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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篇：
理念引领建示范 创新改革提质量

百年机会真难遇，一线光阴更易流。
学院 2013 年 7 月被省教育部门、省财政部
门批准为省级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重点培
育单位。在示范建设之初，学院就立足长
远，着眼未来，以锐意进取的改革精神，
站在职业教育发展的制高点，坚持“管理
为先，重在过程，重在提高”的理念，以
示范建设为契机，以服务发展为宗旨，调
整、优化专业结构，提高专业链与产业链
契合度；对接眉山产业发展，开门办学，
构建政行企校多方联动、双元主体合作育
人的办学体制；以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为突
破口，深化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
量，增强社会服务能力。

三年的建设与发展，学院不断改革与
创新，在教师管理上建立“三单三挂，抱
团进步”制度建设，促进个人与团队同步
提升；专业建设推进“多方协同，三双三
段，能力递进”培养模式，专业结合实际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对接企业岗位需求，
融合职业标准和规范，结合学院专业实
际，不断优化了人才培养方案，重构建课
程体系；课程建设与改革实施“岗位化、
模块化、项目化、行动化”的四化模式；
聚焦课堂，强力推进“一师两课”行动，
强调学生主体作用，推进做中学，教学做
合一；推进信息化教学改革，充分发挥现
代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有效应用，提高课
堂效率，探索线上线下的混和式教学；突
出能力，产教融合，扎实推进实践教学，
训、练、赛有机结合。

三年的建设与发展，现代职教理念入
脑入心，GBS、PBL 等行动导向的教学方法
得到推广和应用；队伍能力活力迸发，能
力素质显著提升；人才培养模式得到创
新，小学教育专业的“双线贯通、四双培
养”、现代农业技术专业的“院社协同、四
接四融”培养特色明显，财务管理专业的
课程建设、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的学徒制
培养成为亮点，人才培养质量稳步提高。

立校篇：
多措并举建团队 内涵建设添活力

瑞莲花作科名草，木假山开文笔峰。
学院坐落在三苏故里腹地，深厚的文化渊
源和办学精神，为学院打造一流的专家型
师资队伍奠定了坚实基础。在示范建设
中，学院多措并举、内外结合，着力打造
出一批“双师”型专家团队，使教师素
质、学历结构、职称结构、专兼结构的比
例得到全面优化。就是这支优秀团队，为
学院的发展和人才培养作出了突出贡献。

小学教育专业三年间选派 75 人次参加
全国各级各类学习，选派 9 名教师到小学
挂职锻炼，聘请 25 名小学教师组成专业专
家委员会，形成了一支优秀教学团队，其
中高级职称教师 18 人，博士硕士 30 人。专
业教师富有激情、生动形象、严谨务实的
执教风格受到了人们的赞誉；专业教师参
加信息化教学设计大赛，荣获四川省一等
奖、二等奖，两个团队代表四川省参加全
国大赛，荣获全国三等奖。

更为值得骄傲的是现代农业技术专业
教学团队，长期立足三农、服务三农，成
功打造出“不知火”柑桔、秀芳葡萄、盘
鳌蜜柚等品牌产品，专业教师选育出水稻
新品种和水果新品种，推广面积上百万
亩，助力“东坡味道”食品产业发展，为
当地三农作出了极大贡献。专业带头人先
后受邀德国、荷兰、泰国、老挝、印尼、
马来西来、以色列等国家开展交流和讲
学，使学院的声誉走出国门，走向了世界。

财务管理专业和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
的老师们带领学生驰骋于赛场屡建奇功，
专业教师团队参加信息化教学设计大赛获
四川省信息化教学设计大赛二等奖，代表
四川省参加全国大赛获三等奖；三年打造
出“纳税实务”“财务管理实务”两门省级
精品资源共享课。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教
师团队参加四川省信息化教学大赛，“机械
制图之全剖视图”获四川省信息化教学大
赛三等奖。

示范建设期间学院教师公开出版编写
教材 25 本，学生参加校外技能大赛获得 40
个奖项，其中中华茶艺技能大赛获得全国
一等奖，传统功夫茶艺技能和电子商务技
能获得川渝片区一等奖，学生荣获“百年
世博中国茶文化周推广大使”称号，“无人
机直销、维修和行业应用”与“大堡小鹌
鹑‘公益扶贫’富硒蛋”两个创业项目获
全国二等奖，健身操舞获得全国院校组规
定动作特等奖，青年组一等奖。

创新篇：
内外结合搭平台 合作育人促发展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如何
创新职业教育？眉山职业技术学院给出的
答案是：以示范建设为引领，坚持立德树
人思想不动摇，努力实现“实践教学有条
件、社会服务有技术、人才培养有基地、
创新发展有实力、高校水平有跨越”办学
目标。

近年来，学院先后投入 1829 万元，新
建、改建了高标准的智能温室、工程训练
中心、烘焙实训室、组织培养室、网络化
微格实训室、电子钢琴实训室、财务综合
实训室、数字媒体工作室等 64 个校内实验
实训基地建设，使各重点建设专业的实验
实训条件得到了全面提升，投入 1406 万元
建设信息化管理与教学设备设施及平台。
建设过程中围绕专业核心技能，以职业规
范和职业标准为参考，努力做到标准化、
规范化和现代化，确保各实验实训室建设
的先进性和实用性。

