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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来，福州黎明职业技术学院
与五洲佳豪集团的校企深度合作不仅

“两情相悦”，而且实现了“多方受
益”的良好效果，可谓学生、企业、
教师、学院四方共赢。

一是学生赢。由于校企深度合
作，实践课程比重加大，且有一批大
厨名师指导，学生真正能够学到真本
领，在各级烹饪大赛上屡获大奖，被
众多高档酒店争相录用。比如，烹饪
系 2010 级学生薛伟强获得 2012 年全
国高职院校技能大赛金牌，是全省高
职院校烹饪专业首枚金牌。

二是企业赢。五洲佳豪酒店办在
校内，其企业文化对学生的影响与日
俱增，使学生对五洲佳豪集团文化产
生认同感。五洲佳豪集团可以优先选
择和挖掘优秀毕业生作为储备人才，
节约人力资源成本，且有助于研发新
菜品。比如，该集团先后接收留用薛
伟强、胡丽强、廖伟伟、曾庆烈等优
秀毕业生，他们在各个岗位上工作很
出色。

三是教师赢。校企深度合作以
来，福州黎明职业技术学院烹饪系专
业教师有机会参与企业项目研发，专
业技能大幅提高，且在论文、专利、

科研项目申报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
绩。比如，在福建省第六届“绿进
杯”烹饪技能大赛中，冯飞老师获得
热菜项目之冠，荣获“省技术能手”
称号，并晋级中式烹调师高级技师，
其热菜作品“白炒龙虾”被评为福建
名菜；陈超老师获雕刻项目之冠⋯⋯

四是学校赢。教师通过企业项目
得到实践经验，既提高了自身科研能
力和专业技能，又利用真实的项目作
为教学案例，有效提升了课堂教学效
果，整体带动了学院教育教学质量的
提升。烹饪系毕业生专业技能水平较
好，被众多酒店争相录用，达到全部
就业，带动了学院招生工作，助推了
学院的美誉度与知名度。

学生、企业、教师、学院四方共
赢，再次验证了福州黎明学院打造的
教书育人“黎明模式”的科学性。

所谓的“黎明模式”，即一手抓
“爱的教育”，引导学生爱学习、爱劳

动、爱集体，培育高职学生的职业精
神，营造爱的校园文化；一手抓实践
教学，加大实训、实习的比重，把教
室搬到车间，将课堂教学放在实训基
地，让学生与企业员工紧密接触，在
接受技能培养的同时，感受企业文化
的熏陶，培养对企业文化的认同感。

在“黎明模式”的指导下，福州
黎明职业技术学院积极开展校企深度
合作，切实加强实践教学，培养学生
的动手能力，让学生掌握技术技能，
提 高 解 决 问 题 的 能 力 。（有 关 该 校

“爱的教育”，可参见教育专业媒体
2015 年 6 月 24 日第 12 版刊发的 《毕业
生人气爆棚的解答——福州黎明职业
技术学院“爱的教育”带给学生精彩
人生》 一文。）

第一，“50%”“2+1”的实践保
证。在课程安排上，福州黎明职业技
术学院实践教学课程比例达 50%以
上，烹饪工艺与营养专业甚至达到
70%。在培养模式上，学院实行“2+
1”人才培养模式改革，2 年在校内专

业理论学习、实验、实训，1 年到校
外实训基地实训、实习，强化实践教
学，推进工学结合，校企合作共同培
养与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职业道
德、工匠精神，促进学院人才培养与
企业实际需求的对接。

第二，“走出去、请进来”的深
度探索。在工学结合上，学院提出一
个专业对接一个企业，每个专业走出
去到对接企业中聘请 3 位具有实践经
验的技术人员到学校兼职任课，同
时，派出青年教师到企业挂职锻炼，
既提升了老师实践教学能力，也提高
了双师型教师的比例。专业与企业的
对接，推进了校企深度合作。目前，
全校对接 50 多家企业正朝着深度合作
方向发展，校企深度合作也推进了专
业建设。

