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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展台

文化立人 品质立校
———绍兴市中等专业学校国家中职示范校建设巡礼

三十年沧桑巨变
三十年努力拼搏
三十年辉煌历程
弹指间， 绍兴中等专业学校已在征程中跨越30年！ 三十年的艰苦奋斗， 三十年的改革创新，

绍兴中等专业学校从一所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学校到现在有口皆碑的名校， 在教育的改革大潮中，
向人们展示傲立潮头的英姿……

翻开绍兴市中等专业学校的发展
史， 一股自强不息的奋斗气息扑面而
来。 绍兴市中等专业学校历经建校之初
的艰苦创业、 改革开放之后的发展壮
大， 完成学校发展史上一次次华丽转
身。 现在的绍兴市中等专业学校已经发
展为国家重点职业学校， 2012年又被
确立为“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
范学校” 建设单位。 历史的厚重和现实
的成就， 无不彰显其独具魅力的发展风
范， 国家中职示范校建设的浩荡春风更
使她趁势而上， 独领改革创新的时代风
骚……

示范校建设两年来， 在邵国成校长
的带领下紧抓机遇、 锐意改革， 以“文
化立人、 品质立校” 为目标， 积极探索
新型的办学体制机制， 创新的人才培养
模式， 创新的校企合作机制， 创新的师
资队伍建设……使学校打造硬实力、 提
升软实力、 扩大影响力， 助力当地经济
发展。

【人才培养篇】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说到人才培养模式， 有这
样一种现象， 有的学生毕业后
找不到好的岗位， 有的岗位招
不到好的学生 ， 出现这种矛
盾 ， 是因为学校办学与产业
发展脱节 ， 教学内容与岗位
要求脱节 ， 培养的针对性不
强 ， 有什么样的机制避免这
种现象？ 在国家着力构建现代
职教体系下， 建立特色有效的
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模式， 显
得尤为重要。

示范校建设以来，绍兴市中等专业

学校在“全人教育”的人才培养理念引

领下，以国家示范校建设为契机，以专

业建设、课程改革为抓手，以校企合作

为切入点，着力创新办学思路，深化教

育教学改革，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人才培

养模式并取得显著成效。

在专业建设方面，学校紧密结合当

地经济发展需要，精心打造建筑工程施

工、染整技术、机电技术应用三个重点

专业和校园文化CIS工程、黄酒业人才

孵化园建设两个特色项目，实现专业与

当地市场“零距离”接轨，为地方经济

建设输送大批高素质高技能人才。在

“人人皆可成才”目标的引领下，学校

调整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本着“专业

对接行业、课程对接岗位”的思路，优

化专业课程设置、调整教学内容，推进

了以“公共课程+核心课程+教学项目”

为主线的课程改革，实现了毕业证书与

职业资格证书的内涵融通。结合学生的

个性化发展和企业的个性化需求，构建

了“项目引领、任务驱动”的“模块

化”课程体系，使学生在“项目”中学

习，在“任务”中收获，促进了学生综

合职业能力的提高，最终实现理论教学

与技能训练合一，能力培养与工作岗位

对接合一，实习实训与顶岗工作合一，

还在教学过程中积极探索了项目教学、

案例教学、场景教学、模拟教学的教学

模式改革，形成“教学做合一”的教学

模式，创建了以“能力本位”为重点的

评价体系，大大提升了办学质量。基于

此，学校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以职业能

力递进为导向的工学交替”人才培养模

式，并将该模式融入各专业人才培养全

过程。其中建筑工程施工专业根据建筑

业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建立“平台+

模块”课程体系，构建以职业能力递进

为导向的“一主线、双证书、三结合”

人才培养模式。“一主线”，即以学生

专业能力递进培养为主线；“双证书”，

即毕业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为基本要

求；“三结合”，即校企结合、工学结

合、产学结合为基础。染整技术专业确

立以职业能力递进为导向的“校协共

建、分段培养”的工学交替染整专业人

才培养模式，以实施中职染整技术专业

课程改革为抓手，制定完善基于工作过

程的模块化专业课程体系，确立以形成

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多方参与

的全程评价模式。机电技术应用专业构

建以就业为导向，按照职业能力“递进

式·分阶段”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

依据专业基础能力—专业核心能力—专

业综合能力的递进要求，通过校内、校

外分阶段培养，工学结合，适应“模块

化”技能项目课程的教学需要，使学生

的职业素质、职业技能、职业能力得到

提升，最终成为合格职业人，为区域经

济的发展培养更多的机电技术应用专业

技能型初中级人才。模式创新带来的最

显著变化在于学生的就业质量提升和就

业渠道大大拓宽。

【师资队伍篇】
创新师资队伍建设
夯实学校腾飞之基

师资队伍建设是学校发
展的基石和动力 ， 是学校打
造核心竞争力的关键 。 示范
校建设以来 ， 绍兴市中等专
业学校始终坚持 “教师是学
校发展第一财富” 的人才观，
探索 “三元螯合” 教师发展模
式， 走出了一条具有自身特色
的师资培养机制， 建立了一支
一专多能、 新老结合、 专兼相
融、 德才兼备、 全面发展的高
素质师资队伍。

