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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吴兴区职成教在区教育局的高度重视下，紧紧围绕“创特色、树品牌、强内涵”的工作要求，坚持硬件建设和内涵发展并重，全区职成教工作

取得了长足进展。2021年，吴兴成教完成各类培训超37万人次。在全区145个文化礼堂共开展公民素养、诚信教育、人文艺术等各类社区教育活动，

社区教育进文化礼堂覆盖率达100%。

在“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发展中，吴兴成校也开启了品牌化创建之路，目前全区9所成校全部实现了浙江省标准化成校全覆盖，

这些成校在乡村振兴中发光发热，培养了大批“土专家”“田秀才”和种植达人、营销能手，全面赋能乡村振兴。

创特色 树品牌 强内涵

吴兴成教全面赋能乡村振兴吴兴成教全面赋能乡村振兴

助力农村富余妇女劳动力就业打造“原乡月
嫂”特色培训品牌，服务全域旅游开展民宿管家培
训，根植当地特色产业开展茶艺师培训⋯⋯近年
来，追寻着农村改革与发展的时代脚步，湖州市妙
西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不断推陈出新，打造特色
培训品牌。

妙西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创办于1993年，下
设 15 个村级社区教育工作站，学校本着“知识改
变命运，技能助人成才”的办学理念，全力打造全
民学习的继续教育基地和成人教育培训中心。

随着近几年妙西镇生态旅游的快速发展，妙
西成校不仅在成人教育和社区教育品牌上精益求
精，而且深入结合妙西当地的生态旅游情况，积极
扩大教学范围，创新办学方式，进一步推动农民创
业致富，助力打造“宜居、宜业、宜游”新妙西。

西塞美食 打造金名片

美食在旅游度假区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这几年，妙西成校联合西塞山旅游度假区、妙西镇
人民政府、妙西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中心等部
门，先后举办了 4 届职业技能农家特色糕点大赛
和两届中式厨艺职业技能大赛，积极开发与创
新妙西传统美食，传承传统中式饮食文
化，打造西塞美食的金名片。

“欢喜圆子、三葵茶点、碱水蜂蜜
粽⋯⋯这些都是我们的传统糕点，也
是我的拿手绝活。”妙山村的刘阿姨
至今对比赛印象深刻，参加了两次
特色点心比赛，不仅让她有了一个
展示自己厨艺的机会，也让更多人能
了解到当地妙西的糕点特色。

同样深有所感的还有妙西鲜丰大
院农家乐业主沈金亮，自从参加了首届西

塞厨艺大赛，他凭借“西塞状元鸭”获得一等奖，现
在“西塞状元鸭”已经成为他们农家乐的“招牌菜”

“必点菜”，受到众多游客、食客的好评和点赞。
“无论是哪种形式的西塞美食大赛，每次都会

吸引周边酒店、民宿、农家乐大厨大显身手，附近
老百姓也会抢着报名参加。”妙西成校校长施建林
说，每年举办的美食大赛如今已经成为学校办学
的金名片。

值得的一提的是，妙西成校不仅充分利用本
土农产品资源，开发农家特色菜、农家特色小吃、
农家休闲产品。这几年，学校趁着多次举办西塞
山美食节的契机，评比出“西塞十碗”精美菜品、

“西塞名点”精美糕点，展示妙西本土美食，为妙西
各旅游企业单位餐饮方面储备了大量的高技能人
才，全面提升妙西镇生态旅游发展各项水平，实现
生态旅游“有特色、有保障、有产品”，助力打响妙
西生态旅游品牌。

技能培训 拓宽致富路

近日，由湖州农民学院、妙西镇人民政府和妙
西成校联合举办的油橄榄栽培与管理技术

首期培训班举行，妙西镇 50 余人
参加培训。培训会上省市农

业专家不仅对当前妙西镇
油 橄 榄 产 业 进 行 了“ 把
脉”，还给出了可行性的
建议。

“带动更多农户增
收致富，我校致力为当
地培养一支懂技术、善经
营、会管理的油橄榄产业

致富队伍。”妙西成校校长
施建林介绍，种植油橄榄一方

面可以美化环境，为西塞山旅游度假区拓展
“绿”的底色，另一方面也可以发展妙西镇经
济作物，为农民打开新的致富大门。

多渠道拓宽致富路，不仅仅是新兴的
油橄榄产业，这几年，妙西成校积极助力
当地特色农业的发展。针对当地传统
农业黄桃产业，该校多年来一直开设黄
桃栽培技术等培训班，并聘请专家实地
指导。妙西锦丰家庭农场就是妙西成校
的农业实训基地之一，农场内种植“锦
丰”“锦园”“锦绣”等黄桃品种，在省市区
各类评选中多次获得大奖。在妙西成校的
推荐下，该农场成立了湖州市方道东黄桃大师
工作室，推广黄桃种植技术，带动周边农民一起致
富。

