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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实践·

凭什么让企业找上门留得下合得来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探索产教深度融合提升办学水平的实践

■本报记者 钟伟 通讯员 刘登明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2012级机械
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的柳伟等4
名高职本科学生， 暑期前就进入西门
子工业软件(上海)有限公司开始了为
期一年的实习， 成为西门子首次在职
业院校“相中” 的实习生； 施耐德电
气 （中国） 有限公司不久前将技术研
讨会“搬” 到无锡职院来开， 除了公
司的科研人员、 行业的专家学者外，
无锡职院控制技术学院的黄麟、 刘志
刚等教师也成为研讨会的“座上客”；
无锡职院近几年来陆续“牵手” 慕名
而来的思科、 博世、 西门子、 施耐德
电气等国际公司， 共建西门子数控技
术应用培训中心、 施耐德运动控制实
训室等平台……国际著名公司缘何青
睐这所高职院校？

“产教融合、 校企合作， 分别是
职业教育发展的生命线和‘牛鼻子’。
近几年来， 学院以校企合作育人、 协
同创新、 共担项目为嵌入点， 不断推
进产教深度融合， 提升了办学水平。”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院长龚方红一语中
的。

合作育人，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的是生产、
建设、 服务、 管理第一线的技术技能
人才。” 国家教学名师、 无锡职院副
院长顾京认为： “这种‘一线人才’
既要有较多的专业理论知识， 又要有
较强的实践动手能力， 还要有较高的
职业素养， 不是单靠学校教育就能培
养出来的， 必须依靠校企合作共同培
养。”

为破解教学与企业需求脱节难
题， 实现育人链与生产链无缝对接，
无锡职院不仅实施访问工程师制度，
把年轻专业教师轮流“赶” 到企业参
与工程实践， 还邀请行业企业专家参
与制订人才培养方案、 研讨学院发展
战略； 聘有300多名行业企业客座教
授和兼职教师， 既结合课程讲授最新
技术、 产品等， 又共同进行专业调
整、 课程开发、 教材编写。 目前， 该
校拥有3个国家级专业教学团队， 其
中就有多名兼职教师； 现有13门国
家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大部分是与企
业合作开发的。

同时， 无锡职院在200多家企业
建立校外实习基地， 为学生配备企业
导师传授技术， 要求学生的毕业设计
（论文） 必须来自企业实习过程， 在
进行答辩时严格把关， 学生的毕业设
计 （论文） 质量不断提高， 至今累计
获得江苏省普通高校本专科优秀毕业
设计 （论文） 奖71项。

在校外实习基地的基础上， 无锡
职院创建了90多个工学结合顶岗实
习基地， 采用分散式、 双进程模式安
排教学， 聘请企业技术骨干、 能工巧
匠承担部分专业核心课程的教学工
作， 并以工期定学期， 保证企业由学

生顶岗的职位不会出现空缺。 企业则
视学生为“雇员”， 安排生产、 工作
任务， 给予薪酬， 学生在企业导师的
指导下“摸爬滚打”， 提高职业能力
和职业素养。

无锡职院教务处处长奚小网介
绍： “学院还通过与国际公司共建多
元化平台， 由企业提供最新教材、 设
备， 校企共同开展认证课程教学、 用
户技能培训、 学生创新活动， 使不少
学生在毕业前就通过企业认证考试、
取得相关专业课程认证证书， 还在全
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全国信息技术
应用水平大赛、 全国大学生物联网设
计竞赛等赛事中荣获多枚金牌。”

协同创新，提升科技研发能力

“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赛项平台”
获2015年全国职业院校学生技术技
能创新成果交流赛优秀项目一等奖；

“新型材料成型加工技术” 团队成功
入选2015年度江苏高等学校优秀科
技创新团队； 今年以来， 10多家企
业纷至沓来， 洽谈科技开发等方面的
合作； 宿迁市苏州宿迁工业园不久前
与学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无锡职
院党委书记朱爱胜认为： “企业主动
找上门来， 是因为学院的科技实力有
了明显增强。”

近年来， 无锡职院加紧实施“人
才强校” 战略， 通过引进和培养高层
次人才、 选派优秀教师到欧美名企做

访问学者、 鼓励专业教师参与企业科
技开发等多种措施， 有效“拉长” 了
科研“短板”。 目前， 学院已有教授
近40人、 博士80多人， 成为科研中
坚力量。

无锡职院还投入巨资建成近
5000平方米的“智能工厂”。 这个工
厂基于物联网技术， 拥有大量国内外
先进仪器设备， 实现了设计数字化、
装备智能化、 生产自动化、 管理网络
化、 商务电子化的有效融合， 为各学
科、 专业教师从事科研、 教学、 服务
提供优越的条件。