为实现整体创新，学院坚持“校企合
作，产教融合”育人理念，走“大职业教育”
的发展之路，对接眉山产业发展规划，行
企 融 入 ，多 方 参 与 ，牵 头 组 建 了“ 东 坡 味
道”食品产业学院和眉山市职教集团，精
准对接眉山“东坡味道”千亿产业，以集团
化办学思想指导建设发展，推进校企合作
和产教融合，实现院校协同、合作育人。目
前，全院签订合作协议的合作单位已达 200
余家，实现了“集团+企业+基地+学院”四维
一体，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小学教育专业联合区域内 23 所小学成
立起师范类专业建设共同体，开展“双校
共育、双班互动、双师共导、双课共教”

的四双实践教学模式特色鲜明，效果明
显；财务管理专业依托专业共同体，课程
建设成绩突出，课证融通人才培养成绩突
出；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依托共同体成员
单位开展现代学徒培养试点，走出了一条
校企创新之路；现代农业技术专业联合农
业生产型和经营型企业、农村专业合作
社、农业主管部门、农村专业户成立的

“农业产教联盟”已突显在人才培养和社会
服务方面的作用，行走在眉山市广大乡
村，“科技助农、服务为农、发展立农”，
已成为赞誉眉山职业技术学院的口头禅，
当地百姓口口相传。专业建设“双主体育
人、双体系教学、双队伍教学”得到全面
推进。

辐射篇：
中高衔接做引领 专业建设显成效

学院积极探索中高职衔接贯通培养模
式，理清中职教育与高职教育的培养定
位、培养体系和培养标准，探索中职与高
职贯通培养教育的路径。学院作为职教集
团牵头单位，与仁寿二职中等多所中职学
校，签订了中高职衔接培养合作书，充分
发挥学院的人才优势，开展多维度的院校
合作。与眉山职教学会开展深度合作，定
期组织中高职衔接研讨会、示范教学、职
业技能大赛，探讨各专业中高职人才培养
定位、培养规格、课程体系、教学方法、
技能训练等教育教学前沿问题。积极开展
中职教师教学能力培训，承办中职学前教
育专业技能大赛，联合开展省级课题研
究。专业教师担任了眉山市中职学前教育
专业专委会和中职计算机专委负责人，负
责指导中职学校的学前教育专业和计算机
专业的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教学实施、
技能大赛等特色的形成，全面促进了全市
中职学校的内涵发展。

东坡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学院
地处三苏故里，以传承东坡文化为己任，
主动作为。联合三苏文化研究院共建东坡
文化研究中心，资源共享共用，研究人员
合作共融。研究三苏教育思想，编写东坡
文化教材，开设东坡文化名家讲堂，组建
苏小妹健身操舞和茶艺表演队伍。苏小妹
健身操舞成为品牌，苏小妹茶艺表演队遴
选为米兰世博会茶艺大使，接受邀请到荷
兰和美国表演茶艺，成为一张亮丽的名
片，弘扬东坡文化。

三年间，学院各专业积极探索人才培
养模式，优化课程体系，加强课程建设，
推进教学改革，加强校企合作，产教融
合；突出实践教学，强调知行合一，专业
建设取得可喜成绩。学院畜牧兽医、学前
教育成为四川省首批建设的重点专业；机
电一体化技术和畜牧兽医成为四川省首批
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旅游酒店类专业践
行“校企合作、课证融通、淡进旺出”人
才培养模式；汽车维修与检测专业，构建
了基于工作过程系统化的特色课程体系
⋯⋯总之，通过示范带动，各专业形成了
各具特色的建设之路，人才培养质量不断
提升，据麦可思数据有限公司独立调研，
学院 2015 届毕业生对母校的教学满意度比
全国高职院校平均水平高 3 个百分点，就
业与专业相关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2 个百

分点。
省内 20 余所职业院校到校交流座谈，

共同探讨专业建设、人才培养和中高职有
效衔接等发展问题，还有乐山、资阳、甘
孜等省市 （州） 教育部门、中职学校、普
通高中、小学、幼儿园、企业、公司等几
百家单位主动与学院建立起长期合作关
系，示范辐射，引领带动效应突显。

服务篇：
立足产业育人才 服务地方出成就

三年间，眉山职业技术学院在示范校
建设中用行动来诠释，用成绩来证明，在
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方面成果显著。

服务，用数据说话：长期以来，学院
紧跟时代的发展步伐，推动着学院不断发
展向前。近年来，学院立足眉山，对接产
业发展和转型升级需求，仅在示范建设期
间就培养文化教育类人才 4012 人，建筑工
程及机械制造技术人才 885 人，现代服务
类人才 929 人，现代农业技术类人才 536
人。据麦可思调查显示：有 40%的毕业生
留在了眉山及周边市区，成为了经济和社
会发展的建设人才；有 10%的毕业生主动
请缨到老少边穷地区支援民族地区建设；
还有一大批的优秀人才遍布全国各地。他
们和数以十万计的优秀毕业生一道，为眉
山市和我国的教育文化、现代农业、服务
领域、建筑工程和机械制造提供了有力的
人才支撑。