第三，“以证代考、以赛代考”
的有效激励。在考试评价上，学院出
台“以证代考、以赛代考、以实际绩
效代考的管理办法”，激励学生除了
学历证书外，还要考取职业资格证
书，还要参加职业技能竞赛，力争大
赛获奖。学院明确这是实践教学质量
的检验标准。与此相适应，推进考试
评价改革：改革考试内容，确立能力
导向；改革考试方法，凸显高职特
点；改革成绩评定，注重过程评价，
推进了课程考试评价与职业资格鉴
定、职业技能竞赛接轨。

福州黎明职业技术学院董事长王
苏华女士表示，学院近年来紧紧围绕
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凝练并践行
教书育人“黎明模式”：一手抓“爱
的教育”，启迪与塑造学生的人格，
旨在引导学生“做人”；一手抓实践
教学，培养与提高学生能力，旨在教
会学生“做事”。“黎明模式”与学院
秉承的“明德至善、博学多能”校
训、倡导的“创业办学、光而不耀、
校企相长、服务海西”理念十分吻
合，有力地推动了学院培养具有专业
技能与工匠精神的高素质人才。

一个“多方受益”的校企深度合作范本
——福州黎明职业技术学院与福建五洲佳豪酒店管理集团合作办学的启示

福州黎明职业技术学院，是一所全日制民办普通高等学校，拥有福屿和地球村两个校区，2004年起面
向省内外招生，2008年通过国家人才培养工作评估。学校由“全国乡镇企业十大百强”“福建省标兵企
业”——福建省黎明企业集团公司投资兴办。

福建五洲佳豪酒店管理集团（以下简称五洲佳豪集团），是福建省著名的餐饮集团之一，目前下辖酒店
（大型餐饮酒楼）有石狮五洲大酒店，五洲佳豪（石狮豪富华）店、（石狮万佳）店、（晋江金玛）店、（安
溪永隆）店、（福州黎明）店，以及长荣餐饮管理公司（中式快餐连锁）、富邦商贸公司、投资管理公司、
酒店顾问咨询公司等，并拥有国家级别（中国烹饪协会）中式菜肴研发推广示范基地、省技能大师工作室。

一座位于福州的高等院校，一个总部位于石狮的酒店集团，她们之间有何关联和故事呢？在市场机制
作用下，校企双方经过反复的选择与淘汰，她们最终“牵手”成功，且彼此日益欣赏、倾慕、交心。正是
通过“烹饪”这座“鹊桥”，她们开始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深度校企合作，真正实现了校企双方
“互通有无，合作共赢”，并给高等职业教育提供了一个“两情相悦”“多方受益”的校企深度合作范本。

最近，福州黎明职业技术学院烹
饪系 2014 级学生高旺着实激动了一阵
子。不久前，他获得了五洲佳豪集团
的年度大奖——“冉冉星星奖”！该集
团各岗位共数百名员工都可参评，但
荣获这个荣誉的仅有 6 人！更何况，
他还只是五洲佳豪 （石狮万佳） 店的
一名实习员工！

在颁发这个荣誉给高旺之前，五
洲佳豪集团厨政总监谢佳丽特意来到
五洲佳豪 （石狮万佳） 店进行“明察
暗访”，听取厨房各个岗位人员对高旺
的评价。“像高旺这样善良朴实、勤奋
踏实、任劳任怨的年轻人，真的很难
找，也十分难得。”谢佳丽听到了这样
的高度评价。

类似的品质，在福州黎明职业技
术学院学生身上并不鲜见，甚至已成
为用人单位评价“模板”。

薛伟强，福州黎明职业技术学院
2014 届毕业生，曾获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一等奖，在五洲佳豪 （福州黎
明） 店实习期间就担任粤菜组副荷
王，毕业时升任粤菜炒锅，现任闽菜
炒锅兼厨房资产管理员。另外，他还
是福州黎明职业技术学院兼职教师，

