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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奔驰汽车集团技术培训部主任布鲁诺：

企业介入职校教学全过程
■本报记者 张婷

6月25日下午， 在自动化生产线安
装与调试国际邀请赛现场， 记者见到了
专程从德国带“弟子” 来参赛的奔驰汽
车集团技术培训部主任布鲁诺。

一位德国企业高管为何会带职业学
校的学生来中国参赛？ 听到记者的提
问， 布鲁诺笑了， “虽然我是企业的工
作人员， 但同时也是他们的老师， 自然
由我来带他们参赛。”

在德国， 企业从一开始就介入职业
学校的教学。 拿布鲁诺所在的奔驰集团
来说， 他们从招生开始就设计每一个学
生的成长路线： 第一步， 根据考生成绩
单分析每个人的优势所在； 第二步， 通
过进一步的笔试找出学生未来可能的发
展方向； 第三步， 面试了解学生的兴
趣， 尤其关注他们是否有把专业当事业
的激情； 最后一步， 将企业测试的结果
告知职业学校， 录取学生。

学生进入职业学校后，1/3的时间在

学校学习，2/3的时间到奔驰集团学习，接
受布鲁诺所领导的技术培训部的课程培
训。 还有一项硬性规定是，学生只有通过
奔驰集团的考试才能毕业。布鲁诺说：“决
定一个企业是否成功的关键因素是员工
的素质，所以德国企业非常重视对职业学
校学生的培养。 在他们入学时，就把他们
当作企业的一份子来看待。”

谈及中国学生不愿意读职校而更愿
意读大学的情况时，布鲁诺说，他们也同
样面临这样的难题。“如果一个社会有根
深蒂固的让孩子上大学的观念，这其实是
很危险的。 蓝领工人才是社会发展的基
础，应该得到重视和尊重。 ”

“奔驰集团非常重视有技能的工人。
拿高薪、 当教师的是那些有实践能力的
人，而不是刚毕业的大学生。 ”布鲁诺认
为， 在全球经济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今天，
不管是德国还是中国，政府都应该更加重
视职业教育，引导更多的人投入其中。“一
定要提高职业学校教师的待遇。有了好教
师，自然就有更多的学生喜欢职业教育。”

践行核心价值观 成就职教强国梦
———全国职教系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座谈会侧记

■本报记者 张婷

6月26日， 在2014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天津主赛场， 来自全国各地职业院校的
代表就如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召开座谈会。

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王键、 北京市教委
职成处处长王东江、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院长
刘洪一、 江苏扬州商务高等职业学校校长周
俊、 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孔祥瑞、 陕西汉中
职业技术学院优秀毕业生邓琼月等6位代表先
后在座谈会上发言。 大家认为， 要用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凝聚职教力量， 为建设中国特
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实现强国梦， 贡献职
教的力量。

用行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在全国劳动模范、 天津港煤码头公司孔
祥瑞操作队队长兼党支部书记孔祥瑞的心
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好方式就
是立足岗位， 不断钻研， 多做奉献。 工作
42年来， 孔祥瑞一直在用实际行动实践着
诺言。 2001年， 他带领团队创造了门机星
型操作法， 每台门机平均每天多干480吨，
18台门机全年完成生产任务2717万吨， 为
公司创效1600多万元。 “我们用智慧、 技
能解决了生产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获得了
14项专利， 体现了当代工人的价值。”

从年龄上看， 邓琼月要比孔祥瑞小好几
辈。 刚从陕西省汉中职业技术学院护理专业
毕业的她， 并不因年轻而放松对自己的工作
要求， “平凡的工作要用不平凡的态度来完
成， 未来的理想要靠现实的努力来实现， 老
师教给我的信念， 我从不敢忘记。”

2013年10月， 一名凶徒闯进医院对着
病床上的病人扬起了菜刀。 关键时刻， 邓琼
月毫不犹豫地冲了上去， 拖住凶徒， 为营救
病人赢得了时间。 “那一刻， 我没有值不值
的权衡， 保护正面临生命危险的病人， 是医
护工作者的使命。”

践行核心价值观， 成就职教强国梦， 职
校生大有可为。 孔祥瑞说： “1952年天津
港重新开港时， 年吞吐量仅仅74万吨， 到
2012年， 天津港吞吐量实现了4.7亿吨。 60

