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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活动周 特刊

便民服务展示职校生技能绝活
■本报记者 沈大雷

通讯员 孟文玉 郭涛

“单指单张， 单指多张， 多指多
张……持钞，开扇，点数……”5月10
日，在江苏省淮安市人流量最大的体
育馆广场前， 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
院首届职业教育宣传周拉开帷幕，
该校会计学院5名曾在国家和省级技
能大赛获奖的学生一字排开，用不同
的点钞指法向市民展示点钞技能。

“其实大专生并不差，有一技之长
找工作比本科生有优势， 我家孩子本
科毕业工作不好找只能继续读研。”活
动现场， 学生们的精彩表现让一对夫
妇不由得竖起大拇指。

记者看到，该校师生结合专业，开

展了法律咨询、 食品安全、 计算机维
修、手工设计、理财投资、创业宣传等
十余项便民服务。

“房主一房多卖， 我付了40万元
定金没拿到房， 能否要求双倍返还定
金？ ”在法律援助咨询点前，市民刘女
士向法律专业教师邬正龙律师请教。
“卖家一房多卖违约在先，您要求双倍
返还定金是合法要求。 可以双方协商
解决，也可以通过诉讼解决。 ”邬正龙
的解答让刘女士吃了颗定心丸。

“技术真不错，这么快就把我的电
脑修好了！ ”在维修台前，该校学生一
会儿工夫就修好了市民周先生的电
脑，引得他不住夸奖。

这边， 职校师生的本领不时引得
市民叫好；那边，学生社团的轮滑、街

舞、舞狮、武术等精彩表演，引得
市民驻足观看。

“国家建设需要一大批
高素质技能人才，我们通
过‘脑子灵、懂管理、善
经营、会动手、身心好、讨
人喜’的‘三字经’培养学
生，实现‘特色鲜明、质量出
众，师生幸福、人人出彩’的财院
梦想。 ”该校党委副书记刘芳说。

据该校党委书记韩香云介绍，
在“职业教育活动周”， 学校还将组
织生源基地学生、 校企合作单位员工
和周边社区居民来校参观， 弘扬“劳
动光荣、 技能宝贵、 创造伟大” 的时
代风尚， 提高广大民众对“职业教育
大有作为” 的认识。

“我们发展了，
不能落下南疆
的兄弟”
■本报记者 蒋夫尔

“没想到来了这么多职业院校， 他
们纷纷伸出援手帮助南疆的职业学校，
我对学校发展充满了信心， 相信不久的
将来， 我们的发展一定能够站上新台
阶。” 5月12日， 在首届新疆职业教育
活动周上， 喀什地区中等职业学校校长
吐逊古丽·吐尼亚孜抑制不住内心的喜
悦， 兴奋地对记者说。

近年来， 南疆四地州的职业学校虽
然取得了一定发展， 但在人才、 教师以
及管理等方面， 与全疆职业教育发展水
平相比， 尚存在一定差距。 如何推进南
疆职业学校发展， 让职业教育跟上全区
发展步伐， 自治区想了很多办法。 职教
活动周上， 来自自治区的18所职业院
校示范校， 与南疆和田地区、 喀什地
区、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 阿克苏
地区的职业学校坐在一起， 共同商议如
何“帮扶” 南疆职业学校发展。 新疆农
业职业技术学院院长王毅说： “我们发
展了， 不能落下南疆的兄弟学校。 大家
应该一起想办法， 多出力， 帮助南疆职
业学校发展。” 昌吉职业技术学院表示，
将选派专业带头人和自治区精品课程负
责人对受援学校的专业基础课程和专业
课程的负责人、 主讲教师进行课程建设
培训， 帮助其提升教学能力、 形成课程
建设的基本思路， “为南疆职业学校把
人才队伍框架搭好， 今后的发展就有了
扎实基础”。

18所职业院校纷纷拿出自己“帮
扶” 南疆职业学校发展的“菜单”， 这
些“菜单” 都是根据南疆地区职业学校
发展需要开列的， 针对性极强。 见大家
帮助南疆职业学校发展的积极性如此高
涨， 自治区教育厅副厅长海萨尔·夏班
拜为对口帮扶的职业学校指明了帮扶重
点。 他说， 要帮助受援学校分析研究当
地的经济发展规划和产业发展方向； 要
加强受援学校管理干部和师资队伍的强
化培训； 要加强重点专业和课程建设项
目， 形成共建机制； 要加强合作办学联
合招生模式研究和落实工作。