凭着这些集成优势， 无锡职院与
企业真诚合作、 协同创新。 仅去年以
来， 校企双方就合作完成全自动盘带
机的设计与研制、 电梯平衡补偿链快
速成型装备及升级研究、 南汽轴承座
模具开发与成型工艺研制等科技项目
100多项， 其中“基于物联网技术的
光伏组件监测系统” 不久前获得江苏
省轻工业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 此
外， 该校近几年还申获柴油机燃油系
统循环喷油量电控式测试装置及测试
办法、 用于大型台车式燃气焚烧炉的
温度调节装置等专利480多项， 并成
功转让30多项。 仅2014年以来， 该
校申获专利就达204项， 其中89项实
现授权。

无锡职院科技产业处处长崔平坦
言： “高职院校不是科研机构， 与企
业协同创新的目的在于促进产教深度
融合， 让教师在服务企业的同时获取

新知识、 新技术反哺教学， 使人才培
养更契合企业转型发展需要。 双方各
尽所能、 互惠共赢， 既有利于科技成
果快速转化为生产力， 也有利于克服
校企合作‘剃头挑子一头热’。”

共担项目，提升服务社会能力

由无锡职院主持、 联合8所国家
示范性高职院校和16家知名企业建
成的国家级数控技术专业教学资源
库， 今年7月获中央财政专项奖励；
由无锡职院主持的国家级物联网应用
技术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项目， 联合
29家企事业单位、 16所高职院校，
正在建设用于物联网专业教学和企业
员工培训的13门课程、 8个资源子
库。 无锡职院机械技术学院院长、 享
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张铮表
示： “校企共担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
项目， 可以有效整合优质资源， 开发
形式多样的专业核心课程， 在教学课
堂与实训实习基地之间互动， 既突破
了课堂教学与实训现场、 企业现场脱
节的‘瓶颈’， 又让更多学生或学员
能够共享方便直观的教育现代化成
果。”

不仅在教育现代化建设方面共担
项目， 而且在科技研发、 成果推广应
用上共担项目， 无锡职院与相关企业
合作的“江苏省传感网工程技术研究
开发中心” “无锡市工业AGV技术
应用及推广公共服务平台” “江苏省

中小企业工业机器人产业公共技术服
务平台” 项目， 先后通过省、 市有关
部门验收或批准立项建设， 将为地方
产业转型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助推

“中国制造2025”。 更为可喜的是，
该校与济南铸造锻压机械研究所有限
公司、 扬州锻压集团有限公司等企业
联手承担制订的“锻压机械用组合式
气动干式摩擦离合制动器” “机械压
力机用凸轮控制器” 两项行业标准，
去年7月也由工信部发布。

此外， 无锡职院还和企业共同承
担工程项目， 仅控制技术学院近年来
就与江苏和亿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博众精工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合
作， 先后在天津、 丹东、 上海等地
10多家企业、 高校、 研究所完成设
备控制系统设计、 安装、 调试； 与施
耐德电气 （中国） 有限公司联合开发
的生产线智能物流系统和数字化管控
一整套解决方案， 在江苏恒立高压油
缸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改造、 宁波更大
集团生产流程数字化改造等企业工程
项目中成功应用。

无锡职院控制技术学院院长黄麟
认为： “企业与我们结成战略伙伴，
双方优势互补、 资源共享， 不仅共同
培养人才、 共同研发新品， 而且在合
作伙伴中标工程项目后， 我们也参与
专利技术研发， 双方共有知识产权，
并由教师带领学生负责部分工程项目
实施， 在产教深度融合中提高了服务
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业界脉动

创新案例

全国邮政特有职业技能竞赛举办

以赛强能力
深度参与深受其益
■本报记者 钟伟 通讯员 杨宁宁

撰写客户解决方案、 分析客户开发案
例、 情景模拟客户开发……来自全国邮政企
业营销岗位的129支代表队、 516名选手日
前会聚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切磋技能，
为期3天的第四届全国邮政特有职业技能竞
赛在这里举行。

像这样赛事规格高、 参与人员多、 影响
范围广的职业技能竞赛， 石家庄邮电职院已
先后承办过四次， 该校把承办企业技能竞赛
作为深化校企融合、 积极服务“人才强邮”
战略的重要切入点。 仅近三年， 除承办职业
技能竞赛外， 该校还成功举办了包括邮政
类、 速递物流类、 邮政金融类等涵盖邮政三
大业务板块的现场知识竞赛16次， 通过中
国邮政网络学院组织邮政金融资金安全、 邮
政速递物流揽投人员业务知识等网上大型考
试竞赛914个， 参赛人员达580余万人次，
有效支撑了邮政员工岗位练兵， 得到邮政企
业的肯定。

