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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花湾大桥主桥合龙
预计 10 月通车
珠江商报讯 记者骆苏艳
通讯员王祥报道：昨日上午，
在建的顺德菊花湾大桥上，顺
德区副区长陈旋宣布合龙开
始，混凝土搅拌机立马启动，
混凝土天泵用 62 米长的泵管
把混凝土浆浇筑到大桥合龙
点。
约半小时，菊花湾大桥最
后合龙节点混凝土浇筑完成，
标志着项目主体工程全部完
成，大桥胜利贯通，为通车打
下坚实基础。菊花湾大桥跨越
顺德水道，经过乐从、勒流两
镇街，主桥采用 2X120 独塔斜
拉桥方案，主塔为 H 型塔，塔
高 106.47 米 ， 桥 梁 全 长 1502
米。大桥合龙距离为 10.4 米。
施工单位中国中铁广州工
程局项目副经理马超介绍，菊
花湾大桥建设过程中达到了安
全零事故、质量零缺陷、环保
零投诉的管理目标，是一座科
技攻关型桥梁，在建设过程中
一次次成功攻坚克难。超长大

直径桩基施工就是第一道难
题。菊花湾大桥采取超长大直
径 桩 基 施 工 ， 桩 基 径 长 2.5
米，平均桩长 60 米，加上地
质条件原因，每根桩基从开钻
到成孔耗时近一个半月。大吨
位钢围堰拼装是第二道难题，
采用整体吊装下沉方式拼装，
每个钢围堰重达一千吨。第三
道难题就是索塔施工，106.47
米高的索塔采用液压爬模施工
方式，总共分 17 节施工，历
时一年才完成。
马超介绍，大桥剩余工程
主要为沥青桥面铺设、交通
标志设置、照明安装等桥面
附属工程，争取今年 10 月份
通车。
目 前 ， 大 桥 两 岸 约 50 万
百姓出行主要通过轮渡出行或
绕行 18 公里外的乐龙桥、黄
龙桥。菊花湾大桥是顺德北部
片区直连顺德西南片区的唯一
通道，也是顺德区城市干线性
主干道网结构骨架路网“四横

顺德西南片
区与三龙湾之间
的车程将从 40 分
钟缩短至 5 分钟

昨日上午，菊花湾大桥顺利合龙。/珠江商报记者朱德文摄
六纵”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通
车将为顺德西南片区对接三龙
湾提供快速便捷的通道。菊花
湾大桥采用双向 6 车道设计，

设 计 时 速 为 60 公 里 ， 建 成
后，西南片区与三龙湾之间的
车 程 将 从 40 分 钟 缩 短 至 5 分
钟。可以预见，菊花湾大桥的

通车将有利于顺德西南片区与
三龙湾在科技、创新、人才等
方面的资源对接，将加速顺德
西南片区融入广佛都市圈。

顺德区人大常委会举办主题为“职教提质 凝聚匠心”的代表在线交
流会，
与会代表建言顺德职教走市场化改革道路

职业教育链条要向中高端转型升级
文图/珠江商报记者李文杰
今年全国两会上，政府工
作报告提出,高职院校要大规
模扩招 100 万人。这体现了国
家层面对高等职业教育的重
视，也为职业教育迎来“春
天”提供了契机。
作为产业强区的顺德，如
何围绕全省高质量发展体制机
制改革创新实验区建设，更好
地推动职业教育发展更上一层
楼？昨日上午，在首批国家中
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
—— 顺 德 梁 銶 琚 职 业 技 术 学
校，顺德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舒悦与专家、相关部门负责人
一起“上线”，展开了一场主
题为“职教提质 凝聚匠心”
的现场交流会，就市民、网友
关注的职业教育质量提升的话
题进行互动讨论。舒悦建言，
顺德职业教育要通过体制机制
改革创新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
的市场化道路。

新实验区的机遇，对此进行改
革创新。
她认为，顺德职业教育要
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创新，走出
高质量发展的市场化道路。职
业教育链条要从中低端向中高
端转型升级，形成高职为龙头
和主体的链条，与智能制造相
吻合。顺德高职学生的比例未
来要占到 70%以上。顺德要达
成这一目标，就要扩大社会资
源参与度，让企业参与办学。
全社会要对顺德职业教育发展
充满信心，共同参与进来形成
合力，推动顺德职业教育走在
全国、全省的前列。
顺德区人大常委会举办主题为“职教提质 凝聚匠心”的代表
在线交流会。