年来， 这里的吞吐量翻了600多倍， 成为世
界一流大港。 在这个进程中， 产业工人也从
最初的人拉肩扛到熟练地操纵先进的机械设
备， 再到自主创新， 成就了岗位建功的梦
想。”

一代代职校生走出学校， 走上岗位， 用
行动践行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他们成为
了一面面鲜艳的旗帜， 他们是实现中国梦的
强大支点。

将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一项灵魂
工程， 不能仅仅满足于楷模示范、 理论建
设， 而是要使其贯穿教育的全过程， 采取多
种渠道和措施， 深深根植于职教学生心中。

扬州商务高等职业学校校长周俊介绍
说， 他们紧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根脉，
以校园文化为先导、 以教育认知为基础、 以
社会体验为抓手， 坚持知行合一， 引导学生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 外化于
行。 “我们打造了‘仁、 能、 勤、 正’ 四大
校园文化体系， 熏陶和感染学生树立文化自
信和价值观自信； 从语言学习、 知识掌握、
内涵理解、 思想认可、 观念建构、 实际运用
等多个层面， 强化教育认知， 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 养成良好的职业素质、 职业道
德。”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刘洪一的观点
是， 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与职业素
养要求相贯通， 与职业道德、 职业操守相融
合， 推进“工业文化进校园、 产业文化进专
业、 企业文化进课堂”， 实现学校文化和职
场文化、 专业素养与职业素养、 职业道德和
社会公德培养同步推进， 探索职业院校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特色路径。

近年来， 深圳职院先后组建440多支社
会实践队伍， 3万多名学生参加， 深入50多
个省内外革命老区、 欠发达地区和街道社
区， 开展科技、 文化、 卫生活动； 先后有
2000多名学生党员挂职街道， 实现“校区
共建”； 推选47名毕业生奔赴西部， 服务祖
国建设。

事实证明， 丰富多彩的主题实践活动已
经成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抓手。

把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教育全过程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重在
经常、贵在坚持，必须建立长效工作机制，制
订规划、完善措施、扎实推进。

据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王键介绍， 他们
制定了《关于加强和改进中等职业学校德育
工作的实施意见》，要求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的首
要任务。 在《湖南省示范性中、高等职业院校
建设基本要求》中，明确了“德育工作首要地
位”、“德育工作针对性”、“校园文化建设”3
项指标，要求职业院校“努力形成体现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广大师生认同的价值取向”。

2011年秋季开始，湖南将形势与政策教
育列入中等职业学校德育必修课程， 每周不
少于1课时。 今年，该省又将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课程和公共艺术课程纳入中等职业学校
教学计划， 规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课程的
理论学习不少于14学时。

北京市教委职成处处长王东江说， 北京
制订了《中小学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实施意见》，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作出整体规划， 坚持推行全员、全
程、全面德育，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融
入职业学校教育的全过程， 初步形成了以活
动为中心，以职业指导、以职业能力培养为载
体， 以职业道德培养和良好行为习惯养成为
重点，遵循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将德育与专业
结合、与职业能力培养结合、与学生的生活结
合，开展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活动
育人、环境育人的全方位、一体化德育模式。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个不
断认知—实践—养成—巩固的过程。 不能只
停留在认识上，而应该落实到实践中；不能仅
停留在形式上，而应该具体到明确的抓手上；
不能仅停留在口头上，而应该落实到人人、
时时、 处处身体力行的系统工程中。”

搭起中英职业教育交流的桥梁
———中英职业教育“影子校长”圆桌会在津召开

■本报记者 刘博智

6月26日， 由中国教育部、 英国文化协
会、 英国驻华使馆联合举办的中英职业教育
“影子校长” 圆桌会在天津举行， 中英两国
项目学校、 教育行政部门、 研究机构、 行业
协会及有合作意向职业院校的代表近百人与
会。 双方校长在会上签署了职业教育合作中
英校长联合声明。

中英职业教育“影子校长”项目，是在中
英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框架下， 根据中国教
育部与英国商业、 创新和技能部签署的中英
职业教育合作谅解备忘录等合作文件，于
2012年10月正式启动实施的。 按照协议，中
英双方互派职业学校校长到对方学校担任
“影子校长”，进行跟岗体验，深入了解对方学
校校长的岗位职责、 学校管理日常运行和校
企合作等情况，交流教育教学和管理经验。项
目启动以来， 双方已经互派了50名校长互
访，已有17对院校结成姊妹学校。

