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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生手工制作环保创意作品

一、 活动主题
动手动脑 创意环保 保护环境 从我做起

二、 征集时间

2015年1月—2015年9月

三、 组织机构
指导单位：
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
中国奶业协会
主办单位：
中国教育报刊社
中国教育学会体育与卫生分会

四、 征稿对象
全国中小学在校学生

五、 报名要求
个人参与可登录中国教育新闻网 （http://www.jyb.

cn/） 下载表格报名。
作品可通过网络投稿， 将作品拍成照片， 图片格式

为 JPG， 照片大小不超过2.5M， 分辨率不低于300DPI，
请发至活动组委会邮箱 （dsdncyhb@sina.com）。 本次征稿
活动截止时间为2015年8月20日。 入围复赛作品， 组委会
将通知寄送作品原件。

六、 活动安排
报 名： 即日起至2015年7月31日
初 评： 2015年8月1日-8月20日
复 评： 2015年8月21日-9月1日
终 评： 2015年9月， 公布评审结果， 颁发证书。
优秀作品展： 2015年9月-10月 （优秀作品将刊登在

《中国教育报》）

七、 作品要求
来稿内容：
作品一律为原始真实创作， 健康向上， 格调高雅， 继承传统， 与时

俱进。 作品形式不限， 每人限1至2幅。
来稿类别：
1.平面类： 规格为A3纸尺寸；
2.立体类： 尺寸不予限定。

八、 联系方式
投稿邮箱： dsdncyhb@sina.com
联 系 人： 中国教育报刊社

申老师 010-82296878
中国教育学会体育与卫生分会
杨海涛 010-68118991

投稿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文慧园北路10号 中国教育报刊社
邮 编： 100082

2015年

安徽省宣城市机械电子工程学校

提升学生就业稳定率
随着国家中职教育改革逐步深入，

中等职校毕业生就业 “三率”， 即： 就
业率、 稳定率、 满意率， 成为衡量职业
学校办学质量高低的重要标尺。 中等职
校毕业生就业的好坏 ， “三率 ” 的高
低， 不仅直接影响学校的招生人数和生
源质量， 也关系到学校的生存和发展，
因而中等职校职业指导工作的重要性不
言而喻。

安徽省宣城市机械电子工程学校在
国家中职教育改革发展示范校建设进程
中， 以服务为宗旨， 以就业为导向， 不
断深化改革， 提高办学质量。 现以学校
机电专业赴广德新三联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实习为例， 为给学生提供优质的就业
服务， 提升就业的稳定率， 提高职场的
成功率， 学校积极探索， 与企业合作，

共同做好学生就业工作。 广德新三联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投资2亿元在安徽省广
德经济开发区PCB产业园内建设年产双
层多层印刷线路板72万平方米生产项
目。 学校在与广德新三联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的校企合作中， 着力强化 “学生就
业稳定率” 工作。 通过企业考察、 问卷
调查、 学生会议、 企业面试等一系列程
序， 首批输送30余名优秀学生前往该企
业总部培训一年 ， 培训结束经考试考
核， 优秀学生将作为广德新三联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中、 初级管理干部和技术骨
干， 回广德经济开发区服务， 努力促进
县域经济发展。

学生入企实习培训过程中， 采用了
“师徒结对、阶段小结、校企督查”的三段
连续式实习就业管理模式， 三个阶段环

环相扣，极大地提高了学生适应企业、认
识社会的能力，强化了学生的技能水平，
实现了就业稳定率的不断提升。

师徒结对： 学生到企业后， 企业即
为每位学生安排一名大学生师傅， 进行
“一对一” 指导。 大学生师傅既有较强
的理论修养， 又有扎实的岗位技能， 学

生心悦诚服， 并在师傅的严格要求、 精
心指导下， 快速掌握技能。

阶段小结： 学校与企业在对学生培
养过程中， 不怕麻烦， 精雕细琢， 除师
徒结对外， 还采取了 “周工作小结、 月
工作汇报 ”， 将学生每周所看 、 所学 、
所做、 所思的东西形成书面材料交给师

傅， 由师傅审核后交公司人事部门。 一
个月结束后， 还要对本月的工作进行总
结， 公司对做得比较好的学生采用物质、
提高月基本工资待遇等办法进行奖励，
有效杜绝了 “松、 懒、 散” 现象， 提高
了学生积极性， 提升了学生综合技能。

校企督查： 在工作实践中， 该企业
的管理部门将校企合作列入了重要议事
日程， 学校和企业领导多次深入学生生
活、 工作场所， 促膝交谈， 及时解决学
生在实习就业工作中的困难。 同时， 组
织学生与老师进行座谈交流， 详细了解
学生入企培训后的学习、 工作和生活情
况， 认真审阅学生的周工作和月工作总
结。 掌握学生的想法， 配合企业做好学
生实习就业过程中的相关工作。 校企双
方还就后期管理及长期合作达成了意向