够从长远的利益考虑，
深度参与
到职业学校办学中，实现政府、
学校与企业多方共赢。
新宝电器作为一家专注生
产小家电的顺德企业，是顺德
制造的典型代表。新宝电器人
力资源模块助理副总裁、东菱
发展现状：
学院院长谭本乡坦言，现阶
企业转型发展
段，顺德制造企业也遇到困
呼唤新时代工匠
扰，主要是在产业升级过程
顺德现有 1 所高职学校和 中 ， 生 产 一 线 的 骨 干 青 黄 不
13 所中职学校。顺德职业技术 接。因此，企业非常希望找到
学院的办学水平和综合实力在 那些能够准确定位、对于企业
全国的最新排名已经上升到第 有亲密感、怀有产业发展使命
五位。13 所中职学校中，有 9 感的新时代工匠。企业有很大
所国家重点中职学校，4 所为 的用工需求，也非常希望跟职
省重点中职学校，远超深圳、 业学校有深入的合作。
东莞、中山和珠海。
罗劲柏表示，因应企业对
不过，
顺德教育局副局长罗 新型工匠的要求，顺德将探索
劲柏指出，
随着本地企业对人才 建立产业学院和实训中心，更
要求越来越高，
现有的中职学生 深层次地与企业合作，通过五
难以满足企业的技能需求。职 年周期培养产业人才，与企业
业学校办学在资源投入方面， 高端人才需求紧密对接。借村
光靠政府投入也远远不足，也 改的机会，产业学院和实训中
不利于职校与企业的充分融 心走出校门，办到产业园区
合。因此，顺德未来要探索职校 里，营造一个真正的企业生产
与市场的深入融合，
希望企业能 环境给学生进行实习，课程因

应企业的要求，符合最新的技
能需求，真正提高办学质量。

人大调研：
职业教育需扩大
社会资源参与
顺德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舒悦介绍，去年以来，区人大
常委会先后举办了六场座谈
会，组织人大代表听取职能部
门、行业协会的情况汇报，开
展各个领域的访谈，并且前往
先进地区考察学习，初步整理
了调研成果，即将提交区人大
常委会进行审议。
舒悦表示，职业教育发展
打破“两个门”，畅通“一个通
道”。第一个门是政府的门，多
部门通力合作共同解决一些政
策和制度上的障碍；第二个门
是打通企业与学校的门，产教
融合。畅通“一个通道”则是
实现中高职与应用型本科、专
业硕士学位的贯通。目前，很
多外地高校在顺德办研究生
院，我们要用好率先建设广东
省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创

职教未来：
职教扩容提质
迎来重大机遇
作为一个理论研究工作
者，刘志文一直比较关注顺德
的职业教育，并参与顺德人大
组织的专项调研。
进入新时代，职业教育的
改革和发展迎来了新的机遇。
刘志文介绍，今年 2 月份国务
院出台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
施方案》，突出了职业教育改
革发展的重要战略地位；3 月份
广 东 省 制 定 了《职 业 教 育“ 扩
容、提质、强服务”三年行动计
划》，为全省职业教育改革发展
明确了方向和目标。随着粤港
澳大湾区战略定位提升到世界
级城市群、国际科创中心，顺
德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也迎来了
更大的发展机遇和空间。
他认为，职业教育同普通
教育是平等的，中职也要办成
跟高中一样受人们欢迎的教
育。实际上，中职学习条件不
比普通高中差，学习内容不比
普通高中乐趣少，我们的学生
和家长对此要有充分的信心。
今后，中职学校的学生要有机

