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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工会“微课堂”上线“学习强国”
传递防控疫情“圳”
能量，
助力安全复工复产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马大为 通讯员
不乏很实用的课程，比如公文写作等技能
深圳工）疫情期间，为帮助企业和职工自
类课程，还有减肥、瑜伽、体态、美肤等生
我提升、应对困难，深圳市总工会推出《复
活类课程，内容实用丰富。职工可进入
工防疫微课堂》，邀请市总工会职工教育 “深圳工会”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工会
讲师团资深讲师，采取网络直播方式，每
云课堂”或者登录网址 https://szzgh.21tb.
天 40 分钟为大家讲授疫情期间职工的自
com，
两种方式进入平台。
我管理、职业能力建设、家庭关系和亲子
此外，
“学习强国”深圳学习平台也推
教育和企业的应对策略、面临的产业变化
出超多精彩栏目，传递防控疫情“圳”能
等内容。
量。在深圳学习平台上推出原创歌曲《请
课程推出后，受到很多职工欢迎。现
你相信》、
《抗击新冠肺炎安心手册》，让市
阶段，疫情防控进入另一关键期。为更好
民了解专业防疫知识，掌握科学方法。集
地助力企业和职工安全复工复产，深圳市
中刊发深圳“惠企 16 条”解读，
为深圳支持
总工会在此基础上特别推出的《复工防疫
企业共渡难关提供强有力支撑。积极组
微课堂》浓缩精华版，已经在“学习强国” 织、发动深圳大中小学向“校长来信”栏目
APP 重磅上线。广大职工可进入“学习强
投稿，在非常时期传递教育正能量。
“学习
国”APP，搜索框输入“复工防疫微课堂”， 强国”深圳学习平台编辑部和深圳市疾控
即可点击视频免费观看。
中心联合策划推出《健康第一课》，宣传普
据了解，疫情发生以来，深圳市总工
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知识，助力做好
会筹集 3000 万元，用于支持企业在疫情期
学校疫情防控工作。
间和疫情之后开展职工教育工作，支持职
疫情防控期间，深圳不少单位纷纷用
工参与各类素质提升培训和职业技能培
好“学习强国”视频会议功能，提升防疫工
训。
作效率。
“‘学习强国’平台很好，我们平时
疫情防控初期，深圳市总工会就为职
利用平台学习。没想到在疫情防控的关
工 准 备 了 学 习 大 礼 包 ——
“工会云课
键时候，还可以开会。既节省了时间，又
堂”。当中有超过 1200 门线上课程免费向
避免了人群聚集，挺好。”深圳宝安区西乡
所有职工开放，不仅有很多理论课程，还
街道流塘社区宣传委员蔡满红说。

线上职业技能培训
97 家平台获
“官方认证”
本报讯 在家防疫想学点东西却不
知道上哪学？省人社厅近日推荐了 43
家职业技能培训线上平台机构，加上此
前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推荐的
54 家，一共 97 家线上培训平台机构获
得了“官方认证”。让你足不出户也能
轻松学习。
据介绍，自 2 月 12 日省人社厅印发
《关于开展企业职工线上适岗职业技能
培训的通知》以来，全省各地迅速行动，
积极出台实施细则。截至目前，全省已
有 1200 余家企业开展职工线上适岗培
训，参训人数超过 20 万。此次获得官
方推荐的 97 家线上技能培训平台机构
培训资源覆盖电工、车工、汽车修理工、
家政服务员、茶艺师等 130 多个职业工
种/岗位。
（粤仁宣）

扫码查
看机构名单 ，
培训走起！

■“学习强国”APP 上的《复工防疫微课
堂》截图

2.9万门课66万学生
高职线上教学标准不降

呼吸治疗师、网约配送员……

这些新职业，成为抗疫
“生力军”
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与国
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统计局向社会发
布了“呼吸治疗师”
“网约配送员”
“装配
式建筑施工员”等第二批 16 个新职业，
这些新职业从业人员发挥职业特长，成
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队伍中的“生力
军”。