性意见。 通过校企双方的共同努力， 进
入该企业的学生度过了就业浮躁期， 熟
悉了企业环境、 生产流程， 做到了安心
工作、 舒心学习。

另外， 学校在强化顶岗实习 （就业）
稳定的同时， 高度重视职前教育在学生
顶岗实习 （就业） 中的积极作用。 通过
专题就业指导、 优秀毕业生报告会强化
在校学生的技能实训， 让学生以优良的
品德、 扎实的技能、 勤学的信念投入到
顶岗实训 （就业） 工作之中。

学校以对职业教育钟爱的激情、 对
企业高度负责的精神、 对学生亲情般的
温暖， 认真对待并研究校企合作中学生
稳定率及其应对策略， 不断深化校企合
作， 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凝心聚力打造
区域蓝领人才培养的高地。 （王海安）

张华明副校长
与广德新三联徐总
交谈

—————以机电专业学生赴广德新三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实习为例

校企共建“店中校”
鉴于以前学院学生的认知实习和顶

岗实习， 遇到的管理难度大及实习效果
差等突出问题， 学院烹饪工艺与营养专
业积极寻求与省内规模较大的星级酒店
建立紧密型深层次的合作关系， 以提高

实习效果。 无锡艾迪花园酒店是一家五
星级标准的多功能商务型花园酒店，其
管理规范、经济效益好，具有新颖的管理
和育人理念。同时，还致力于发展其酒店
管理有限公司， 对外承接其他酒店管理
业务， 有着与院校合作培养餐旅类专业
人才的强烈意愿，契合学院的思路。学院
烹饪工艺和营养专业与该酒店常年保持
40名左右学生学工交替， 并愿意提供各
种必要的教学条件， 对学生在酒店实习
提供工伤保险，并按学生“工作岗位”和
时间给予一定的津贴。 基于相互需要和
真诚的合作态度，双方签订了冠名为“艾
迪”的“店中校”教学班，实施“1+2”培养
（学生第一年在校内学习，后两年在酒店
进行学工交替）的合作协议。

“店中校”里练真功
“店中校”教学模式，主要通过校企

共建具有互动功能的远程视频教学系
统，将分设在学院、酒店的视频教室与酒
店的厨房连成一体。 公共课和专业基础
课由校内教师在校内进行远程教学，“店
中校”学生在酒店的视频教室听课，师生
可通过视频系统交流； 专业课是由酒店
工作人员在视频教室现场讲授， 学生可
通过录像观摩酒店厨房的工作情境；岗
位实践则在酒店厨房进行， 学院通过远
程视频监控学生学习实践情况， 协助酒
店进行管理。

校企双方为保证“店中校”的教学质
量，使学生安心、乐意在酒店完成长达两

年的学业，均提供了优越的条件。酒店方
面，配备了4个多媒体教室，近100台教学
用电脑，建有藏书近2万册的图书室，4人
一间的学生公寓，空调、热水器等一应俱
全。 此外，还有篮球场、羽毛球场等文体
设施；由3名具有较高专业理论水平的主
厨及2名中层管理人员担任教员或 “师
傅”……

“店中校”全部就业
“店中校”学生通过校内基本技能训

练和企业两年的顶岗实践， 使学生的专
业技能和职业素养大大提高。2012年，在
“店中校”导师的训练指导下，学院学生
参加无锡市烹饪大赛获得个人金奖1项，
参加全国职业院校烹饪技能大赛获得二

等奖1项、三等奖2项；所有毕业生都获得
中级职业技能证书，50%以上学生获得
两项以上职业技能证书或高级职业技能
证书。

据了解，第一届“店中校”的学生毕
业前全部取得了中式烹调师证书 ，近
90%的学生取得了中式面点师证书，有
40%留在了无锡艾迪花园酒店， 其余的
也都在毕业前半年被其他相关餐饮公
司、酒店一抢而空，实现了全部就业，而
且90%以上的起薪在3000元/月以上。

培养模式获认可
“店中校”的学生因为在酒店有了两

年的实践学习， 对餐饮工作熟悉程度要
比其他学生强很多，上手也很容易，很多

星级酒店自然会优先选择他们，并将这些
学生作为储备干部重点培养。

通过“店中校”培养模式，学生掌握了
过硬的理论知识和烹调技艺，使就业有了
充分保证。而酒店也因此节约了人力资源
成本，储备了人才，还帮助学校提高了烹
饪工艺与营养专业的人才培养质量。 “店
中校”模式真正意义上获得了校、企、生三
方共赢。

学院共创“店中校”长效机制，造就高
素质烹饪人才入选《江苏省高等职业教育
改革发展创新案例》；“烹饪工艺与营养专
业—半工半读办学模式的实践”被评为教
育部门高等学校高职高专餐旅管理与服
务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优秀教学成果
三等奖。 (李 红 赵 慧)

“店中校” 搭建就业桥 毕业生迈上成才路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烹饪工艺与营养专业（群）建设与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纪实之三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与知
名餐饮企业无锡艾迪花园酒店共创