为农服务为农忙，乡村振兴担肩上。随着西
塞山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建设，妙西成校紧紧围牢
镇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进一步丰富培训菜单，
开展“三服务”活动：通过民宿实地调查后，开展
强化技能“民宿管家”培训；通过企业对接，为当
地著名旅游景点原乡小镇开设景区素质提升培
训班；联合湖州高职院校积极开展茶艺师高级班
培训⋯⋯

智慧助老 畅享生活美

“养老护理员必须掌握老年人饮食、排泄、睡
眠、清洁等方面知识和技能，并根据老年人的健康
状况、自理能力、实际需求等情况提供适合的服
务⋯⋯”每个学期，妙西成校养老护理员培训如
期开展，普及老年常见疾病及家庭护理相关知识。

不断提升老年群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一直
以来，养老服务是妙西成校的重点工作之一。“关
心关爱老年人是妙西成校教育工作的重要内涵，

也是社会温度的直接体现。”校长施建林说。妙西
镇始终坚持把养老服务事业摆在突出位置，重点
推进医养融合，加快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建设。

今年，妙西成校携手海亮集团，共同为科学化
养老服务努力。依托妙西镇原生态的山水田园风
貌，集聚各方面产业优势和资源，建立起宜养、宜
居、宜业、宜教、宜游的高水准国际化综合性的养
生养老基地。

推动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是彰显妙西镇乡镇
形象的重要内容，更是让老年朋友共享改革发展
成果的必然选择，妙西镇政府和妙西成校将继续
坚持把养老服务作为民
生大事抓紧抓好，持续
加大投入力度、不断优
化服务供给，加快推动
妙西养老服务更加充
分、更加均衡、更加优
质，让养老服务体系更
加完善。

妙西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扎根美丽乡村唱响成校好声音扎根美丽乡村唱响成校好声音
杨斌英 郎正凯

悠悠太湖，千载溇港。翻开南太湖畔的历史
画卷，流淌的水，润泽了千年古镇，绵延的河，织就
了繁华新织里。

织里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正坐落于被誉为
“中国童装之都”的吴兴区织里镇。

从 1992 年到 2022 年，学校正好走过 30 年春
秋。30 年栉风沐雨，织里镇从一条小小的扁担街
发展成为拥有45万人口的大体量乡镇，织里成校
也从毫不起眼的乡镇成校壮大成为吴兴区成人文
化技术教育体量最大的学校。

“用心用情服务45万新老织里人”，是织里成
校的使命与担当。在吴兴区教育局和织里镇党
委、政府的关心支持下，该校始终秉承“服务织里
经济发展，提升镇民综合素养”的宗旨，
逐步发展成为一所集“社区教育、职
业技能培训、学历提升、特色教
育”于一体的多层次、全方位实
施全民终身教育的省级现代
化成校。

“e童装”培训 打造特色品牌

织里，是吴兴区经济重镇、产业大镇，是45万
新老织里人创新创业、追逐梦想的地方。目前拥
有各类童装类企业 1.4 万余家，电商企业 8000 余
家，年产各类童装 15 亿件（套），童装年销售额超
700亿元，占中国童装市场的三分之二以上。

从 2014 年开始，织里成校就把目光对准“电
子商务”培训，与专业电子商务平台合作，依托高
校专业师资授课，实施“e 童装”电子商务培训项
目，为各童装业主转战电商提供基础人才支撑。

“项目围绕织里镇支柱经济童装产业，引导和
鼓励童装企业主从传统的看单订货向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新型营销模式转变。”织
里成校校长施建荣介绍，该校根据电

