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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建筑进校园， 粤商环境育英才

偏于岭南一隅的岭南建筑， 源于欧洲现代
主义设计思想和岭南的文化相结合， 蕴含着浓
厚的岭南文化思想内涵和明显的地域特征。 在
漫长的发展过程中， 与商业发展相结合， 形成
了务实、 开放、 包容的独特风格， 使建筑亲
切、 平易近人又耐人品味。 学校将极具岭南建
筑代表的骑楼文化引入校企共建的专业实训
室， 将岭南建筑常用的陶塑、 砖雕、 木雕、 趟
栊、 屏风等元素融入实训室的环境， 建成既具
有岭南建筑风格， 又富有企业文化， 集课程实
训、 企业实践、 对外服务于一体的综合实训长
廊。 以古今结合的岭南建筑环境、 粤商精神文
化锤炼学生的职业素养。

广东音乐进校园， 粤韵悠扬动心弦
广东音乐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岭南地方

色彩，它从孕育、成熟、发展至今已有逾百年历
史。 它是以广东民间曲调、粤剧音乐、外省民间
小调为基础，发展完善起来的。特别是它运用广
州语言音调的特点，音乐风格清新活泼，让人倍
感亲切。 国家一级演奏员、著名高胡演奏家、国
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级传承人何克宁老师，以
“广东音乐”为主题为学校师生讲述了它发展的

脉络。 为进一步让师生现场感受广东音乐的魅
力，广东音乐曲艺团走进学校，为师生们带来了
一场广东音乐品鉴会。 音乐会通过演奏传统经
典作品、 运用不同特色乐器以及多种多样的演
奏形式，展示广东音乐的鲜明地方特色，雄浑而
铿锵有力的音符敲动着每个人的心弦。

剪纸艺术进校园， 民间艺术润心田
剪纸艺术是最古老的汉族民间艺术之一，

其在视觉上给人以透空的感觉和艺术享受。 人
们可以通过一把剪刀、一张纸，就将生活中的各
种喜怒哀乐表达出来。剪纸艺术家、省工艺美术
协会常务理事杨文森老师带着剪纸艺术走进校
园，让学生遨游在剪纸艺术的海洋，领略民间艺
术的魅力。杨老师结合自己的教学经验，从剪纸
的起源、表现形式、艺术流派等方面做了详细的
讲解，并通过大量的作品评析和现场演示，使学
生能全方位地了解我国的剪纸艺术， 增强他们

对中华剪纸艺术的审美情趣、提高了审美能力，弘
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同时也培养了他们热爱传
统文化的感情，增强了他们的民族自豪感。

刺绣工艺进校园， 指尖魅力舞心间
刺绣工艺在我国已经至少有两三千年历史，

它需要我们用针线在织物上绣制各种装饰图案，
绣品在图案的结构上非常严谨， 有明确的几何布
局， 这意味着刺绣者需要极大的耐心和专注度。

为了提升学校学生的综合职业素养， 提高学生的
审美品鉴能力， 学校邀请到了广绣高级技师、 广
州市级非物质遗产项目广绣继承人、 工艺美术大
师、 广东省岭南民间工艺研究院研究员伍洁仪为
学生讲解指尖上的艺术———刺绣。 传统文化作为
一门课程资源， 让学生在了解传统文化的同时，
也提升了自己的职业素养。

岭南花艺进校园， 传统文化扎心上
花艺， 指通过一定技术手法、 花材的排列组

合， 让花变得更加的赏心悦目。 花卉艺术的魅力
在于它能表现一种思想， 能体现自然与人的完美
结合， 形成花的独特语言。 学校借助自然界的花
草作为修身养性、 陶冶情操、 美化生活的方式。
老师通过娴熟的插花技艺， 为学校的学生献上了
一场传统与现代相融合的花艺盛宴， 无论是圆与
方的搭配、 还是虚与实的结合， 都很好地凸显了
中国传统插花的含蓄与意境的美。 学校艳丽的鲜
花装扮了岭南的春天。