会读最好的工科大学，这样才
叫同等重要、同等受欢迎。顺
德可以在这方面创造条件，探
索一条路子，让全社会都认同
中职教育不比普通高中差。这
也是中国教育的方向。

互动

让职校学生
有地位有尊严
在现场交流会，许多职
校学生在听完嘉宾发言后深
有感触，与嘉宾进行了互动
交流。
刚在上月获得美术设计
世界银奖的职校生黎俊彦谈
到了职业教育的困惑：“职
校比高中低一等吗？其实我
们只是朝着另外一个方向发
展。职业学校没有什么不
好，只是一种学习技能的学
校。我们能不能从社会引进
更多的师资力量，使职校的
底蕴更深厚一点。”
对此，舒悦表示，社会
对职业教育有一个传统偏
见，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
政府和学校、企业共同努
力。职校学生也需要一个可
以让自己闪耀的机会。顺德
人大的努力方向，就是要推
动面向人的终身发展的职业
教育，希望职校学生要充满
信心。
舒悦说，职校学生的使
命是要成为大国工匠。我们
就要把学生培养成这样的
人，有志气、有地位、有尊
严的现代化工匠。顺德要请
来高端的教师队伍，一起提
升顺德中高端职业教育链
条。

伦教伦心综合服务中心昨投入使用

残障人士可享多元化免费服务
珠江商报讯 记者莫胜娜
报道：因为智力残疾，注意力无
法集中，伦教残障人士小雪一
直无法系统地学习及工作，不
过现在她终于找到了好去处。
昨
日，
伦教街道伦心综合服务中心
正式投入运营，
伦教辖区的残障
人士可以在此接受多元化的免
费服务。
伦心综合服务中心位于天
伦万家群益中心三、四楼，面
积约 360 平方米，初期设有工

疗室、康复室、休息室等场
室，兼具相应的康复设备。据
悉，该中心日常将由专业社
工、康复师、治疗师组成服务
团队，根据残障人士的情况安
排身体康复训练、社交培训、
职业培训等课程，以及提供工
疗、日托、心理辅导等服务。
昨日，嘉宾们参观了该中
心的功能场室，
在工疗室里，
几
名学员正在社工的指导下愉快
地做手工，
“在职业培训方面，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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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社工会链接外部资源，
帮助学
员们承接一些简单的手工代工，
还计划请老师回来为他们培训，
培养就业能力，
帮助他们回归社
会。
”中心社工方 sir 说。
因为患有智力二级残疾，
小雪的妈妈陈宋琴为她报名成
为了中心的学员，“孩子 16 岁
了，我希望她能学习一些基本
的生活技巧，增强自理能力，
但 一 直 找 不 到 合 适 的 渠 道 。”
陈宋琴说，常教居委会给她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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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了伦心综合服务中心，她抱
着试试看的心态为女儿报名，
想不到中心并未因为她是非户
籍居民而拒绝她，女儿小雪得
以顺利成为学员。
据悉，目前中心共接收了
10 名学员，“我们将会继续招
收，计划能招收 50 名。”方 sir
说，由于部分残障人士不方便
出门，下一步他们还考虑发展
入户服务，让康复治疗师、义
工等走进这部分残障人士的家

中，为他们提供服务。
据悉，该中心的建设得到
了区人社局众创共善项目以及
伦教街道办财政共计 130 万元
的支持。昨日的开幕仪式上，伦
教慈善会也向中心捐赠了 50套
包括床铺、
睡垫等在内的生活用
品。
伦教街道人大工委主任饶林
海表示，下阶段，伦教将会进一
步优化残障人士平等参与社会
生活的物质条件和社会环境，
提高为残障人士服务的水平。