在圆桌会上， 中英双方分别介绍了本国
职业教育国际合作情况及意向需要。 刚刚在
中国结束跟岗交流的第三批英方“影子校长”
及中方对口院校校长分别围绕完善现代学校
制度、中高职课程衔接、质量保障评估体系、

在线教育资源共享等主题，进行了专题交流。
前期已经开展合作的第一、二批“影子校长”
代表就合作情况进行了案例交流。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巡视员王
继平在圆桌会上说： “中国职业教育正在开
启一场新的变革。 在这场变革中， 职业教育
在中国经济转型发展和促进就业方面占有重
要的战略地位。 特别是在‘中国制造’ 向
‘优质制造、 精品制造’ 转变中， 职业教育
要将提高职业精神和提高培养职业技能很好
地融合起来。 在这次变革中需要广泛借鉴各
国的经验， 特别是英国在制度框架、 学徒制
方面有很成熟的经验， 中英两国之间有着巨
大的合作空间。”

在中国职教发生巨大变革的同时， 英国
的职业教育也在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据
特利斯汉姆继续及高等教育学院校长及首席
执行官斯图亚特·维塞尔比介绍：“2011年，
英国职业教育领域发生震荡重组， 去除掉学
校和继续教育学院中毫无关联的职业资格，
引入由核心学习、工作经验、数学和英语组成
的‘学习项目’，并引入类似现代学徒制的‘实
习制度’，专门为那些还没有为学徒制做好准
备的学生提供必要的职业指导。 ”

珠海市理工职业技术学校校长梁柏健听

了格温特郡学院校长加里·汉德里“向职业
院校学生提供职业咨询和指导的有效途径”
中有关“学生大使” 的制度设计后， 颇受启
发， “让一些优秀毕业生重新回到学校， 通
过同辈群体的影响力和感染力， 让学弟学妹
们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和技能创造美好未来的
荣誉感”。

烟台船舶工业学校校长毕见武通过“影子
校长”项目与英国南泰恩赛德学院搭上了“红
线”。 今年4月，烟台船舶工业学校的机械与电
气自动化专业，与南泰恩赛德学院合作开展了
HND3加1办学项目， 学生通过国内3年的学
习，经过外方的质量评价后，可以进入英国学
校学习，取得本科学位。 毕见武说：“这不仅让
职校学生圆了大学梦，还圆了他们的留学梦。 ”

通过交流， 与会代表深化了对加快发展
现代职业教育的认识， 进一步凝聚了合作共
识。 双方校长表示， 中英两国职业教育各有
所长， 同时都面临着新问题和新挑战， 两国
职业教育有着巨大的合作空间， 双方将以
“影子校长” 项目为前导， 进一步开展专业
骨干教师交流， 不断探索新的合作模式和内
容， 在合作中提升两国职业教育发展水平，
助推两国经济社会发展， 促进两国人文交流
和务实合作迈上新台阶。

北京舞蹈学院附中中国舞表演比赛团队：

包揽全国前4名的金牌团队
■本报记者 施剑松

还是满分！ 团队里最后一个完成文
化考核的廖欣恋走出考场， 北京舞蹈学
院附中4名参加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中职组中国舞表演比赛的选手文化课考
核一分都没丢。 1个小时后， 考场内传
出比赛的最终成绩， 4名来自北京舞蹈
学院附中的选手包揽了前4名， 成为本
次大赛最耀眼的金牌团队。

记者的采访是在选手走出赛场等待
最终成绩的间隙。 在赛场外的一个角
落， 这个由魏伸洋、 张翰、 周栩、 廖欣
恋等4名选手和谭昊、 陈萌、 杨金卫、
陈庆烨等4名指导教师组成的团队安静
地坐在那里。 从4月26日通过北京市选
拔进入团队， 到6月25日完成比赛， 为
了在舞台上最耀眼的表演， 他们共同度
过了两个月艰苦的备赛期。

数字是枯燥的。 为了提升旋转的控
制力， 选手们每天必须拿出1个多小时
的时间不停地练习旋转； 为了提升爆发
力， 男生必须每天练习500个深蹲跳；
指导教师的工作量成倍提高， 从每周
16节课涨到每周近40节课。