弘扬中华文化， 传承中华美德 ， 广州市商
贸职业学校通过岭南文化进校园系列活动的开
展 ， 让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根植于商贸 ，
让厚实的文化积淀成为学校蓬勃发展的生命力。
学校在传承中创新， 在创新中升华， 一步一步
在职业教育发展道路上砥砺前行， 精彩还在继
续…… (卜玉辉 黄望菁)

品岭南文化之韵 树中华文化之魂
———广州市商贸职业学校举行岭南文化进校园系列活动

茶艺老师手把手地向学子传授岭南茶艺

广州市商贸职业学校矗立在风景优美的珠江
之畔， 扎根于富有岭南特色的珠三角地区。 学校
基于50年的丰富内涵沉淀， 充分汲取了岭南文化
的营养， 让校园文化之花在岭南文化的土壤上吐
露芬芳。 学校， 在实体层面将岭南建筑、 岭南雕
塑融进校园环境建设； 在文化层面将粤商精神、
岭南乐曲、 岭南工艺、 岭南花艺引入校园。

岭南文化进校园系列活动是学校校园文化建
设的其中一环， 致力于将传统文化与新时代的育
人理念相结合， 着力提升师生的人文素养、 职业
素养和综合素养。 今天我们走进校园， 去体会商
贸独具魅力的文化底蕴。

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剪纸艺术家杨文森先生为工
艺美术专业学生介绍剪纸工艺获赠老师的题字，同学们露出了敬佩、欣喜的笑容。粤韵悠扬

搭建校企合作载体平台
形成“三多” 紧密型合作办学体制机制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以 “开放合作共赢” 理念
指引， 创新办学体制机制， 提出 “政行校企合作
共赢、 产学研用结合共进， 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培养化工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的办学方针， 强
化合作载体平台建设。

2006年， 学院牵头组建由行业企业、 科研院
所、 学校等54家单位构成的 “江苏化工职教集
团”。 2011年， 又主动联合南京市政府部门、 江
苏化工行业协会、 行业领军型企业、 科研院所
等利益相关方107家单位组建 “合作办学理事
会 ”， 充分发挥集团化办学优势 、 增强办学活
力、 优化办学环境， 同时依据相关 《章程》 和
“工作办法”， 每年召开理事大会和常务理事会，
指导学校年度工作 ， 决定处理重要合作事项 ；
建成42个专业共建共管委员会、 股份制投入企
业化运作的省级科技创业园和化工教学工厂 ，
切实解决了企业参与教学、 教师互聘互派、 科
研反哺教学等关键问题； 建成驻地 （驻园、 驻
厂 ） 工作站11个 、 专家 （教授 ） 工作室10个 ，
为企业技术升级、 产品研发、 信息服务、 人力
资源开发等提供支持。 形成 “政行校企” 多元
联动、 “园厂站室” 多点互动、 “政策信息资
源平台” 多方推动的 “三多” 紧密型合作办学
体制机制， 形成 “专业共建、 人才共育、 过程
共管、 责任共担、 成果共享” 新局面， 有力推
动校企科学发展、 特色发展。

创新 “四四二” 人才培养模式
系统构建化工特色鲜明的人才培养体系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遵循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培养和成长规律， 以学生全面发展为出发点， 强
化实践能力培养， 探索实践形成 “产学研用一
体、 教学做赛合一、 工学交替互促” 工学结合人
才培养模式思路， 强化供需四主体深度协调融
合， 主导人才培养全过程； 要求在 “善教” 和
“勤学 ” 普适方式基础上 ， 更加强调 “做 ” 和
“赛”， “做” 是学生积累经验、 熟练技能的根本

