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9 月 26 日， 中国 - 东

盟职业教育在“双循环” 背景下促

进新阶段国际交流与合作暨国际

职业课程建设研讨会在中国 - 东

盟教育交流周永久会址举行，200

余位国内外教育专家和代表通过

“线上 + 线下” 相结合的交流形

式，深入探讨“中文 + 职业技能”

的探索和实践，就职业教育国家化

过程中的标准建设、 师资培养、资

源开发、企业需求等问题分享了对

策和建议。

在现场所有参会代表的见证

下， 本次研讨会的重要成果———

“一带一路” 西部教育国际交流

合作联盟中文 + 职业教育国际

课程专业委员会正式成立， 专委

会秘书处设在重庆市教育国际交

流协会， 而境外秘书处则设在泰

国曼谷、 马来西亚吉隆坡等东盟

国家。

本次研讨会由中国 - 东盟教

育交流周组委会主办，重庆市教育

国际交流协会、四川省陶行知研究

会承办，主要包括一个主会场和两

个平行论坛，其中主会场围绕“东

盟职业教育在‘双循环’ 背景下促

进新阶段国际交流与合作” 这一核

心议题展开，两个平行论坛主要聚

焦“职业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创

新” 以及“‘中文 + 职业技能’ 的

课程共建”两大议题。

研讨会上，中国教育国际交流

协会秘书长王永利表示，职业教育

国际化是一个涉及面广、发展时间

长的过程，需要有相应的战略规划

统领全局，为推动职业教育与企业

携手“走出去” ，应该积极参与国

际产能与教育市场分工，整合国际

中文教育和职业教育资源，加快构

建教育对外开放新高地。

参会代表纷纷表示，要培养既

懂中文又懂技能的复合型人才，符

合各国经济发展需求、符合学员职

业发展规划，因此实施“中文 + 职

业技能” 项目受到广泛欢迎，他们

将坚定不移推进 “中文 + 职业技

能” 项目发展，不断创新思路，拓展

合作领域， 期待与各方全面合作，

培养更多懂技术、懂语言、懂文化

的本土优秀人才。

最后，研讨会形成了阶段性共

识：要倡导以“中文 + 职业技能”

为抓手， 以合作模式探索为突破

点，以人才培养为着力点，以资源

共享为关键点， 通过联合培养、师

生交流、技能大赛、校长论坛等方

式，为各职业院校搭建教育国际交

流平台、网络平台，展示院校国际

合作，使“中文 + 职业技能” 成为

中国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

优质入口，提升我国教育对外开放

水平。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杜娟）

中国 - 东盟职业教育在“双循环” 背景下促进新阶段国际交流与合作

暨国际职业课程建设研讨会举行

中外专家聚焦“中文+职业技能”

9月 23日至 9月 29 日，2021 中国 -

东盟教育交流周在中国 - 东盟教育交流

周永久会址举办， 这是中国 - 东盟教育

交流周举办的第 13年。

中国 - 东盟教育交流周的举办，促

进了贵州与其他国家在教育领域的交

流与合作。 连日来，记者走访了贵州部

分高校，与留学生“面对面” ，倾听他们

的心声……

“你吃饭没得？ ”“你要去哪点？ ” 来

自老挝的留学生安平胜自信地说着贵阳

话，来贵阳不到两年时间，他已经慢慢融

入了这里的生活。

2016年，安平胜来中国旅游，被中国

的秀丽风光深深地吸引， 萌生了来中国

读书的想法。 2019年，在姐姐的帮助下，

安平胜申请来到了贵州水利水电职业技

术学院留学。

学习中文对大多数留学生来说，是

很困难的事。 安平胜来到贵阳之后，才开

始学习中文。 “初来贵阳时，我只会说几

句简单的问候语，在老师帮助下，我学习

了汉语拼音。 现在，我已经能用汉语跟别

人交流了。 不知不觉间，贵阳已经成了我

心中的第二故乡。”安平胜目前已经通过

了汉语水平四级考试，今年 12 月份将参

加汉语水平五级考试。

在安平胜眼中，贵州不仅山美水美、

空气清新，而且民风淳朴，热情好客的贵

州人更是让他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安平胜说， 他未来也会继续在贵州

读书，也会努力学好汉语，如果有机会，

也想找时间带家人前来贵州， 感受这里

多姿多彩的文化。

“我是和同学一起来参加比赛的，也

希望我们的团队项目能取得好成绩，这

将对我们以后学习、 就业有很大的帮

助。 ” 安平胜认为，如今，通过中国 - 东

盟教育交流周这个平台， 东盟各国与贵

州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得到了丰富的教育

资源， 也在国际视野拓展和跨文化体验

中，增长了见识、丰富了人生。

“我是贵州民族大学的留学生，听说

东盟教育交流周在白云区有展览， 就想

来看看。 ” 在白云区蓬莱仙界成果展现

场，汉森正在展柜前和工作人员交谈。 汉

森是孟加拉国人，2017 年来到贵阳留学。

此前，他曾在孟加拉国工作，谈及为何来

到贵州留学， 汉森说：“我以前没有听说

过贵州，有朋友在这边留学，在朋友的帮

助下，我申请了这边的学校，怀着忐忑的

心情就来了。 ”

在贵州待了四年， 汉森从对中文一

窍不通，到现在已经能自如交谈了。 对于

贵阳的印象，汉森深有感触，无论是贵阳

的山水，还是贵阳的交通，或是贵阳大数

据的发展，都让汉森连连称赞。 “贵阳一

次又一次刷新了我对它的认知， 发展速

度非常快。 贵阳市的交通在我读书这几

年变化很大， 不仅一号线二号线陆续开

通，马上三号线也要开通了，到时候我要

坐地铁再到贵阳周围多看看。 ” 汉森表

示，未来也想继续在贵阳学习深造。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李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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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 月 26 日， 中国 - 东