很快， 大家便达成帮助南疆职业学
校发展的共识———18所职业院校与南
疆职业学校建立教学管理人员和骨干教
师互派交流机制， 互派人员进行挂职和
学习实践。 同时， 每所帮扶学校要帮助
受援学校建成2至3个与当地重点产业
发展紧密结合的校级精品专业， 建成3
至5门具有鲜明职业教育特色的校级精
品课程， 并积极申报自治区级精品专业
和精品课程建设项目， 申报成功率要达
到30%以上。

18所职业院校代表纷纷表示， 要
与受援学校一起， 想方设法， 改革创
新， 以“强弱帮扶， 优势互补， 资源共
享， 相互辐射， 达到互惠共赢， 相互促
进， 共同发展” 为宗旨， 通过大力开展
技能培训和科技服务等方式， 帮助南疆
地区的职业学校发展， 为老百姓办好家
门口的职业学校。

和田地区策勒县中等职业学校校长
麦麦提敏·苏来曼说： “对南疆地区的
职业学校来说， 培养一个学生掌握一技
之长， 等于改变了一个家庭的命运， 意
义重大。 有了对口帮扶， 我们对学校发
展坚定了信心， 相信更多的孩子能够接
受到更好的职业教育。”

职校敞门邀市民体验职业乐趣
■通讯员 张晶

一个轮胎5分钟火速换完，智能机
器人会唱歌会跳舞还会热情地“欢迎
您回家”，28个褶的小笼包只需要46
秒便有模有样……北京市日前启动职
业教育宣传月， 在丰台区职业教育中
心学校， 一群中小学生和附近的社区
居民来此深度体验职业乐趣。

现场1：5分钟换轮胎不用等救援

会开车却不会换轮胎的人在司机
中绝对不占少数。 在汽车修理体验现
场， 经过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二年级
学生王晨辉5分钟的“现场教学”，许
多社区居民都可以独自换轮胎了。

王晨辉“老师” 告诉大家， 想要
5分钟内换好轮胎有几个步骤。 一是

换备胎时要在车后50米放置警示牌；
二是卸轮胎上的螺丝时， 要把备胎横
放在车下， 起到保护作用； 三是要用
千斤顶把车子“抬” 起来； 四是装上
轮胎、 拧紧螺丝。

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的学生毕业
后将直接去校企合作单位———北京现
代等车企工作。 有了这样娴熟的技术
在身，完全不用为找工作发愁了。

现场2：物联网改变未来生活

仅需要安装个小物件， 老人卧室
里的台灯就不仅可以控制光源， 还能
成为一个呼叫器， 当老人需要帮助的
时候成为联系家人的“救命稻草”。 而
家中的电器、扫帚、电话、水杯、座椅都
是智能的设备， 能记录老人一天的行
动。 这样的环境一解忙碌职场家庭无

法照顾老人的担忧。
为了让百姓了解物联网将给人们

生活带来的变化， 丰台职教中心在活
动现场还原了家居生活场景。 学校的
物联网设备安装与维护专业， 为物联
网应用培养了大批人才。 学校正在尝
试建立15分钟服务圈，用物联网技术
为社区居家养老提供服务。

现场3：冒着热气吃却被冻住舌头

“这冒着热气儿的是不是特别烫？”
在分子料理的展台前，围着不少好奇的
小学生。“不烫，反而特别凉”，一名实在
忍不住好奇的小学生将一瓣“包裹”着
液氮的橙子放进嘴里， 只见他嘴巴紧
闭，再一张嘴就“吞云吐雾”起来。

明明吃的是橙子， 怎么像抽了支
烟？ 丰台职教中心餐饮专业的学生告

诉小学生， 这就是分子料理， 又叫分子
美食学， 近年在海外十分流行。 它将食
材的分子结构重组， 在烹调中控制温度
升降与烹调时间长短， 令食材产生各种
物理与化学变化， 做出颠覆传统厨艺与
食材外貌的美食。 比如将荔枝变成鱼子
酱的形状， 吃的时候既能感受到鱼子酱
的口感， 又能品出荔枝的味道。

据了解， 理念先进、 厨艺精湛的丰
台职教中心餐饮专业学生的就业前景非
常好， 基本上都是
“订单班” 学生，
他们一入校就
被全聚德 、
万豪等著
名 饭 店
预订一
空。

湘菜湘商湘旅
———一所地方高职的办学追求

■本报记者 李伦娥

只有小学文凭的全国人大代表、 中
国湘菜大师、 烹饪大师、 今年67岁的许
菊云， 没想到年过花甲后成了大学教
授， 每周两次到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
学院坐班， 上课、 写书、 带徒弟、 培训
青年教师。 “成立湘菜学院， 能较大规
模地培养湘菜专业人才， 是我多年的梦
想啊。” 许菊云向人们解释他的辛苦奔
波。