途径， “赛” 是学生精通技术、 精进技能、 勇
于创新的重要手段， “教学做赛” 四者合一，
在学校与企业两个载体交替开展工作和学习，
“边学边做”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学校以贯彻专业与产业、 职业岗位对接，
专业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 教学过程与
生产过程对接， 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对
接， 职业教育与终身学习对接等 “五个对接”
为抓手 ， 加强与行业领军型企业深度合作 ，
建立起以第三方评估为基础、 面向市场的专
业动态调整机制， 建设了一批引领行业发展、
企业高度认同 、 社会影响力强的品牌专业 ，
形成专业布局合理、 结构系统协调 、 特色优
势鲜明的以化工类专业为主体、 经管类和信
息类专业为两翼的 “一体两翼 ” 专业集群 。
建有中央财政支持重点建设专业 （群） 达7个
（覆盖18个专业）， 省级重点建设专业 （群） 4
个 （覆盖13个专业）， 江苏省品牌特色专业5
个。

依托专业共建共管委员会， 建立 “双系主
任、 双专业带头人、 双课程负责人” 制度， 共
同制 （修） 订人才培养方案、 课程体系、 课程
标准、 实践教学体系等， 合作开发工学结合教
材， 共建实训基地等， 形成对接岗位需求和职
业标准并基于工作过程导向的系统化课程体
系， 构建了 “三维四层” 实践教学体系和 “四
级四类” 竞赛体系， 构成化工特色鲜明的人才
培养体系。 建成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2门、 省
级精品课程8门， 主要参与完成2项国家专业教
学资源库建设， 校企合作开发优质核心课程
104门； 建成包括2个国家级别、 4个省级实训
基地在内的校内综合实训竞赛基地群。 校企积
极推行项目化教学、 理实一体化等教学改革；
建立 “学分银行”、 “副学士证书” 等制度，
为一体化培养人才提供制度保障。

近3年， 学院获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2项、

省级教学成果奖9项； 获教育部门高等教育学籍
学历管理工作先进集体、 教育部门全国职业院校
化工类技能大赛定点基地、 省教学工作先进高校
等荣誉称号。

校企互聘互兼双向培养
建设高水平“双师型” 师资队伍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落实 “强教先强师 ” 理
念， 坚持以 “双师型” 师资队伍建设为重点， 以
“双岗交替、 互聘互兼、 双向培养” 为路径， 成
立教师发展中心， 实施八项培养计划， 形成 “统
分结合、 五层五环、 五门五化” 师资队伍建设模
式。 在中石化扬子公司等特大型企业建立校级教
师培训基地12个， 实施 “访问工程师” 制度， 专
业教师每5年轮训一遍， 同时建立校内双师素质
培训中心6个， 全面培训青年教师和企业兼职教
师， 实施兼职教师评聘教师职称制度， 近50名企
业兼职教师获得教师职称； 共选派56名教师参加
省级 “教授博士柔性进企业” 和 “科技镇长团”
活动， 赴企业、 地方挂职锻炼， 服务当地经济社
会发展。

近3年， 新增正高级职称教师20名、 省高校
教学名师1人、 省级科技创新团队1个、 江苏省
“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 等省级培养对象19
人、 南京市 “321人才计划” 2人、 南京市中青年
行业技术学科带头人2人。

股份制合作企业化运作
“三园” 鼎立共筑“育研用创” 高地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提出 “以服务求支持、 以
贡献促发展” 理念， 充分利用合作理事会载体，
按照集群化合作 （“1+N”） 模式， 政校成功申报

省级科技创业园， 集聚资源、 孵化企业、 孵化技
术、 孵化人才和反哺教学， 既服务社会， 又为教
师科技成果转化和学生实习实训、 就业创业、 科
技活动提供优质便利平台； 政校企组建共建共管
委员会， 负责资源调配、 产业结构等宏观管理。
以科创园为基础， 成功获批国家级别 “高校学生
创业实习基地”、 “江苏省大学科技园”、 省级
“大学生创业示范基地” 等5大平台， 成为国内高
职院校仅有的有此荣誉的高职院校； 基地、 科创
园、 科技园 “三园” 高效运行， 共筑 “育人研发
应用创业” 高地， 形成 “三园” 鼎立、 “园校一
体化” 办学机制和社会服务格局， 为区域经济社
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 实现了 “产业园” 与 “校
园” 的融合， 初步形成了 “创新在校园、 创业在
园区、 实业发展在产业园区” 的发展格局。 目
前， 科创园入园企业93家， 注册资本6746万元，
年产值达1.57亿元。

