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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本报记者何何 赛赛文文 台州广播电视大学台州广播电视大学供图供图

城市的城市的““大花园大花园”“”“大会大会客客厅厅””““大书房大书房””
———台州电大创开放型大学—台州电大创开放型大学的的文文化建化建设纪事设纪事

2020年12月23日，全国各地数
百教育大咖集聚台州，开展一场全国
性的教育现场会——国家开放大学
2020年公共英语教学工作会暨公共
英语多模态教学改革试点总结会。

台州电大，作为这场教育盛宴
的东道主，用一出出丰富多彩的汇
报节目，惊艳四座。

2020年 1月，台州电大在浙江
分部指导下进行省市两级电大跨

区域合作，共同参与第三批国家开
放大学公共英语多模态改革试点。

“这是我们参与开放型大学建
设的生动实践。”台州电大党委书记
潘先考介绍，“围绕‘包容性、服务性、
实用性’校园文化建设理念，我们把
打造城市‘大花园’、‘大会客厅’、‘大
书房’作为校园文化建设定位，为台
州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市提供
重要支持。”

突破大学“围墙”
打造市民休闲娱乐的“大花园”

“晨曦微露，崭新整洁的跑道
上就迎来了早起的市民。在优美的
环境中，他们大汗淋漓，享受生活
和运动之美……”潘先考描述的惬
意场景，就是台州电大突破大学

“围墙”，成为市民休闲娱乐“大花
园”的展现。

没有“围墙”的大学，是开放性
大学的独特魅力。

不光有台州第一条水性跑道，
台州电大体育馆也面向市民免费
开放。“相当于把电大作为一个公
园，无需买票，市民们即可享受大
学的体育设施和环境资源。”

目前，台州电大的开放式文化
已达到高质化水平，社会学生包括
市民都可享受与全日制学生同等
的文化资源。

106 教室，可以称得上电大最
热闹的“网红”教室。每天晚上，古
筝、洞箫、演讲、跆拳道等10多个社

团活动轮番举行。无论银龄、壮年
还是少年，无论什么职业，大家其乐
融融，共同沉浸在学习的海洋里。

一直以来，台州电大重视校园
社团的开发与建设，形成了“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学习方式。

在不断拓宽社团活动的广度
与深度同时，社团品牌逐渐打响，
现已获得省电大系统位数不多的
校园文化品牌之一。市民和学生都
可通过系统报名“抢课”来参与活
动，不少社团还常常出现一席难求
的火爆场景。

“学校刚通过了校园环境文化
设计方案，预计投入200多万元，计
划明年实施。届时，‘大花园’面貌
将更上一层楼。”据悉，台州电大还
特意邀请第三方机构对校园环境
进行系统化梳理，基于台州城市精
神和电大精神，对整个校园环境进
行精细化布局。

推动终身学习
建设群众常来常往的“大书房”

“觉得很有意义和价值，我们
要尽力把这个事情完美完成。”去
年 12月 30日，“炫彩夕阳”2020年
台州乐龄学堂学员汇报演出在台
州广播电视大学体育馆举行。候场
时，来自椒江区中山社区的林彩凤
还在回顾动作要点。

林彩凤今年 57岁，去年以来，
她报名了电大经络养生班，每周一
次练习，空闲时间也常锻炼。此次
她和同学们一起表演经络操《八段
锦》。

据悉，在 2016年和 2018年，台
州老年开放大学和台州市老年电
视大学依托台州广播电视大学分
别挂牌开班，“台州乐龄学堂”应运
而生。

台州电大坚持需求为导向设
置教学内容，创新成立“乐龄服务
队”，成立台州市养老应急救护培
训基地、台州市红十字养老志愿服
务基地等，积极探索“社会组织+养
老服务”新模式，为加快推进台州
养老服务事业的健康发展夯实了
基础，为推动台州市终身教育体系
建设、促进学习型社会形成做出了
积极的贡献。

据悉，目前老年开放教育全市

电大系统实现 100%实体办学和
100%乡镇（街道）覆盖。

“根据要求，2020 年全市要新
建老年大学（学堂）10所，新增 5.5
万个学位，现已全面完成考核。”台
州电大校长王焕斌介绍。

“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
育体系，这是电大系统的历史使命
和光荣职责。”王焕斌继续表示，心
怀‘入学无障碍，人人有书读，处处
是教室，时时可学习’的终身教育
愿景，不断扩大教育覆盖面，电大
教育要像‘电网’一样布满台州
大地。

从中专到大专，从本科到硕士
博士，台州电大构建了各级发展新
格局。在这个“大书房”里，想要提
升学历者、再圆教育梦者、增进管
理经验者、充实自我者皆有所得。

就连门口的和合书吧，也俨然
是全年龄阶层市民的书房。爷爷奶
奶、父母亲戚，带着牙牙学语的孩
子前来看书学习，都已成为常见的
风景线。

目前正在规划中的校园二期
建设蓝图中，计划在食堂附近建设
小木屋，将其作为市民休闲学习的
又一场所。

服务经济社会
搭建社交创业的“大会客厅”

去年 12 月 12 日，“放飞梦想
助飞就业 成就未来”台州市第二
届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上，
台州电大开放学院学生创业项目