盟（国际）“机甲大师”机器人挑战

赛在贵州师范学院举行。 来自国内

外的 12 支参赛队伍通过远程遥控

机器人的方式进行了激烈角逐。

“哒哒哒，哒哒哒哒……” 当

日下午 2时许，在贵州师范学院，机

器人攻击对方基地射出的水弹声

不绝，地面步兵不断阻击对方的机

器人入侵。 基地上空，无人机径直

飞过去支援地面机器人，场面紧张

刺激。

据贵州师范学院相关负责人

介绍， 本次比赛由贵州师范学院、

贵州省青年创新创业研究中心、贵

州省青少年机甲大师挑战赛组委

会共同主办，旨在培养青少年的科

学思维和创新能力。

比赛共有来自中国、 老挝、泰

国、马来西亚、越南等国的 12 支队

伍参赛。 他们运用导航、 自动识

别、自动化等技术，通过平台远程

连接现场电脑， 来遥控比赛现场

的机器人进行对抗。 值得一提的

是，参赛队伍中，最远的团队来自

马来西亚， 他们距比赛现场约有

3000 公里。

这 12支队伍中，有 6支来自国

内，其中 3支来自贵州，分别是贵州

师范学院、省实验中学和威宁国际

学校。 据悉，比赛以分组的方式进

行，双方各有 4台机器人，包括两个

机器人，一个工程兵机器人以及一

架无人机。

当日下午， 经过激烈角逐，贵

州省实验中学（中国）、万盛技术

学院（泰国）、茅台学院（中国）分

获冠军、亚军和季军。

据介绍， 比赛所用的机器人是

从大学生机甲大师比赛衍生而来。

机甲大师高校系列赛由大疆公司发

起， 是专为全球科技爱好者打造的

机器人竞技与学术交流平台。 比赛

自 2013 年举办至今，已发展为“高

校系列赛” 、“青少年挑战赛” 以及

面向社会大众的 “全民挑战赛” 。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杨源 旷威）

本报讯 9 月 26 日，“贵州·泰

国华侨华人企业家‘云端’ 论坛”在

中国 -东盟教育交流周期间举行。

活动由贵阳学院、泰国中华总

商会、 泰中侨商联合会共同主办，

贵州省黑龙江商会协办。 活动旨在

促进贵州与泰国华侨华人企业家

的交流与合作，增强贵州与泰国校

企界的融会贯通和协作创新，使其

成为促进和推动贵阳学院、贵州省

与泰国华侨华人企业界、教育界及

学术团体之间交流平台。

“做好国家和地方对泰全方

位战略决策咨询，为贵州省融入国

家‘一带一路’ 提供科学、全面的

理论支撑和咨政服务。 ” 贵阳学院

党委书记吕保平说，贵阳学院泰国

研究中心作为教育部国别与区域

高水平建设基地，通过打造高水平

科研队伍，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以

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为依托，开展

对泰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全

方位综合研究、 开放式科研协作，

推动中泰互学互鉴、创新融通。

“中泰两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其

中重要的桥梁是贸易。 ” 泰国加拉

信大学校长淮山表示，论坛为泰国

华侨华人企业家与贵州企业家搭

建交流平台，希望能通过进一步推

进产教融合，深化教育合作，为中

小型企业家们提供相关智力支持

以使其能够与当前不断变化的趋

势共同发展。

围绕中泰产教融合、 深化合

作，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泰王国原特

命全权大使管木说，现在正是需要

高素质高技能人才的关键时期，需

要打造具有中泰特色的职业教育

新模式，为两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

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林楚钦

希望通过此次活动加强泰黔两地

的互联互通，进一步促进区域经济

发展，共同推动泰中、泰国及贵州

之间的友好及经济、教育等各领域

国际化合作，为泰国华侨华人华商

与贵州企业家、教育界专家学者搭

建一座沟通的桥梁。

泰中侨商联合会主席邝锦荣

在会上表示， 他与贵州有着较多

渊源，曾多次到过贵州，也见证了

近年贵州全力“赶” 、加快“转” 、

奋力“超” 的飞速发展。 贵州经济

社会发生了深层次、根本性变化，

创造了赶超进位的“黄金十年” ，

综合实力实现历史性跨越。 他希

望通过泰中双方侨界、商界、学界

等多方共同努力， 以产教融合为

核心，不断扩大各方的汇合点，深

化合作与交流，让侨界、商界、学

界携起手来，发挥各自优势资源，

实现泰中两国校企商各界的融会

贯通和协作创新， 携手搭建泰中

经贸合作平台， 促进泰中友谊及

全方位合作。

据悉，此次活动采用了“线上

线下” 联动的会议模式，邀请到中

国驻泰王国原特命全权大使管木、

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林楚钦、泰中

侨商联合会主席邝锦荣、泰国中华

总商会副主席李桂雄、泰国贵州商

会会长王康平、泰国加拉信大学校

长淮山、贵阳学院党委书记吕保平、

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汪金国、四川省泰国研究中心执行

主任李萍、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

学院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虞群、衡

阳师范学院文学院院长任美衡、贵

州黑龙江商会会长蒋正、贵州泉上

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宋德新。

此外，还有来自国内外的企业家代

表、专家、学者也以线上线下的方式

出席了本次论坛。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孙维娜）

中国 -东盟（国际）“机甲大师”机器人挑战赛举行

“云端”论道产教融合

老挝留学生安平胜：

贵阳是我心中的第二故乡

孟加拉国留学生汉森：

我还想在贵阳继续学习

参赛队伍远程遥控参赛比赛现场

贵州·泰国

华侨华人企业家

12支队伍，远程PK机器人

我在贵阳的

留学生活

■新闻特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