“剧目表演的时间是3分钟， 选手在

这3分钟里需要付出的体力相当于围着
操场跑7圈。” 谭昊说， “我们的目标是
让这些孩子的身体变成一种会说话的语
言。 比如魏伸洋演出的剧目角色是一个
即将出征的古代战士， 在表现这个形象
的时候， 同样是翻跟头， 可能体操要求
的是角度， 而舞蹈需要翻出一种美感、
一种弧度、 一种英雄的气质。”

为了让自己的身体会说话，表演孔雀
舞的周栩特地到动物园里观察孔雀，举手
抬头都在寻找孔雀的灵动；表演青蛙的张
翰，为了找到青蛙灵敏的特征，不断突破
自己爆发力的极限； 表演罗妇的廖欣恋，
已经熟知了这位古代美女的一切，课下练
习的时间甚至超过了课上的时间。

教师们虽然每个人都有各自负责的
选手，但在实际指导过程中，都是以一个
指导教师团队的形式在工作。陈萌说：“谁
在某一方面强，就用这个强项辅导所有选
手，效果要比单个教师个别辅导好得多。”

“我们希望获奖， 但获奖不是主要目
标。” 北京舞蹈学院附中副校长杨纳说，
“参加大赛的过程， 让教师和学生的交流
进入了一个更深的层次， 也让教师对教
育的认知、 学生对艺术品质的认知， 达
到了前所未有的境界。”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飞机发动机拆装调试与维修团队：

齐心协力做好这台“大手术”
■本报记者 刘博智

6月25日，中国民航大学的停机坪上，
一场巨型“手术”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17号扳手”， 说完这句， 长沙航空
职业技术学院发动机维修专业的李永攀
又将整个头埋进运-7飞机的“心脏”
里。 在飞机引擎盖的另一端， 他的小伙
伴胡建辉迅速将一节连接高压燃油泵的
导管摘掉。 飞机底下， 廖梦凡丝毫不
乱， 以极快的速度从工具台上找出队友
需要的扳手和导管， 递到他们手中， 这
一递一接配合得天衣无缝。

赛后， 廖梦凡告诉记者： “这就像
一台手术， 不仅要靠‘医生’ 精湛的技
艺， 还要靠‘医生’ 和‘护士’ 之间的
默契配合。”

3个月前， 他们3人被选入学院飞
机发动机拆装调试与维修特训队。 从小
就有着“飞机情结” 的李永攀， 已经与
厦门航空公司签约， 为了能够赶上这次

集训， 他放弃了带薪实习， 回到集训队；
训练期间， 胡建辉的爷爷去世了， 为了
不耽误即将在深圳航空公司为期一周的
特训， 他回到福建老家看了爷爷最后一
眼， 就匆匆坐上去往深圳的火车。

“这是他们的第一次大考， 不仅考技
术， 还要考心理。” 指导教师都昌兵说。

还有15分钟， 扭力扳手出现了故
障。 李永攀试了好几次， 都达不到固定
数值， 他们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上。 经验
丰富的李永攀断定自己的操作没有问题，
问题出在扭力扳手上， 他及时向大赛裁
判申请更换了扳手， 并在剩下的15分钟
内顺利完成比赛。

“要记住， 你们在面对这些引擎时，
不要将它们看成一堆冷冰冰的机器， 它
们背后承载着一机舱鲜活的生命， 每一
个动作、 每一次检修都要像做一台手术，
要把别人的生命装在心中。” 这是这3个
小伙子在集训中听到的印象最深的一句
话。

【现场】

【访谈】

6月25日， 走出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护理技能竞赛赛场
的选手， 专注地抄录自己的比赛成绩。 本报记者 樊世刚 摄

践行核
心价值观 ，
成就职教强
国梦， 职校
生 大 有 可
为。

建设社
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是
一项灵魂工
程， 要使其
贯穿教育的
全过程。

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
观， 必须建
立长效工作
机制， 制订
规划、 完善
措施、 扎实
推进。

2014年6月26日，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技艺表演赛” 在天津文化中心大剧院举行。
①天津艺术职业学院西藏昌都班民族学生表演民族舞蹈 《热巴舞》。 ②北京市国际艺术学校学生表演集体箜竹 《俏花旦》。 ③新疆艺术

学校师生表演民族舞蹈。 本报记者 樊世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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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 价值观
根植于职业教育
核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