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劳动报记者陈琳
通讯员屠律燕 ） 上海市退休职
工大学于近日举行 “思想引航
榜样示范 为素质教育赋能 ”庆
祝第三十五个教师节主题活动。

主题活动在夕阳秀男声合

唱队“老师我想你”的歌声中开
启。上海市退休职工大学常务副
校长李唯代表学校向大家致以

节日的问候，感谢老师们为退大

的发展、 取得的成绩做出了贡
献，并宣布学校设立素质教育实
践岗、素质教育示范岗，推进素
质教育工作向纵深发展，形成长
效机制，促进学校各项工作全面
提升。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刘言
浩、上海市退休职工服务中心主
任刘培顺分别为被授予素质教

育示范岗、素质教育实践岗称号
的教师代表授牌。

刘言浩对老师们为老年教

育事业倾情付出表示感谢，对学
校工作提出了要求：要丰富课程
内容、提高课程质量、提升办学
能力，满足广大老年学员对高质
量高水平老年教育的新期盼和

新要求。
主题教育活动在美之声合

唱队“共和国之恋”的歌声中结
束。

“巴士”青年维修工送上教师节别样礼物
首席技师接受徒弟鞠躬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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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社区就能接受工匠教育
北外滩街道社区工匠学校揭牌

召唤“云时代赋能者”
2019上海智慧城市建设发出首道召集令

本报讯 虹口区北外滩街道近

日向 10 位身怀 “绝活 ” 的居民
授予 “社区工匠” 称号， 并向他
们颁发证书。 北外滩街道市民驿
站社区工匠学校同时揭牌， 并将
定期为社区居民开展培训， 传授
技能， 解决社区工匠后继乏人的
现象。

据了解 ， 我国到 2021 年底
技能劳动者占就业人员总量的比

例将达到 25%以上。 北外滩街道
在日前的一项摸底调查中发现 ，
社区里有许多身怀一技之长的劳

动者， 虽然他们的 “绝活 ”， 只
是修钟表、 修电器、 修雨伞、 磨
剪刀、 烹饪等， 但这些 “绝活 ”
正是社区居民们所需要的， 也是
目前社会上所缺乏的行当， 有些
“绝活” 甚至面临着 “断档 ” 的

可能。 此次， 北外滩街道命名的
10 位 “社区工匠”， 都是有着一
手 “绝活” 的劳动者。

此次被北外滩街道命名为

“社区工匠” 称号的柴俊 ， 是上
海雷允上北区诵芬堂北号中医初

级经营师、 中药师。 2010 年跟随
师傅学习中药泛丸， 荣获上海雷
允上北区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诵
芬工匠奖”， 是雷允上传统技艺
青年传承人之一。 说起学习手工
泛丸这一传统制丸方式， 柴俊告
诉记者， 传统手工制丸方式， 是
先辈中医师们的一门 “绝活 ” ，
它主要有原料加工粉碎 、 起模 、
成型、 选盖面、 干燥、 包衣、 打
光等工序， 其中起模是关键的一
步。 过去， 愿意学的人不多， 如
果长此下去， 这门 “绝活” 就会
渐渐地失传， 给中医药事业带来
损失。 为此， 柴俊在六神丸泛丸
车间实地学习 ， 师承泛丸老员

工， 经过学习与摸索， 成为雷允
上传统技艺传承人中的佼佼者 。
柴俊说， 这次被命名为 “社区工
匠” 称号， 能有机会向有志学习
技能的劳动者交流技艺， 传授技
能， 自己觉得很高兴。

“社区工匠 ” 顾顺元 ， 原是
上海港务集团的一名美术编辑 ，
擅长素描、 水粉和油画 。 平时 ，
他和一群同样热爱美术的工友

们一起钻研绘画技艺 。 渐渐 ，用
普通颜料作画已经无法满足这

群年轻人求新、求变的心了 。 有
人开始用麦秆、贝壳等物品玩起
了拼贴画。 拼贴画废物利用 ，既
有美感，又新奇。 顾顺元很快喜
欢上了这种创作模式 。 一次 ，在
下基层采风的时候，顾顺元看到
车间里被工友废弃的一团回丝 ，
这些彩色回丝交融在一起 ，居然
产生了颜色变化和层次感 ，和他
喜爱的水粉、油画的着色效果十

分相似。 顾顺元顿时灵感一现 ，
决定用回丝来作画。 通过一番钻
研 ， 顾顺元凭着原有的美术基
础 ， 很快掌握了回丝画的 “笔
法”。 回丝在他的手中变成了油

画颜料 ，点 、线 、涂 、摆 、擦 、挫 、
拍、揉、扫 、跺———这些油画的笔

触在顾顺元轻重不一的摆放回

丝的手法中一一实现。 静物画 、
人物画、风景画……顾顺元创作
的题材越来越多。 不少人起初看
到他的作品时，都以为眼前是一
幅普通的油画， 当走近一看 ，发
现画中的蹊跷后，都不禁啧啧赞
叹 。 顾顺元告诉记者，他希望把
这一手艺传授给更多的人 ， 展
现祖国的新面貌、 新变化。