服务，用结果说话：科技是第一生产
力。近年来学院科技成果屡创新高。专业
教师主研的“眉红脐橙”水果新品种获眉
山市科技进步一等奖；专业教师主研的水
稻新品种宜香优 800 获眉山市科技进步一
等奖，水稻新品种冈优 169 获眉山市科技
进步二等奖，推广面积上百万亩，转化为
现实生产力。在技术推广方面，在水果种
植、粮油作物种植、蔬菜种植等行业的技
术推广尤为突出。以专业带头人为首的专
业教学团队，坚持多年为丹棱县提供技术
服务和产业发展指导，使“不知火”成为
了著名品牌，果品效益实现了翻番。学院
指导眉山市秀芳葡萄合作社，传授高效技
术和产业发展，创立了秀芳葡萄品牌，实
现年销售收入 2000 余万元；指导盘鳌乡柚
子产业发展，农户广泛增产增收，受到当
地百姓的交口称赞。

服务，用实效说话：精准扶贫成效显
著。近年来，学院对口帮扶眉山市富牛镇
曾庙村、峨边彝族自治县红花乡太坪村和
甘洛彝族自治县。学院坚持观念扶贫与资
金扶贫相结合、产业扶贫与资金扶贫相结
合、捐资捐物与以购代捐相结合，建立党
总支、党员和领导干部定点“一帮一”的
精准帮扶体系。学院还先后资助贫困村改
善办公条件、村卫生站建设、村级道路硬
化建设，资助产业发展资金 10 万元，资助
教师培训资金 3 万元，捐赠折合价值 14 万
元的办公和教育教学设备设施，为 136 户
贫困家庭发放慰问金 6 万元，在学院与百
姓之间架起了一座连心桥；教育扶贫彝
区，助力小学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成特色。

三年间，学院教师主动服务地方产业
发展，开展各种类型的培训与技术服务共
计 25430 人次。精准服务农业企业和农业
园区，提供技术支撑，为岷江现代农业产
业园区水稻、蔬菜生产提供技术服务，为
四川培培生态农业和凉山州中泽新技术开
发公司开展技术研发⋯⋯

墨池烟润花间露，茗鼎香浮竹外云。
总结眉山职业技术学院示范校建设的发展
经验，有人说，学院走的是一条根植校情
的建设发展之路，改革创新，集聚动能，
推进发展；也有人说，学院走的是一条对
接眉山发展需求，专业链与产业链无缝对
接，高度契合的发展之路。但不论怎么
说，眉山职业技术学院在示范校建设中的
成功经验和做法，对眉山、对四川、对全
国职业教育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引领和示
范作用。 （刘 胜 赵娟丽）

传千载诗书城文化 建百年常青藤学校
——眉山职业技术学院创建四川省示范高职院校纪实

谁吹孤鹤南飞笛，人唱大江东去词。地处成都平
原经济圈西南隅的眉山，是北宋大文学家苏洵、苏
轼、苏辙的故里，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文化底蕴深
厚，素有“千载诗书城”的美誉。眉山职业技术学院
就坐落在这风景秀丽、历史浑厚、人杰地灵的“三苏
故里”。

蜿蜒回归山有情，平铺十里江无声。眉山职业技
术学院是一所历史悠久的普通高等学校，前身是创建
于1927年的眉山国民师范学校和创建于1958年的
四川省乐山专区农业学校。两所学校都为原省部级重
点中专学校，2002年，经省政府部门批准，报国家
教育部门备案，两校合并组建了眉山职业技术学院。
至此，一所现代化的高等职业院校在三苏故里应运而
生，成为了莘莘学子笃学精业的育人摇篮。

2010年学院整体迁入了依山傍水的岷东新校
区，2013年学院启动四川省示范性高职院校创建工
作，开启了学院快速发展的历史新篇章。目前，学院
占地面积500余亩，校舍建筑面积12余万平方米，
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4200余万元，建成340个校
内校外实习实训基地，图书馆藏纸质图书40余万
册。学院现有在岗教职工459人，具有博士、硕士
学位的126人，双师素质教师237人，有省级优秀
教学团队1个。现有师范教育系、农业技术系、商贸
旅游系、工程技术系、文化艺术系、中等职业教育
部、继续教育培训部等7个教学科研单位，招生专业
24个，全日制在校生7000余人。近三年来，毕业
生全部就业，专业对口就业率达到95%以上。

挖掘眉山职业技术学院的办学经验，就从示范建
设的这三年开始——

师生在师生在““田间教室田间教室””上课上课

小教专业实习生和小学生在一起小教专业实习生和小学生在一起

师生诵读中华经典师生诵读中华经典

苏小妹茶艺队表演茶艺苏小妹茶艺队表演茶艺

东坡味道食品产业学院第一次理事会东坡味道食品产业学院第一次理事会 学院运动会团体操表演学院运动会团体操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