“三元螯合”中的“三元”是指学

校、企业和高校三方，“螯合”是指三

方共同对教师进行着力培养，互相影

响，互相促进，最终获得三方共同发

展。“三元螯合”教师发展模式从“共

通、共建、共享的教学场建设，共渗、

共育、共融的精神链铸造，共助、共

进、共管的共同体构建”三个维度，立

体打造教师培养新模式，实现“协同创

新，合作共赢”。

示范校建设以来，绍兴市中等专业

学校充分利用企业和高校环境资源，通

过校内基地共通、校外基地共建、教学

资源共享的方式，建设一个融合产、

学、研、训等功能于一体的教学场，实

现校内基地生产化，与企业共通，实现

教室、实训室、车间的一体化和理论教

学、实践操作、生产实训的一体化，为

教师提供良好的专业成长环境。学校与

140多家企业和30多所高校保持合作，

开通中高职“直通车”，使校外实习与

校内实训在内容上有机衔接，满足了教

师下企业锻炼和教学实习工作的需要。

在“三元螯合”教师培养体系中，学校

通过特色文化共渗、培训进修共育、科

研和课研共融等，推动教师专业成长。

学校还积极引入企业“7S”管理，加强

教师技能操作规范，提高专业教学效

率，促进教师专业素养和文化素养的提

升。学校与高校联合举办教师专业成长

发展培训，确定教育教学能力、教学科

研能力、课堂教学能力、微课制作、班

级管理与安全工作研修5个培训模块，

培训范围涉及新教师、骨干教师和班主

任三类教师。为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学

校实行“三导师”制，为每位老师配备

一名学校导师、一名企业导师和一名高

校导师。要求教师在校内能站稳讲台、

立稳车间、掌稳班级；在校外能上得了

高校学习深造，下得了企业实践锻炼。

学校还组建了多个由高校专家、企业能

工巧匠、校内专业教师共同参与的校企

合作联合教学团队，团队成员共同承担

技能竞赛、课程改革等任务，通过现场

观摩等多种形式促进教师之间、校企之

间、校校之间开展广泛的合作与交流，

使教师从中汲取充足知识、技能养料，

形成合作意识，适应团队工作方式，形

成品质素养优、理论知识优、技能实践

优的“三优”教学团队。

自实施中职“三元螯合”教师专业

发展模式以来，教师教学成果斐然。教

师竞赛获奖82项，国家、省市级获奖课

题23项，省职业教育科研成果奖11项，

论文发表151篇、获奖93篇，主编或参

编的出版教材34本。现在绍兴市中等专

业学校已经拥有了一批素质优良、结构

合理、基础扎实的教师队伍，为学校内

涵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如省“春蚕

奖”获得者娄华水、省浙派名校长邵国

成、省巾帼标兵王慧莉、省浙派名师於

芳和省五星级青年教师祁黎、全国职业

院校技能大赛优秀指导老师卓建华等。

【校企合作篇】
创新校企合作机制
实现校企深度融合

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之
魂， 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驱动校
企双方资源共享、 优势互补、
互利双赢的一种有效机制。 示
范校建设两年来， 学校大胆创
新校企合作机制， 积极推进校
企合作办学、 合作育人、 合作
就业、 合作发展、 增强办学活
力， 实现了校企深度融合。

近年来，学校以“多方共赢、质量

提升”为建设目标，依托建筑业职教集

团建设，积极探索“双融共育三结合”