北外滩街道相关负责人表

示， 我们国家技能人才基数还比
较低， 正在从一个 “技能人才大
国” 向 “技能人才强国 ” 发展 。
社区有许多基础型的技能人才 ，

通过命名 “社区工匠 ”， 主要是
推动技能人才之间的相互交流 ，
带动社区青年和市民群众热爱 、
投身技能活动， 从而提升技能人
才的培养水平， 在全社会形成崇
尚技能、 精益求精的良好风气和
尊重技能人才、 鼓励技能人才的
良好氛围。

据悉， 北外滩街道市民驿站
社区工匠学校， 将招募一批对技
能有兴趣的居民、 白领， 定时定
点邀请社区工匠到学校进行教

学， 一对一式授课， 传授技艺 ，
传承文化， 为社区培育新的技能
型人才。

仪式结束后， 刚刚被北外滩
街道命名为 “社区工匠” 称号的
10 位 “社区工匠”， 来到塘沽路
上的甜橙金融楼宇， 为楼宇里的
白领开展 “进楼宇、 进企业” 展
示服务活动， 为营商环境的改善
出力。

本报讯 （劳动报记者 黄嘉

慧） 在未来的智慧城市中，“云计
算”将如同城市的地基一般，构建智
慧城市的运营。 无论是智慧政务、
智慧民生，或是智能网络、人工智能
等方面，都离不开“云计算”的应用。
近日，2019上海智慧城市建设 “智
慧工匠”选树、“领军先锋”评选活动
的系列赛事之一“云上智慧城市建
设方案竞赛”正式拉开帷幕。

智慧城市将建设在 “云端”。
随着 5G 正式商用，大数据、物联
网、云计算、人工智能技术等信息
和通信技术一日千里，上“云”，已
成为政府运转、企业发展、人们工
作与生活的必选项。 当前，致力于
建设全球卓越城市的上海正面临

新挑战： 如何将新的技术手段与
城市建设和管理有机融合， 从而
提效城市管理、便利公众生活，加
快推进上海的中心工作？

对此，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
委员会副巡视员、 经信系统工会
主任汪羽表示， 这次赛事的举办
就是为了破解上述难题。 他介绍，

“智慧工匠” 选树、“领军先锋”评
选活动是上海智慧城市建设领域

的品牌赛事， 智慧城市方案赛是
评选活动的传统项目，但用“云 ”
赋能还是第一次。 本次方案赛将
对标城市管理的难点、痛点、薄弱
点， 通过采用云计算技术建设智
慧城市的相关从业人员的智慧 ，
为提升城市管理能级贡献力量。

方案赛聚焦智慧政务、 智慧
民生、智能制造、智慧农业、智能
网络、边缘计算、信息安全、人工
智能八大领域， 运用云计算和大
数据平台等方式， 为这些领域的
重点和难点问题提供立体、安全、
高效的智慧综合解决方案。

据主办方介绍， 整个赛程将
分为启动、 报名和案例提交 、初
赛、决赛四个阶段，持续时间约 2
个月时间， 届时将选出 3 名上海
市“智慧工匠”、3 名提名奖。 即日
起至 9 月 27 日。 有意参赛者可登
录赛事官方网站自主报名， 也可
以通过所在的企事业单位、 社团
等组织推荐报名。

本报讯 （劳动报记者 赵竺
安）教师节上午，巴士一公司修
理车间首席技师孙华收到一份

不寻常的“礼物”，徒弟徐朕菲双
手捧着一杯泡好的热茶，向他深
深地鞠了一躬：“孙师傅，今天是
教师节，感谢您一直以来像老师
一样对我关心和教育。祝您身体
健康， 万事如意”。 孙华接过热
茶，美美地喝了一口。

孙华在公交修理岗位上一

干就是 18 年，凭着不怕苦、肯钻
研的精神，他从一名汽车修理新
手慢慢成为汽车修理专家，2010

年公司成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

“孙华首席技师工作室”。
“我带过十多个徒弟 ，他们

现在要么是高级工 ，要么是技
师 。 ”孙华师傅一脸自豪地说 。
2017 年起 ，该公司修理车间将
技术过硬的维修技师们集中

在一起 ，让青年维修工与他们
逐一结对 、签订了 《导师带徒
协议书 》，开启 “拜师学艺 ”，通
过优秀技师的 “传帮带 ”，将公
交行业的优良传统继承和发

扬下去 ，孙华和徐朕菲就是一
对师徒 。

为了让青年维修工能切实

学到所需技术，每份协议书都根
据师徒的技术特点专门定制。

孙华、徐朕菲师徒围绕公交
维修难点，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技
术上的攻坚克难，研发了“自动
变速箱检验台架”、“变速箱湿式
双离合器测试仪”、“变速箱 3D
解体模型”等技术成果，多项技
术革新独具实用性，大大提高了
车间工作效率与安全性 。 2019
年，师徒发明的“新型汽车变速
箱湿式双离合器测试仪”， 收获
国家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榜样示范，为素质教育赋能
市退大举行庆祝第三十五个教师节主题活动

红色之源， 誓言嘹亮。 在喜迎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 昨日
上午， 2019黄浦、 杨浦教育工会新教师 “入师入会” 仪式在中共
“一大” 会址门前举行。 上海市教育工会副主席吉启华出席活动并
讲话， 上海市教育工会女工部部长彭超波为新教师代表颁发中华
全国总工会会员证。 ■摄影 金卫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