“呼吸治疗师”
协助医生抢救生命
在湖北荆门市第一人民医院，来自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的“呼
吸治疗师”徐培峰面前，呼吸机显示屏
上正跳动着波形和数值，他需要根据这
些信息，调节呼吸机的运行参数，使其
与患者的肺形成良性互动。根据病理
和生理特点，为呼吸功能不全的患者提
供各类呼吸支持治疗和气道管理等临
床操作技术，是“呼吸治疗师”工作的主
要内容，也是治疗新冠肺炎过程中一个
重要的生命支持手段。
此外，在各类患者的康复过程中，
还有大量“健康照护师”也在积极为病
患提供清洁卫生、合理饮食等健康照护
和生活照料服务，协助病患按时服药、

治疗，对改善患者身体状况和加速患者
康复起着重要作用。

“装配式建筑施工员”
助力战“疫”
武汉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建设展
现出了“中国基建”的实力和速度，如此
神速的背后，
“装配式建筑施工员”功不
可没。
远 程 会 诊 、在 线 问 诊 、送 药 上 门
……在战“疫”一线，智能机器人与医护
人员共同作战，为患者送药送餐，进行
远程看护、测温巡查等工作，有效减少
了人员交叉感染率，提升了病区隔离管
控水平。一批“人工智能工程技术人
员”
“ 人工智能训练师”在智能产品研
究、开发和人机交互设计中付出了大量
心血和汗水。
不仅如此，疫情期间，一些社区还
启用无人机在高空进行广播播报，宣传
防控知识，劝导人员不要聚集，有效助
力社区工作者基层防疫。在确诊病患
密切接触者和感染线索寻找，以及联防
联控、群防群控等工作中，大数据、人工
智能也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智

慧战“疫”的背后，是“大数据工程技术
人员”
“ 云计算工程技术人员”
“ 无人机
驾驶员”
“无人机装调检修工”勤劳工作
的身影。

“网约配送员”
提供快捷高效服务
疫情防控期间，为减少人员聚集，
居家办公成为一种常见的工作方式。
“虚拟现实工程技术人员”
“物联网工程
技术人员”等相关从业人员也会有更加
广阔的发展前景。
此外，传统服务业的不断转型与创
新进一步催生了大批新职业。在企业
管理领域，
“供应链管理人员”的需求逐
步增加；专职外卖、生鲜、药品、代购等
“网约配送员”大量涌现，为人们提供了
方便快捷高效的服务，也保障了居家办
公学习生活需要。
“新职业产生的核心动力首先是市
场需求的迸发。”北京大学中国职业研
究所所长陈宇认为，随着人们对生活质
量和市场消费的要求越来越高，未来将
在现代服务业等领域催生出更多新兴
职业。
（邱玥）

本报讯 疫情当前，广东高职院校
“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自 3 月初至
今已顺利开展近三周。省教育厅公布
的数据显示，目前广东高职院校已有
2.6 万名教师开始了线上授课，开设线
上教学课程达 2.9 万门，覆盖 66 万在校
生。
各高职院校结合师生实际和专业
特点，针对疫情期间线上教学覆盖面
广、水平不一的现状，因地制宜、一校一
策，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校本培训，着力
提升教师线上教学能力，努力实现线上
教学“标准不降，实质等效”的目标。广
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开课当天有 406
门课上线教学，开课班级 425 个，超过
1.4 万名学生进行在线学习。早前，该
校已开放 3 个国家级教学资源库、9 门
国家级精品课程以及 2 个省级教学平
台，为全社会提供免费在线学习资源。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2020 年新学期
线上授课开课首日共有 198 个老师上
课，开出 343 门课，2018、2019 两个年级
共 263 个 班 100% 全 部 开 始 了 网 络 教
学。广州工程技术职业学院一周内共
有 377 门课程，810 个教学班在线“云上
课”，2 万多人次“云听课”。广州南洋
理工职业学院首个线上开学日，上万名
师生参与到线上教学，136 名教师根据
教学实际与课程特点开设了网课，化身
为“十八线网红主播”，吸引了一批批学
生为他们打“call”。
（粤教宣）

地址：广州市东园横路 5 号 编辑部：83865299 广告部：83801411 发行部：83882464 邮编：510110 订阅价：0.92 元 广东南方报业传媒控股有限公司印务分公司承印 新闻记者证查验网址：http://press.gapp.gov.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