的校企合作、工学结合长效运行机制，

双融指的是将企业岗位职业标准和企业

文化双双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共育指

的是通过人才培养方案共商，培养过程

共管，培养效果共评，培养结果共享，

最终实现人才校企共育。三结合指的是

校内课程体系和企业典型工作任务相结

合，能力考核与技能鉴定相结合，顶岗

实习与就业相结合。在工学结合、学做

融合中，着力实现校企合作共育、共

管、共享的人才培养目标。学校主动与

当地企业对接，实现校企资源共享、互

惠共赢。示范校建设以来，校企共建

实训基地，共同参与人才培养模式、

教学模式、学生评价模式的改革，校

内实训基地建设进一步完善提升，校

外实训基地建设有序推进，扩大了大

学生顶岗实习的就业面，同时提高学

生就业层次。目前，学校已与多家企业

签订了校企合作、教学实践、生产实

训、顶岗实习协议。

学校成立建筑、染整、机电3个专

业指导委员会，加强社会服务能力建

设，每年开展职工培训1000人次以上，

成立1个产学研工作室，参与新材料、

新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并为企业提供相

关技术服务，建立1个工程造价咨询工

作室，开展工程档案、招投标代理等咨

询服务；加强校企合作办学，实行订单

培养，成立企业冠名的专业班级；加强

国际交流，与英国高校、德国bau msr

公司合作，提供教学指导、师资培训和

社会培训，引进国外先进的新技术、新

设备。充分发挥建筑业职教集团优势，

推进校企合作办学机制建设。一是建立

校企互派交流机制，邀请企业专家来校

开展讲座，派遣校内教师下企业锻炼、

参与实际工程项目，促进校企双方的交

流与合作；二是实行集团化订单培养，

与建筑业职教集团成员单位合作，成立

订单班，制定订单培养计划、课程标准

和学生评价标准，实现合作订单班中有

90%以上的学生定向就业；三是以企业

冠名的形式实现合作办学，与中望企业

合作洽谈，成立冠名班，以合作企业经

营方向为主要培养目标，制定冠名班培

养计划，为合作企业输送人才。

【德育创新篇】
以“立”文化为抓手
推进学校德育创新

走进绍兴中等专业学校，
彬彬有礼的学生， 从容和悦的
微笑， 师生们享受着教育， 这
种人文精神， 体现了一种独特
的校风， 呈现出独到的德育特
色。 近年来， 绍兴中等专业学
校坚持 “全人教育” 理念， 以
“立德、 立志、 立业” 为育人
目标， 唤醒学生的思想， 浸润
学生的心灵 ， 铸造学生的品
质， 谱写绍兴中专 “立” 文化
新篇章。

示范校建设以来，学校提升“立文

化”理念，包括：“立德（社会公德、

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立

志（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立业

（勤学业、敬职业、创事业、建功业）”

三个方面，以“立规、立言、立行”为

主要实施途径，最终达到“文化立人、

品质立校”的目标。在实施“立文化”

的过程中，学校学校倡导“认真研究学

生、认真营造班风、认真实施活动、认

真开展家访、认真组织评价”的“德育

五认真”理念，加强德育队伍培训。制

定了《学生德育成长考核评价方法》等

评价制度，有效提高了学生遵纪守规的

自觉性。学校开展“诵读中华经典，培

养人文素质”系列活动，营造积极向上

的书香校园氛围。学校利用主题班会课

时间，以学生自我宣讲为主要形式，举

办20多场关于“仁、爱、诚、孝、义、

礼、智、信”等中华优秀传统道德的观

摩性讲堂活动。学校办好三所“校中

校”，即课余党校、课余团校和纪律学

校。依托“课余党校”，引导学生树立

为国家富强而奋发成才的远大理想。

学校以“绅士淑女”教育为抓手，开

展主题实践活动，教育学生在校内争

做合格学生，在校外争做合格公民。

学校依托“阳光社团”活动平台，创

新“三定、四有、二结合”管理方式

（“三定”即定时间、定地点、定人员；

“四有”即有导师、有活动计划、有活

动记录、有成果展示；“二结合”即

社团活动与专业特长相结合、校内活

动与校外实践相结合），近50个社团开

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并在此基础上，

重点打造光影社等8大社团，形成“精

品社团一条街”，成为学生课余时间的

首选活动场所。

学校德育工作的有效开展，为学

生的成长和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2015年高职单招单考中，学校化工、

建筑两个专业获得全省高职类“状

元”，有24名学生的成绩达到了本科

分数线，创下历史新高。同年6月，

学校参加了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6个

项目的比赛，共摘得了1金5银的骄人

成绩。

【特色项目篇】
构建特色项目建设
推动学校内涵发展

示范校建设以来， 绍兴中
等专业学校以创建国家示范中
职校为契机 ， 依托校园文化
CIS和黄酒业人才孵化园两个
特色项目建设作为促进学校内
涵发展的重要推力。

示范校建设以来，学校在建设校园

文化的过程中创新性地导入企业CIS

（Corporate Identity System缩写）策略，

构建了独具特色的校园文化CIS系统，

取得显著成效。CIS包括理念识别

（MI）、行为识别 （BI）、和视觉识别

（VI） 三大系统。在理念识别这个层面

确立以“立文化”为核心的学校文化

理念，并将核心词定为“立”，“立”