广告热线：22216378 传真：
22223429 订报发行热线：22211413

顺德开展慰问活动

让单亲困难母亲
感受社会温暖

珠江商报讯 记者杜达雄报道：明天
就是母亲节了。昨日上午，区委副书
记、政法委书记王勇，区妇联副主席张
艳芬等一行先后来到均安、杏坛的两户
单亲特困母亲家里开展慰问，为她们送
上慰问金和慰问品，并鼓励她们以积极
的心态面对生活，克服困难。
家住均安仓门的阿嫦，是单亲家
庭，女儿正上初二，学习成绩不错，但
家庭经济困难。王勇了解到她家的实际
情况后，鼓励她要以积极的心态面对生
活，克服困难。
而家住杏坛镇杏坛社区的芳姐，丈
夫因病去世多年，其独自抚养两个女
儿，现大女儿刚读大一，小女儿读初
三，小女儿的书法在校参加比赛，屡获
奖项。芳姐积极面对生活，虽患有青光
眼、头痛等疾病，但仍然坚持打工，用
行动鼓励女儿们乐观向上、发奋图强。
王勇得知这些情况后，提出安排芳姐到
南方医科大学顺德医院附属杏坛医院进
行身体检查，并鼓励芳姐以后要坚持为
女儿们传播正能量，如有困难可向社区
提出，尽量帮助其渡过困境。
据了解，目前，全区登记在册的单
亲特困母亲共有 379 名，困境儿童 125
名，区妇联近期已统一划拨慰问经费到
各镇 （街道），并且组织开展慰问活动。
区妇联有关负责人介绍，一直以来，各
级妇联将关爱困难妇女儿童的服务渗透
到日常活动的开展当中，如组织开展亲
子一日游活动、困难家庭探访帮扶等，
同时积极设计特色项目，如“关爱陪
伴，温暖成长——困境儿童家庭关爱计
划”
“‘同一片蓝天’单亲家庭支持项目”
等，并申报 3861 公益创投，整合资源，多
层次为全区的困难妇女儿童提供服务，
让他们时刻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相关新闻

伦教慰问
患病困难母亲

珠江商报讯 记者莫胜娜报道：昨
日，伦教街道妇联、和谐家庭联谊会和女
企业家协会联合开展母亲节慰问活动，慰
问人员兵分两路，对 4 户患病困难母亲进
行了慰问。
家住永丰的玲姨家里有 4 个大人，2
个小孩，但是 3 名大人都患病，其中玲姨
患上了心脏病，家里只有丈夫一人工作，
家庭经济比较困难。慰问组亲切地与其交
谈，了解她的生活情况，倾听她的声音，
并鼓励她积极乐观地生活，争取早日战胜
病魔。收到慰问人员送上的慰问金和慰问
礼品后，玲姨感动地说：“感谢社会对我
们的关心。
”
据悉，本次慰问活动，接受慰问的困
难 母 亲 共 有 10 户 ， 其 中 4 户 为 入 户 慰
问。伦教街道妇联方面表示，希望通过这
次活动了解患病困难母亲的生活情况和实
际需求，提高她们的幸福感。

“吾乡情浓”佛山新乡贤刘锡亮
书法展昨日揭幕

60 多幅书法精品
将展览至本月底

珠江商报讯 记者陈家好报道：昨日
下午，“吾乡情浓”佛山新乡贤刘锡亮书
法展在杏坛镇逢简村云墨轩传媒艺术馆揭
幕，展出了国家一级美术师、佛山新乡贤
刘锡亮的 60 多幅书法精品。本次展览将
持续举办到 5 月 27 日，对书法有兴趣的
市民可前往欣赏。
昨天，记者走进云墨轩传媒艺术馆，
看到馆内展出的书法作品包括了篆书、隶
书、楷书、行书、草书等五种字体，各种
精美的书法作品吸引在场的参观者驻足观
看。
今年 4 月，刘锡亮刚刚入选成为佛山
市 2019 年第一季度“佛山新乡贤”，在他
看来，参与公益事业和传承杏坛的优秀传
统文化，比赚钱更重要。刘锡亮表示，此
次回到家乡杏坛举办个人书法展，更多的
是出于对家乡的敬重和感念，“乡恋是我
执着的情结，沿着家乡的文脉行进，就是
我艺术生命的最佳状态。我把这次回乡展
视作艺术耕耘的新起点，希望回溯和疏浚
艺术出发的旧途，探寻和发掘艺术演进的
新源头。
”
值得关注的是，云墨轩传媒艺术馆同
时挂牌揭幕，打造艺术交流平台。“今
后，云墨轩传媒艺术馆将会不断举办更多
关于书画、端砚、紫砂壶、瓷器等多种类
型的艺术展览，面向广大市民、游客开
放。
”云墨轩传媒艺术馆馆长黎卓林说道。
区政协副主席徐国元、区政协秘书长
何鸿佳、杏坛镇党委书记柯宇威等出席了
当天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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