《优达农业—社区智慧新零售》获
得了一等奖。

台州电大创业社的荣誉墙上，
再揽得一枚奖章。

“开放大学为地方所办，理应
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和社会发
展。”电大开放学院院长王开义表
示，搭建群众社交和创业的“大会
客厅”，是我们实现这个理念的重
要抓手。

去年9月20日，由台州电大学
生创办的知一贸易有限公司正式
成立。这是一家服务型公司，22个
各具才能的学生，在公司六大模块
的应用中，为台州民营经济发展
助力。

除了线下，台州电大还在线上
发力。社会学生郭宏希入学电子商
务专业后，和学校合作成立直播
城，利用“共享”理念服务台州民营
经济发展。

“中秋节我们卖台州当地产的
月饼，3万份一卖而空；现阶段我
们卖黄岩蜜橘助农，帮助扩大销
量。”郭宏希表示，正是在电大的平
台搭建下，才有机会参与网络助力
台州产品销售中。

目前，台州电大是台州网络营
销师培训和考证机构的唯一单位。
随着“互联网+”的兴盛，直播销售
已成为不少企业的另一边“翅膀”。
该校特意开设播商学院，为广大企
业培养对口的专业直播人才。

去年 10月 31日晚，台州电大
农民学院 2020年秋“云”开学典礼
暨专家讲座仪式顺利举行。2020
年市本级全年农民大学生本专科
招生 570人，椒江农广校经济管理
专业招生 40人，农民中专生电子
商务椒江班53人，路桥班12人，再
创历史新高。

此外，今年以来，台州电大相
继开展“访百业联千企”“千名村干
部学历提升”计划、“百万红包助推
复工复产”等活动，主动服务企业、
农村，深化行业合作，深化做实校
企、校村、校协、校军、校政系统
合作。

数据显示，这个广受欢迎的
“大会客厅”，每年还承担考试人数
近5万人次。

台州电大教育“电网”，延伸到
台州产业神经末梢，延伸到田间地
头，延伸到企业园区，延伸到创业
个体，延伸到社区角落，延伸到行
业协会，延伸到部门单位，为台州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和
人力资源支撑。

培养实用性人才
构设健康向上的“训练营”

单项冠军也能成就人才，挖掘
学生身上的闪光点和潜力，是台州
电大全日制一以贯之的教育文化。

学生王婷，因为打字特长，在
技能大赛中获得打字项冠军后，马
上就被一个银行录用。

在全市大学生技能赛中，电大
一名专科学生打败计算机专业本
科学生，勇获第一名。

2020年 8月，18学前 2班金艺
宁获得中国好声音全国海选临海
赛区总决赛冠军。

……
“教育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

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其
本质是促进人的个性全面发展，使
人成为真正的人。我们不断鼓励孩
子，让其接受健康向上的文化熏
陶 ，不断挖掘出每个孩子的潜
力。”高职学院党总支书记陈红华
动情地说。

同时，台州电大从大处着眼，
细处着手，运用智慧，挖掘一个个
契合点，将教育如春风化雨传递给
每一个人。

通过三年的努力，校园文化建
设取得阶段性成果，学风建设有目

共睹，早跑跑起来，早读读起来，夜
自修修起来，到课率 99.81%，寝室
卫生、教室卫生也大有起色；校园
文化丰富多彩，学生在各类比赛中
取得好成绩。

2019年1月，台州电大为找差
距，补短板，提出文明修身更高的
要求，创新性地提出“微笑思政”项
目，并将其作为 2019年的思政教
育重点工作。

课前，学生起立，师生间微笑
问好；课中，精神积极，微笑回答提
问；课后，学生起立，师生间微笑拜
别……在微笑课堂、微笑寝室、微
笑服务、微笑校园四方面重点建设
下，学生的思想水平、道德品质、文
明素养不断加强，一个个具有良好
品行和完善人格，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
展的新时代大学生正在“出炉”。

接下来，台州电大将进一步完
善学生信息管理系统，加强“智能
化+网格化”安全教育体系建设，健
全网络宣传运行机制。在融媒体宣
传引领中，充分发挥公众号、朋友
圈、微信群等自媒体力量，打造积
极向上的网络舆论引导氛围。

【核心阅读】

大学，植根于城市文化，反哺于城市文明。因

此，一个大学的校园文化建设工作，重要性不言而喻。

近年来，台州广播电视大学围绕转型建设开放大学和

服务地方经济建设两个大局，确保该校处于全国地市级电

大办学综合实力第一方阵领头羊地位，不断加强校园文化建

设，为加快推进现代化湾区建设，培养更多的合格人才。

岁末年初，好消息传来，台州电大再次斩获全省电大系

统综合业务考核第一，这也是该校连续四年蝉联榜首。

站在时代的新机遇前，台州电大紧跟党的“十

四五”规划，努力创造属于自己的“开放时代”。

台州电大全景图台州电大全景图

20192019年春台州电大开放学院开学典礼年春台州电大开放学院开学典礼

台州电大荣获市首届大学生创业创新大赛一等奖台州电大荣获市首届大学生创业创新大赛一等奖

台州电大党支部组织开展志愿服务台州电大党支部组织开展志愿服务

台州电大学生运动会台州电大学生运动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