字包含了学校“树人”、“立校”的办

学本质，更有让学生“自立”的意义，

依据“立”文化的核心引领，学校又

构建了“日循周环”式的学校主题德

育活动模式，通过以“主题星期一”、

“快乐星期二”、“道德星期三”、“社

团星期四”、“安全星期五”、“亲情

星期六”、“公益星期七”、“双创星

期八”的主题循环提升，内化文化精

神。学校还制作了校歌《立》，学校的

文化精神通过校歌被唱响。行为识别

系统这个层面是通过一些活动载体来

丰富校园文化。在“立”文化的引导

下，制定落实 《绍兴中专绅士淑女培

养方案》，打造“绅士淑女”形象品

牌。学校以“阳光学生”文体艺术社

团建设为阵地，创造架构“快乐星期

二”学生社团互助自主管理模式，营

造了浓厚的校园文化氛围。视觉识别

系统是展现了整个校园文化CIS的氛

围，学校进一步规范师生区域行为的

“7S”管理标准，形成了独具特色的

“一派 （π） 好习惯”校园行为管理标

准，并开展了“企业文化进实训室、专

业文化进教室、职业文化进寝室”等文

化建设工作，同时，学校着力培养“职

业精神和职业技能兼备”的职业人，打

造学校的文化品牌，以最终达到“文化

立人、品质立校”的目标。

绍兴黄酒是中国黄酒的典型代表，

绍兴中等专业学校更是绍兴市很早开设

黄酒专业的院校，学校以深厚的产业背

景为依托，以旺盛的订单人才需求为导

向、以校企合作共赢为目标，采用学校

管理型模式，整合校企资源建立黄酒业

人才孵化园，通过两年的不懈努力，将

黄酒业人才孵化园建设成为满足不同层

次、不同岗位、不同企业需求的，孵化

条件优良、孵化效果良好的绍兴市黄酒

业人才培训基地和人才储备库。学校以

孵化园为平台，通过上挂高职院校、外

联黄酒生产企业和科研机构，实现黄酒

业人才培养的提质，助推绍兴黄酒产业

发展。孵化园采用“学校主导、行业指

导、企业参与、高校协作”的运行模

式，建立科学的工作机制，学校进行统

筹规划、组织协调和资金投入，绍兴黄

酒行业协会对孵化园平台建设和项目开

发提供资源、咨询服务，黄酒企业提供

技术、人才支持，高校进行科研协作、

师资共享。

【服务社会篇】
创新社会培训品牌
加大经济贡献力度

绍兴中等专业学校坚持把
承担社会责任作为最大效益 ，
优化办学资源， 立足区域经济
发展， 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服
务社会。

示范校建设以来，绍兴中等专业学

校充分发挥校内设备和师资优势，为社

会、为企业开展各类培训累计达6000人

次以上，内容涉及新型工艺、材料检测、

传统工种、专业软件等各个方面，取得

了良好的社会效应。此外，学校还积极

承担市内职业技能鉴定考评任务，学校

众望教育培训中心成为绍兴市仅有的染

色技师培训和考评基地。学校不仅实施

企业技术服务计划，为纺织印染企业免

费提供纺织品成分分析、织物物理性能

检测、色牢度检测等服务200余次，而且

为绍兴市曹娥江引水工程、绍兴市五水

共治项目等政府项目提供测量技术支持。

学校先后与重庆市、云南省、贵州省等

地的中职学校结成帮扶对子，通过接收

当地教师来校跟岗培训、选派骨干教师

送教、联合办班等形式，加强对西部地

区的教育支持。学校承办全国中小学校

园文化建设论坛、浙江省首届“阳光中

职生”评选及决赛活动、浙江省第三批

示范学校评审会等大型活动30余次，接

待英国巴恩斯利学院、比利时卢威中学

等国内外教育考察团和兄弟学校来校学

习交流达100余批次。

两年的示范校建设， 为学校快速发
展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遇， 使学校不断
推进教育教学改革， 创新办学体制机制，
走出了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中职创新发
展之路。 立项以来， 学生在全国技能大
赛中荣获11金8银2铜， 连续三年摘取全
国技能大赛建筑工程测量或工程算量项
之冠， 在全国首届职业学校创新创效创
业大赛上荣获一等奖， 高考学子升学率
达95%以上， 2015年更是摘得建筑 、 化
工专业两项省级高考桂冠。 教师各类教
育教学成果获得国家奖项27项， 省级奖
项205项， 培养了省市级名师32人。 学校
被评为省级文明单位、 全国学校共青团
重点工作创新试点单位、 绍兴市校园文
化建设试点单位、 绍兴市教育科研工作
先进集体、 连续两年获得市直学校先进
集体称号。

承载着昔日的辉煌， 学校又扬起新
的风帆起航。 我们坚信， 对于绍兴中等
专业学校而言， 改革的道路， 只是刚刚
开始。 精彩， 仍在继续……

（王丽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