“每一次举办竞赛， 都为我们走进企业、
倾听企业、 融入企业提供了良好契机。” 这
是石家庄邮电职院教师参与大赛的共同感
受， 从组建题库到命制试题， 从制作竞赛工
件到搭建竞赛环境， 从竞赛技术支撑到竞赛
服务保障……竞赛的每一个重要环节和关键
流程， 教师不仅深度参与， 而且深受其益。
在规范化组织、 流程化管理和专业化支撑竞
赛的过程中， 教师们能够持续跟踪企业岗位
要求的新标准、 业务技术发展的新要求， 并
将其随时传递转化到高职教育教学实践中。

温州职院参展国际家具博览会

学生即徒弟
现代学徒传承传统
■通讯员 范怡瑜 姜瑜

“大师进校园、 学生进企业； 师傅即老
师、 学生即徒弟”，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家具
学院近年来推行现代学徒制的教育教学效
果， 日前在第36届中国 （上海） 国际家具博
览会上得到印证， 学徒与师傅的作品一同展
出， 观赏率不亚于参展的一线家具品牌， 受
到媒体与设计圈的格外关注。

温州家具学院以“现代学徒 传统手艺”
为主题参展， 展出学徒的雷曼构成作业与平
面构成作业。 该校家具1201班学生江笔清
的雷曼作业拓展———花架的设计， 对孔明锁
这一中国传统结构进行了重新演绎， 灵活的
结构使小小的雷曼结构作业变成实用性极强
的框式家具， 一下子唤醒了人们对传统文化
的“追逐”。 江笔清的师傅、 澳珀家具有限
公司董事长、 著名家具设计师朱小杰说：
“这不仅是对现代学徒教育模式的一种肯定，
也是对传统文化的拾起与传承。”

温州家具学院由温州职院与温州家具协
会、 温州澳珀家具有限公司共建， 是教育部
首批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 采用师傅带徒
弟、 精英小班化的形式进行教学。 通过现代
学徒制， 大师们把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带进
校园， 将专业知识和技能以及丰富的个人经
验传授给团队教师和学生， 通过产品设计项
目教学的专业实践， 达到文化技艺传承创新
和培养职业人的目标， 这样的教学模式深受
90后大学生的欢迎。

首届新疆节水农业高峰论坛举行

产学研结合
共同发展节水农业
■本报记者 蒋夫尔

首届新疆节水农业高峰论坛日前在新疆
农业职业技术学院举行。 论坛旨在聚合职业
院校和企业以及科研机构力量， 瞄准“一带
一路” 战略， 产学研结合， 共同发展节水农
业， 服务新疆农业现代化发展目标。

此次论坛由新疆天业节水灌溉股份有限
公司和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共同主办， 来
自农业节水方面的专家、 高校代表、 企业代
表等200多人与会。 论坛围绕新疆节水农业
发展前景、 国内外农业新技术新产品应用与
发展趋势、 产学研合作培养节水农业人才的
新途径等议题展开。

论坛期间，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与新
疆天业节水灌溉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成立天业
节水农业工程学院， 聘请中国工程院院士康
绍忠为学院名誉院长， 聘请20多位专家学
者为学院办学指导委员会成员， 专门为节水
农业培养高技能人才。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
院党委书记李玉鸿表示， 有了强大的办学指
导委员会做后盾， 学院在人才培养方案以及
课程设计上有了坚强保障， 将充分发挥农业
高职院校在技能人才培养方面的优势， 为新
疆培养用得上、 留得住、 干得好的节水农业
人才， 同时加大对农民培训力度， 努力培养
一批节水农业的带头人。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在教师指导下调试工业机器人。 （图片由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提供）

如何度过三年黄金时间，传递正能量，让青春不留白？ 扬州工业职院开学第一课———

校长“老孙”让学生“Hold”住梦想
■通讯员 徐华

“我收到的新生礼袋里竟然有一
双筷子， 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9月
16日， 江苏省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举办了2015级新生开学典礼， 典
礼上每个学生都收到了由老师亲自装
袋的一份学校特制的2015级新生见
面礼。 见面礼的物品让新生们眼前一
亮， 并引发新生的热议。

来自1506建筑工程班的学生王
颖说： “不是什么贵重礼品， 却值得
我们思考， 筷子要一样长， 并且要合
作才能使用， 学校是希望我们学生之
间能够相互尊重， 合作成长。”

