱亲热地叫她“姐”。

“勤奋好学、兢兢业业”是同事们对

王建利的一致评价。每年暑假都是王

建利“充电”的好机会。2020年暑假，她

在郑州工艺美术学校参加培训，学习手

工编织、扎染技术时，每晚练到 11点左

右。“学习让我受益匪浅，但很多时候顾

不了家，顾不上照顾自己的孩子……”

王建利无私的付出换来了学生们爱的

回馈。

时光飞度，岁月更迭。2006级毕业

生再跟她联系时，依然会调皮地喊她

“姐”，而 2019 级毕业生则亲切地喊她

“王妈”。逢年过节王建利总会收到学

生们的祝福，她心中既感动又自豪。

2019年夏天的一个傍晚，王建利接

到一个电话：“老师，我是侯宁，我想让

您参加我和俊营的婚礼，做我们的证婚

人。”学生侯宁是她参加工作后带的第

一届毕业生，听闻喜讯，她既高兴又激

动。“作为班主任，能够看到自己曾经的

学生拥有幸福美好的生活，我真是太开

心、太幸福了。”王建利说。

“和谐、友爱、团结、向上”的班集体

是学生快乐学习、健康成长的“家”，王

建利煞费苦心为学生们打造成长家园。

王建利担任过 8年班主任，每带一

个新班，她总会第一时间把学生的家庭

住址、家长电话、家庭状况以及学生爱

好、性格特点等情况了解清楚，对家庭

情况特殊的学生给予特别关爱。

2021年 9月，担任班主任的王建利

了解到学生小魏家里情况特殊，哥哥长

期患病，一家人仅靠爸爸打零工维持生

计，家境窘困。她发现小魏中午只吃白

米饭，连 3元钱的菜都不舍得买。看着

高高瘦瘦的女孩，她心疼得想流泪。她

不仅给予小魏生活上的照顾，只要发现

她有一点点进步，就当着全班同学的面

表扬她。小魏渐渐变得开朗、大方，喜

欢与人交流了。

近年来，王建利逐步形成了自己完

整成熟的班级建设方案，把每学期的班

级建设目标和活动安排得清清楚楚，学

生们受益良多。

在教育一线兢兢业业，王建利也收

获了累累硕果。2019年，她辅导的学生

王敬雅获得河南省中等职业教育竞赛

一等奖。2021年，她辅导的学生王心靖

参加平顶山市职业教育技能竞赛获一

等奖。王建利所带班级也常常获得表

彰，她所带的幼师 2019 级（4）班于 2021

年 5月获得平顶山市“五四红旗先进团

支部”称号，2021 年 8 月获得平顶山市

文明班集体称号。2020年 11月，王建利

参加平顶山中等职业学校班主任能力

大赛获得二等奖；2021 年 6 月，获得市

财经学校“优秀党员”称号，同年参加平

顶山市班主任素质能力大赛获得一等

奖。 （本报记者 邢晓蕊）

——记市财经学校优秀教师王建利

耕耘三尺讲台 无悔青春年华

本报讯 （记者田秀忠）6 月 5

日，平顶山学院医学院通过邮寄方

式向许昌市襄城县十里铺镇王老

虎村村民赠送了该院研制的 100

个“辟疫香囊”，为乡亲们疫情防控

增加一道“中药防护屏”。

香囊是中国传统中医文化的

结晶，孙思邈对香囊有“避疫气，

令人不染”的描述。平顶山学院

医学院药用植物功能成分利用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工作人员依据医

药文献典籍，结合我市地域气候

特 点 ，制 作 了 精 美 的“ 辟 疫 香

囊”。

“辟疫香囊”由藿香、白芷、艾

草、苍术、菖蒲等中药材配伍而成，

悠悠药草香通过呼吸道进入人体，

刺激机体免疫系统，可达到化浊辟

秽、提高免疫力的作用。

平顶山学院医学院在日常教

学之余经常性开展医疗下乡义诊

活动，参与核酸采样、志愿服务等

工作，同时充分发挥学院中药教

研特色，制作发放“辟疫香囊”，为

常 态 化 疫 情 防 控 贡 献 中 医 药 力

量。

助力异乡疫情防控

平顶山学院赠送 100 个中药香囊

本报讯 （记者邢晓蕊）6 月 12 日

上午，在家长、老师的注视和见证下，

200 多名六年级小学生一起放飞了承

载着自己梦想的彩色气球，激动的欢

呼声响成一片。这是湛河区东风路

小学毕业典礼上出现的一幕。

当天上午 8 点半，东风路小学毕