商发展的步伐调整授课内容，逐步
积累完善教材内容，开发编写了
《“e童装”电子商务培训》特色教

材，受到学员的欢迎。
“e 童装”电子商务培训项

目实施 8 年多来，为织里镇童装
电商企业输送了 6000 多人的电

商从业人才，推动了童装线上销
售 业 绩 ，实 现 每 年 递 增 的 良 好 态

势。近几年，织里成校在努力培训电商
人才的同时，更加注重童装电商示范户和童

装电商标兵的培育。通过培训，重点培育与该校
长期建立校企合作的电商示范基地（户）有华诺、
益华、江西商会、十点伴等10余家，涌现的电商标
兵（领军人物）有徐平等近50位。

2018 年，“e 童装”电子商务培训教育项目荣
获省成教学习项目品牌，在此基础上该校成功创

建“中国童装博物馆”学习体验基地，2021年该校
又创建成为国家级农村电商孵化基地。

接下来，基于湖州（织里）市场采购贸易试点
打开更大的市场，织里成校将致力于打造“e 童
装”培训 2.0 版本——跨境电商培训，为织里镇蹚
出共同富裕新路子贡献成校力量。

“领雁”工程 赋能乡村发展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才，培养一支高素质专业
化基层干部队伍，才能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保障。

在织里镇港西村，村民顾跃跃通过织里成校
组织领雁赋能工程圆了他的“大学梦”，参加成人高
考后被浙江理工大学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录取。“感
谢成校的这段‘充电’经历，我不仅完成了自身学历
的提升，也更加熟悉新农村建设的政策方针，大大
提升我的工作能力和水平。”他感慨地说。2020年
10 月他当选为港西新一任村书记，同时他也积极
鼓励带动身边的村民以及年轻人加强学习提升。

头雁飞众雁随，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排
头兵，农村干部队伍的素质能力、业务水平直接影
响到乡村振兴战略落地落实。2019年，在织里镇
政府的支持下，织里成校作为织里镇社区教育中
心，开展了领雁赋能工程，聚焦农村干部队伍建设
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提升村干部农村工作能力和
水平。

同时，织里成校借助高校资源，与湖州职业技
术学院、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春华教育进行教
学合作，开展村干部学历提升教育培训活动，提升
织里镇村级干部业务能力、学历水平和综合素养。

数据显示，领雁赋能工程实施以来，当地
3000 多名党员干部参与，其中 200多名村镇干部
参与学历提升培训，获得了村干部的一致认可。

“多点开花” 营造美好生活

从助美乡村建设到助力产业发展，从提供技
术帮扶到倾情志愿服务，从开设快乐托管到开展
云端学习，这几年，倾情服务45万新老织里人，织
里成校开出多样化的培训菜单，哪里有需要就服
务到哪里。

5 月初，在织里成校培训教室里，老师在给农
民学员讲解电学的相关知识。近年来，该校结合
当地市场需求，定向培养企业所需和自主创业人
才，主要围绕电商、育婴、养老护理、电工、乡村大
厨等方面开展技能培训，采用理论+实操的方式
提高农民自身技能水平及综合素质，促进多渠道
就业增收。

克服疫情影响，2021 年，该校出色地完成了
各类培训任务：开设企业职工技能提升培训班，完
成培训 1501 人；开设农村实用型人才培训 5 个
班，完成培训 215 人；开设家政服务培训 6 个班，
完成培训276人；开设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班，完
成培训45人⋯⋯

同时，为进一步丰富老年人的生活，目前织里
成校已经开设了太极健身、旗袍走秀、地方戏曲、
舞蹈表演、巧手剪纸、民族乐器、书法、交谊舞等专
业共 12 个班，逐步成为老年人求知的殿堂、精神
的乐园、温馨的家园，成了广大老年人欢度晚年生
活向往的地方。

小成校大作为。曾
经不起眼的成人文化技
术学校，如今在服务地
方经济发展、营造幸福
美好生活中发挥着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

织里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用心用情服务45万新老织里人
杨斌英

织里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用心用情服务用心用情服务4545万新老织里人万新老织里人
杨斌英

童装直播童装直播 张栋张栋 摄摄

舞蹈培训班丰富老
年人生活 何伟卫 摄

舞蹈培训班丰富老舞蹈培训班丰富老
年人生活年人生活 何伟卫何伟卫 摄摄

织里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官方微信

茶艺大赛 陈永 摄茶艺大赛茶艺大赛 陈永陈永 摄摄

西寒十碗比赛西寒十碗比赛 陈永陈永 摄摄 西塞特色美食西塞特色美食
（（图片由妙西成校提供图片由妙西成校提供））

妙西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官方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