给学弟们上烹饪实践课。
“薛伟强先后获得了很多荣誉，但

做人低调谦和，菜肴出品质量很稳
定，分配给他的菜肴研发任务，他都
会从头做起，不折不扣完成。”五洲佳
豪集团厨政总监谢佳丽说。

“福州黎明职业技术学院‘爱的教
育’非常好，学生非常好，我们非常
满意。”五洲佳豪集团总裁蔡健康用

“三个非常”表示对福州黎明职业技术
学院学生的认可。

正是毕业生拥有“厚德强能、精
益求精、追求卓越”的良好口碑，福
州黎明职业技术学院近年来招生工作
逆势而上，毕业生就业率稳定在 98%
以上。对于烹饪系学生而言，未毕业
就被知名酒店优先抢聘已成新常态，
历年均达到全部就业。

与 优 质 就 业 一 同 构 成 “ 黎 明 现
象”的是，该校烹饪系学生在烹饪技
能竞赛中频频摘金夺银！

据统计，该校烹饪系学生在省级
及以上烹饪技能竞赛中获奖超百项，
其中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获得 2
金 4 银 6 铜的好成绩！对于民办高职院
校而言，这是非常难得的！由此，也

引发了人们对“黎明现象”的格外关
注！

“黎明现象”带来了一系列的“黎
明效应”。在第十一届中国教育家大会
上，福州黎明职业技术学院被授予
2014 年中国教育创新示范单位。学院
开展践行的“爱的教育”，其成果获得
全国民办高校党建思政优秀成果二等
奖、福建省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优秀成
果二等奖、福建省高职教育教学成果
二等奖，被列入首批福建省创新大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示范项目。学院还荣
获“福建省文明学校”。

此外，福州黎明职业技术学院还
有国家级别科研课题 1 项、省科研课
题 23 项，省教改项目 2 项；有省示范
专业 3 个，省精品课程 4 门，省生产
性实训基地 1 个，省财政支持的实训
基地 1 个。学院有 6 位教师教科研成
果获国家奖，其中 2 位教师科研论文
获 一 等 奖 ； 获 省 教 育 教 学 成 果 奖 2
项，其中特等奖 1 项，二等奖 1 项；5
道热菜作品获省金奖并被授予“福建
名菜”。

“黎明现象”因何产生？人们愈发
好奇。

早在 2008 年，福州黎明职业技术
学院便开始倡导践行“爱的教育”，在
培养学生“德”方面找准了前行方
向。那么，在“技”方面如何突破呢？

经反复调研与研究，福州黎明职
业技术学院决定以烹饪系为试点，引
入知名酒店入校，探索一条适合本校
校情的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路子。

为何选择引入五洲佳豪酒店？这
得说说“菠菜面”的故事。2005 年，
时任五洲大酒店厨师长吴志强，为了
研发一道新菜“鲍汁菠菜面”，从市场
的十余种面条中“试”出了一款口
感、品相皆佳的“鲍汁菇霖菠菜面”，
一经推出深受顾客欢迎。后来该主食
的面条一度销售到让全福建省所有供
应商脱销，由于临近春节，福建总经
销赶紧联系生产的厂家，最后，厂家
紧急空运了几十箱面条到福建，赠予
石狮五洲⋯⋯

五洲佳豪集团的中国名菜“灵芝
豆腐”，研发故事也在业内传开。当初
时，任餐饮总监的蔡健康先生、厨师
长吴志强先生听闻云南易门县的野生
菌菌菇味道特别鲜美，便专程赶到云
南昆明，再乘坐 5 个小时的山路车辗