大师所说的湘菜学院， 是长沙商贸
旅游职业技术学院联合湖南省湘菜产业
促进会、 湖南省餐饮行业协会及相关知
名餐饮企业成立的一个二级院系， 是学
校“立足长沙， 服务三湘” 办学追求中
的具体实践。 这里的“三湘”， 指的是
湘菜、 湘商、 湘旅。 该院院长刘国华
说， 与全国许多高职一样， 学校很年

轻， 对于如何创出自己的品牌特色， 学
校师生不停地探讨摸索。 围绕“服务当
地经济社会” 这一总要求， 结合学校的
专业特色， 他和同事们提出“立足长
沙， 服务三湘” 的办学思路， “26个专
业归类为三大专业群， 分别服务于湘
菜、 湘商和湘旅， 也就是服务于湖南的
餐饮业、 现代商贸服务业和旅游业”。

服务湘商， 主要是会计和经贸系。
“我们初步构建了一个服务湘商的现代
商贸服务业专业群”， 经贸系主任谢早
春副教授说， 比如电子商务、 会展策划
与管理就是紧扣长沙经济社会特别是电
子商务与会展业的发展态势而设的， 市
场营销与湖南著名企业友谊阿波罗集
团、 通程集团深度合作， 电子商务与
“快乐购” 等企业建立了密切的校企合
作关系。 特别是2006年作为湖南省第
一个高等院校开办的会展策划与管理专

业， 在已举办的四届全国大学生会展创
意比赛中获得特等奖两个、 一等奖一
个， 这些年获奖数甚至超过了许多本科
院校， 毕业生供不应求。 而会计专业，
作为湖南省高职院校示范特色专业， 与
26家知名企业建立了协同育人机制，
企业从专业建设、 培养方案制订开始，
就全程参与育人， 学校同时设立12个
校内实训基地， 学生在校内就按照企业
环境全仿真分岗位角色进行轮岗实训，
这样一来， 学生在实习阶段就能顺利顶
岗、 适岗。

湘旅， 旅游已成为湖南支柱产业，
但旅游教育相对落后， “一个重要原因
是学校教学安排与企业生产周期脱节”，
从事了30多年专业教学的旅游管理系
主任覃业银教授说， 因此早在6年前他
们就实施“八学期制”， 学生从大二开
始， 后两年的4个学期改为8个学期，

每年4月到10月旅游旺季时， 学生全部
到旅行社实习， 其余时间则分解成6个
学期上理论课。 覃业银说： “校企双
赢， 既解决了旅游企业生产忙时特别需
要人的困境， 又解决了学校生产性教学
条件不足的困境。 当然这给学校组织教
学带来麻烦， 但学生成长很快， 值。”
据覃业银介绍， 近年毕业的2500多名
学生， 每年专业对口就业率都在90%以
上， 导游证的合格率达到92%以上。

湘菜———这是学校近年重点打造的
专业群， 包括烹饪工艺与营养、 餐饮管
理等5个专业。 “湘菜年产值已超千亿
元人民币， 但从业人员中大多学历较
低， 接受过正规学习的湘菜专门人才更
少， 专科以上学历者只占4.66%。” 湘
菜学院执行院长谢军说。 所以湖南省教
育厅将烹饪工艺与营养专业作为示范特
色专业、 湘菜产业专业群作为示范特色

专业群来建设， 目前已投入近1亿元，
建起了2万平方米包括一流操作间的大
楼， 聘请许菊云、 王墨泉、 张力行等
10余名国家级烹饪大师并成立3个大师
工作室。 近年来， 大师们领着学校青年
教师， 共同开发 《湘菜精品》 等校本特
色教材， 拍摄“湘菜技艺” 等35集教学
示范片， 研发了永州东安鸡、 资兴长寿
宴、 茶陵祖庵菜等新菜品， 既推动了餐
饮业发展， 又增加了农民收入。 这些措
施的实施， 也大大提高了学校的教学质
量， 仅2012至2014年， 该专业群学生
在全国职业院校烹饪技能大赛中， 就获
得奖项11个， 其中一等奖3个。 “抓湘
菜就是抓文化抓经济抓民生。” 湖南省
政协原副主席李贻衡给以高度评价。 目
前， 学校湘菜专业群已累计培养了1万
多名毕业生， 每年为湘菜企业输送500
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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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5月10日，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
院学生在给小学生介绍地铁站设计原
理。 本报记者 张劲松 摄

②5月10日，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
院学生在演示景泰蓝铜胎掐丝点蓝工
艺。 本报记者 张劲松 摄

③5月11日， 青岛新昌路小学学生
在青岛电子学校“3D打印实训室” 体
验3D打印技术。 本报记者 孙军 摄

④5月11日， 兰州女子中专形象设
计专业学生在展示她们的化妆技艺。

胡万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