“店中校”， 共同培养高素质烹饪人
才， 取得明显的成效。 该模式成功的
关键就在于学生虽然在企业的时间长
达两年， 却能很好地保证教学质量，
使学生获得了有效的学习。

征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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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黄庄职业高中服装实训基地，
有一间特殊的教室让笔者为之震撼。
在这间仅有80平方米的展示室里， 从
清代宫廷旗袍、 20世纪倒大袖与新样
式旗袍、 三四十年代黄金时代旗袍到
50年代平民旗袍， 共19件反映不同年
代风格的旗袍代表作一一陈列， 就像一
部活历史， 在诉说着曾经的绝代芳华。

在展示室隔壁的教室内， 几位学
生正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习传统手工技
术 。 “做旗袍其实特别难 ， 也很辛
苦 。” 一年多的学习让董亚奇感觉 ，
“京式旗袍” 的工艺不像一般服装制作，
可以辅以机械。 “复杂的手工技艺只能
在反复操作中， 才能积累出经验。”

为了能让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学
习实际操作技能， 学校推行与大师、
名师工作模式， 在继承传统专业工艺

的基础上 ， 设计融入现代时尚元素 ，
并结合先进服装科技手段， 实现设计
室、 工艺室、 展示室三位一体的研发
工作室。 目前， 学校有13名专业教师，
其中杨红、 张凤兰两位教师更是拜第
四代传承人李侃女士为师， 成为 “京
式旗袍” 第五代传承人。

自古名师出高徒， 2012年， 旗袍
班应石景山区老年模特队邀约， 为其
赶制 “京式旗袍” 表演服装， 一举成
功之后， 旗袍班接到的社会订单接踵
而至。 为了顺应这一潮流， 旗袍研发
中心已开始筹备自己的独立品牌， 让
“京式旗袍” 的工艺从学校进入包括高
端定制的市场渠道， 为更多人所享用，
也为悠久的 “京式旗袍” 技艺更好地
发扬传承。

（张跃志）

让“京式旗袍”再现绝世芳华
———北京市黄庄职业高中服装设计与工艺专业建设纪实 （二）

2014年4月13日， 在798艺术园
区内， 作为北京市中等职业学校技
能教学成果展的活动火热进行中。
作为全市中职学校服装专业的代
表学校 ， 北京市黄庄职业高中的
师生们携带历时一年仿制的4套历
代旗袍和自主研发的4套“青花瓷”
系列旗袍一经亮相 ， 顿时惊艳全
场 。 “京式旗袍 ” 以其精湛的工
艺、 深厚的文化内涵、 独特的美感
和服饰魅力赢得了众多嘉宾的关注
和喜爱。

“京式旗袍” 源自清朝的满族
宫廷， 制作面料取材织锦缎、 古香
缎、 绸。 制作采用盘、 绣、 镶、 拼
和镂等传统手工艺， 根据个人特点
量体裁衣， 并多运用各种技法凸显
其立体感。

学校教务处主任吴懋对笔者说 ，
“京式旗袍” 体现的是中国文化对人和
服装的空间关系的理解， 是真正传承
民族传统的核心， 具有重要的历史和
现实意义， 学校作为 “京式旗袍” 非
物质文化传承基地， 会责无旁贷地承
担起研究 “京式旗袍” 文化， 传承传
统旗袍技艺的时代责任。

惊
艳

黄庄职业高中服装设计与工
艺专业是北京市同类专业中开办
早的， 从1981年创办以来， 已有
三十多年的专业发展历史。 2002
年， 学校被评为北京市中等职业
学校骨干特色专业。 2006年， 学
校 成 立 了 “旗 袍 研 发 中 心 ” ；
2007年， 学校成功申报了 “京式
旗袍 ”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 并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教学基地 ； 2011年 ， “京式旗
袍” 这一非遗项目正式走入了课
堂。

然而一个专业从开始酝酿到
正式开设并非易事。 黄庄职业高
中在多次深入就业市场和用人单
位调研的基础上， 又通过行业专
家、 企业技术骨干和学校骨干教

师组成的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的
反复论证， 最终确立了 “产品研
发为引领， 产学研一体” 的人才
培养模式。 形成了具有专业特色
人才培养模式和 “宽基础+岗位
模块+传承技艺 ” 的课程体系 。
此外， 该专业还自主开发了 《服
装设计》 《服装工艺》 《旗袍缝
制工艺》 三个校本教材。

在校企合作领域， 学校与北
京红都集团加强了深度合作， 共
同推进 “京式旗袍” 非遗项目，
将提升专业内涵的突破口定在研
发具有时尚元素的中式服装系列
产品及私人订制上， 形成 “京式
旗袍” 特色中式服装的继承、 设
计、 定制、 销售、 研究、 发展一
条龙服务平台。

砥
砺

传
承

北京市黄庄职业高中服装专
业旗袍研发工作室展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