在所有新生收到的印有扬州工业
职业技术学院徽标的白色信封中， 装
有不同的见面礼， 如笔、 创可贴、 橡
皮筋、 小镜子等。 尺子， 寓意是能做
一个正直的人； 橡皮是希望学生知
道， 其实每个人都会犯错， 要多多包
容； 镜子是希望他们常正衣冠、 表里
如一。 不同的见面礼都有其特殊的寓
意， 承载着学校领导和教师对新生们
的嘱托与厚望。

“反差萌”校长提问，如何
让青春不留白

“孙校长幽默的说话方式和他高
冷的外表真是‘反差萌’ 啊！” 1506
电气技术班的学生马苏云在接受采访
时说道， “在今天的开学典礼上， 从
孙校长的致辞中感受到了校长的幽默
与平易近人， 打破了以往校长在学生
心中‘冷冰冰’ 的形象， 我们学校以
生为本的理念在校园生活中能够随时
随地感受到。”

新生开学典礼上， 被学生称为
“萌萌哒” 的孙校长用接地气的语言
与新生们进行了一次亲密而深度的对
话。 “面对‘毁三观’ 的喧嚣， 请

‘Hold （坚持）’ 住底线； 面对‘冷
无缺’ 的现实， 请‘Hold’ 住梦想；
面对‘细软跑’ 的心态， 请‘Hold’
住责任。”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
长孙兴洋向新生提问： “同学们， 你
们已经告别了‘要学不死， 就往死里
学’ 的高中生活， 正式进入大学时
代。 如何度过三年的黄金时间， 传递

正能量， 让青春不留白？” 孙兴洋自
称“老孙”， 为新生上了大学第一课。

面对社会负能量， 要坚守
自己的底线

在网络时代人人都是自媒体的当
下， 孙兴洋倡导面对社会的浮躁， 学
生要‘Hold’ 住底线。

“按照社会公德、 公民道德的基
本要求来规范自己的言行， 学会关爱
生命、 自信豁达、 自警慎独。 在你们
未来的每个当下， 都要保持理性， 不
为眼前的困难停下奋斗的脚步； 都要
鼓足勇气， 不为任何挫折而放弃； 都
要懂得节制， 去控制欲望的上限、 坚
守道德的底线。 如果再有‘老人扶不
起’， 请我们不要做袖手旁观者； 如
果再有‘毁三观’， 我们不要是那

‘剧中人’； 如果再有‘不平事’， 我
们也不要是那‘键盘侠’。” 孙兴洋直
击社会上发生的热点事件， 将自己的
态度传递给新生。

孙兴洋勉励学生： “青春的你
们， 当以青春的名义行动。 扬在脸上

的自信、 长在心底的善良、 融进血液
的骨气、 刻进生命的坚强应成为

‘Hold’ 住梦想的四拼图。”

我们要争取选择的权利，
而不是被迫谋生

孙兴洋告诉新生， 从现实情况
看， 能够“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 的
几率很小， 但不能因现实的不如意而
变得“冷漠、 无理想、 缺信仰”。 孙
兴洋借台湾作家龙应台教育小孩的
话， 呼吁新生为争取选择的权利而脚
踏实地地学习： “无论未来的路有多
遥远、 多崎岖， 都请‘Hold’ 住自
己的梦想， 争取选择的权利， 选择有
意义、 有时间的工作。 当你的工作在
你心中有意义， 你就有成就感。 当你
的工作给你时间， 不剥夺你的生活，
你就有尊严。 有了成就感和尊严， 你
就有了快乐。”

孙兴洋用最贴近现下学生不良学
习状态的语言要求新生： “为了实现
梦想， 从现在起， 我们就要避免上课
时清醒没有发呆多、 发呆没有睡觉

多、 睡觉没有玩手机多， 学技术不肯
动手、 学理论不肯动脑的状态， 以自
己的聪明才智和不懈努力走出一条充
满希望的道路。”

趁年轻， 多尝试， 打造出
彩的自己

孙兴洋告诫新生用责任打破大学
的迷茫， “在压力山大面前， 我们不
能‘一瓶饮料一包烟， 捧着手机过一
天’。 更不能逃避责任， ‘收拾细软
赶紧跑’。 年轻就是资本， 但青春不
可浪费， 千万不能在犹豫、 观望和逃
避中度过， 请‘Hold’ 住自己的责
任。 我们的青春伤不起。”

“不仅追求职业， 也追求事业；
不仅关注今天， 也关注未来； 不仅注
重物质， 也注重精神； 不仅关心自
己， 也关心他人。 希望你们咬定目
标， 相信自己， 踏石留印、 抓铁有
痕， 在扬工院这片沃土上拼一个春夏
秋冬、 干一个风生水起、 赢一个无悔
人生！” 孙兴洋希望新生们能够发散
正能量， 做出彩的自己。

前沿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