业典礼拉开序幕。六年级毕业生排

队入校走上红毯，在签名墙上写下自

己的名字，按下手印，留下永久的纪

念。在毕业典礼主会场，毕业生代表

集体朗诵《我们毕业了》，孩子们声情

并茂，向学校、老师表达深深的感恩

与留恋之情。在难忘师恩环节，六

（1）班王紫菲同学代表所有毕业生作

了毕业发言，她满怀深情的话语充满

着对学校和老师的留恋、不舍和感激

之情。

在梦想启航环节，毕业生们共同

举起右拳，立下立志成才的誓言。老

师们把彩色气球分发给孩子们，请他

们在气球上写下自己的梦想、希望和

祝福。

六（4）班的岳语涵挥笔写下“考

上一个好大学”的梦想，岳怡萱郑重

写出“考上大学，当医生”的心愿，还

有的同学写下了“逢考必过考上清

华、北大”的愿望……孩子们来到校

园共同放飞梦想气球。看着载满五

彩斑斓梦想的气球飞向蓝天，孩子们

欢呼雀跃，激动万分。

“ 在 毕 业 之 际 让 学 生 们 放 飞 气

球，寓意放飞理想。希望在未来的日

子里，孩子们都能够展翅高飞，前程

似锦，梦想成真！”该校校长梁文涛

说。

走红毯、签名留念、集体朗诵、放飞梦想气球……

小学生毕业典礼仪式感满满

本报讯 （记者邢晓蕊）夏季是

溺水事故的高发期，最近我市多所

学校扎实开展防溺水活动，防患于

未然。

“ 不 到 无 安 全 设 施 ，不 到 无

救援区域游泳，我们时刻都要牢

记……”近日，新华区香山街小学

学生用歌唱等表演形式在课堂上

宣传防溺水知识、溺水自救的方法

等，令人耳目一新。

新华区体育路小学制定了学

生到校双考勤和晨、午检班级公

约，及时追踪查明学生迟到或缺勤

原因，并建立了行政带队、教师值

周、保安值勤、同学监督、活动推进

等校级防溺水机制，保护学生安

全。

新华区联盟路小学日前举行

了“增强防溺意识，绽放生命光芒”

主题教育活动，通过国旗下讲话对

师生进行防溺水教育；向每位家长

发放《防溺水致家长的一封信》并

收回回执，要求家长做好防溺水教

育；通过主题班会、黑板报等形式

向学生进行防溺水宣传教育，提高

学生自防自救能力。

我市多所学校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

预 防 溺 水 珍 爱 生 命

本报讯 （记者邢晓蕊）走过成

长门，接受家长和老师的祝福，感

恩老师和父母的教育、关爱，小学

生们禁不住热泪盈眶。6月 10日，

湛河区诚朴路小学为已满 10 岁的

学生举行成长典礼，让学生们珍惜

成长的瞬间。

成长礼开始后，家长、老师和

学生手牵手一起走过成长门。学

校为学生们准备了吉祥物“诚诚”

“朴朴”挂件作为礼物，送给参加典

礼的学生们。

10 岁是人生的一个重要分界

点，它意味着孩子们即将告别稚嫩

天真的童年，开始迈入意气风发、

朝气蓬勃的少年时代。伴随着每

一个孩子从小到大的成长图片，张

帆等老师和在场的家长朗诵《我们

能拥有孩子多少年》，诉说着对孩

子们深沉的爱。

家长们也为孩子们录制了祝

福视频，他们通过视频向孩子们深

情表白，殷殷叮嘱。孩子们也用集

体手语向老师、父母表达了自己的

感恩，并郑重许下 10 岁的誓言：学

会感恩，懂得珍惜；学会宽容，懂得

欣赏；学会做事，懂得坚持；学会生

活，懂得乐观。

学校和家长还为学生们准备

了大大的蛋糕，上面刻着每一个孩

子的名字。学生们面对着蛋糕，点

燃了蜡烛，许下自己的心愿，并伴

着烛光将心愿投入愿望箱。“希望

小学毕业后，孩子再来验证自己的

誓言。”老师们说。

“希望孩子们经过 10岁盛典的

洗礼，对自己的未来更有信心，也

希望孩子们走过 10 岁盛典后带着

感恩学习，带着梦想远航！”诚朴路

小学校长李庆敏说。

诚朴路小学为学生举办 10 岁成长礼

毕业生在签名墙上签名留念 本报记者 邢晓蕊 摄毕业生代表为老师赠送鲜花 本报记者 邢晓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