集团化办学多渠道培养
架通现代化工职业人才成长“立交桥”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贯彻国家和江苏省现代职
教体系建设要求， 着眼学生成长发展需要和企业
高素质人力资源需求， 依托 “合作理事会” 和
“江苏化工职教集团”， 落实江苏省相关政策， 校
企共同组织考试命题、 面试考核、 审核录取等，
成为江苏省首批通过对口单招、 自主招生、 分段
培养、 企业职工在职继续教育等招生改革的院
校， 探索实践中高职衔接、 高职与应用型本科衔
接试点 ， 并全面开展 “专接本 ”、 “专升本 ”、
“专连本”、 “专转本”、 “海外本科直通车” 和
国际联合培养等多渠道教育活动， 打通中职、 高
职与应用型本科系统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渠道，
推动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 普通教育贯通， 架通
面向人人、 关注终身学习的现代化工职业人才成

长 “立交桥”。 目前， 学校与3所中职校 “3+3”
分段联合培养项目6项， 与南京工业大学 “3+2”
分段联合培养项目3项， 为合作的南京化学工业
有限公司、 中国核电公司等大型行业企业员工提
供常态化的专题技术技能培训服务每年达3500人
次以上， 与地方人社部门合作开展区域危化品安
全作业人员培训达1200人次以上， 为丰富和发展
现代职教体系内涵作出了积极贡献。

学校是 “国家高等教学综合改革高职人才培
养体制改革试点项目 ‘依托职教集团构建人才培
养立交桥’” 和 “建立一批中外合作高水平大学
和项目， 实施江苏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试点” 试
点单位。

文化认同责任感培育
强化实践中企校文化育人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积极将企业文化引入校
园， 大力宣传化工文化， 组建 “中国责任关怀理
论研究创新团队”， 开设 “责任关怀” 系列课程
并设立必修学分， 成立学生 “责任关怀协会”，
开展 “责任关怀” 教育主题宣传和实践活动， 推
行工业园区、 社区、 厂区和校区 “四区互动” 宣
传责任关怀， 效果显著， 并成为中国石油和化学
工业联合会 “责任关怀宣传培训工作组” 第一副
组长单位。 2014年4月， 学校 “‘责任关怀’ 理念
在高等职业教育中的推进与实施” 国培项目获得
教育部门批准实施。 学校吸收和融合优秀的化工
企业文化， 营造了 “规范、 责任、 安全” 和 “节
能、 环保” 的具有化工特质的文化育人氛围， 形
成 “我的区域 我负责” 特色校园文化， 推动了
文化育人工作的内涵发展， 并先后荣获 “江苏省
高等学校学生教育管理创新奖” 等称号。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围绕
后骨干校建设， 将继续紧跟世界职教发展方向，
贯彻落实十八大、 十八届三中、 四中全会和全国
职教工作会议精神， 高举 “发展、 开放、 合作、
共赢” 旗帜， 坚持 “特色发展、 人才强校、 开放
办学、 制度创新” 发展战略， 以产教融合为抓
手， 校企双方 “需求” 与 “服务” 为动力， 协同
培育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为中国的现代职业教
育体系构建作出新的贡献。

（李子全）

产教融合 双轮驱动 协同育人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改革发展纪实

2015年2月16日， 原国家示范性 （骨干） 高职院校———南京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顺应经济社会
发展的需求正式更名为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办学50余年来， 特别是升格为高职院校十余年来， 学校
始终紧扣“产教融合、 校企合作、 工学结合” 是职业教育的生命线， 取得了优异的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