转到易门县乡下山村寻觅，终于寻找
到这种野生菌及其做法⋯⋯

“一碗‘鲍汁菠菜面’，卖到福建
市场上面条脱销，其受欢迎程度可想
而知；一道‘灵芝豆腐’，大厨们可以
不远千里去寻觅，其精益求精的品质
十分难得。”福州黎明职业技术学院董
事长王苏华女士说。

五洲佳豪集团总裁蔡健康在餐饮
经营中有一句名言：“当品质与利润相
矛盾时，利润要让位于品质。”这种把
菜肴品质摆在首要位置的理念与做
法，也让王苏华女士称赞。

基于这些细节故事，再加上五洲
佳豪酒店在闽南地区享有“餐饮航
母”盛誉，福建省黎明企业集团公司
和福州黎明职业技术学院将五洲佳豪
集团作为引企入校的“不二人选”。

“你有情，我有意”，彼此才能结
缘。那么，五洲佳豪集团是否有愿向
呢？

应该说，福州黎明职业技术学院
有较雄厚的实力，奠定了校企合作的
基础。该校烹饪系设有烹饪工艺与营
养专业，下设“中西餐”和“中西
点”两个方向，且具有酒店模拟实训

场所功能的中餐烹饪实训室、中西面
点实训室、西餐实训室、餐厅服务实
训室以及多间教师演示室。该校烹饪
工艺与营养专业是福建省高职教育示
范专业，烹饪工艺与营养专业实训基
地是福建省高职教育生产性实训基
地。

与此同时，福州黎明职业技术学
院将主校区从福屿校区搬迁至地球村
校区，而位于福州繁华市区的福屿校
区只保留烹饪系，空出来的办学场地
客观上为引企入校腾出了空间。

更令五洲佳豪集团心动的是，福
州黎明职业技术学院践行的“爱的教
育”，让师生拥有大爱的情怀和品质。

“爱的教育”，再次给福州黎明职业技
术学院加分不少。

2011 年，福州黎明职业技术学院
与五洲佳豪集团签订协议，共同决定
在福屿校区建盖五洲佳豪酒店 （福州
黎明店）。该酒店既是五洲佳豪集团
旗下的正规餐饮酒店，面向社会营
业，又是福州黎明职业技术学院烹饪
实训基地，接收烹饪专业学生实践与
实习。

由此，校企深度合作拉开了帷幕。

校企双方如何真正地实现校企深
度合作、工学紧密结合？福州黎明职
业技术学院与五洲佳豪集团共同作了
一系列顶层设计，夯实了校企深度合
作基础。其中，行之有效的一条是，
双方互派高层兼任相应岗位职务，即
福州黎明职业技术学院董事长王苏华
兼任集团副总裁、五洲佳豪集团总裁
蔡健康兼任学院副院长。

双方互派高层兼任相应岗位职务
后，许多合作难题便迎刃而解。

2012 年，福州黎明职业技术学院
与五洲佳豪集团共同制定了烹饪专
业建设发展规划，建立了由五洲佳
豪酒店为主导的专业建设委员会，主
要负责人和成员是五洲佳豪集团总裁
蔡健康，福建餐饮名厨吴志强、谢佳
丽、刘建洪以及学院烹饪系教师冯飞
等。

福州黎明职业技术学院董事长王
苏华介绍，学院依托五洲佳豪集团进
行了烹饪专业“双证融通”课程体系
重构，确立烹饪专业的核心课程，调
整专业课程与基础课程的比例，调整
增加实践操作课程的比例；聘请五洲
佳豪集团高管、大厨来校讲课和指
导，与教师一起研究行之有效的教学
方法；校企合作共编的烹饪实训教
材，将 100 道新菜品的制作工艺、营
养分析及故事新编等融进去，图文并
茂，既有美感，又具可操作性。

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福州黎明
职业技术学院以改革教师引进、培
养、评聘和考核制度为核心，注重提
高青年教师的德育工作能力、专业教
学能力、实训指导能力等综合能力；
改善教师队伍结构，聘用有实践经验

的行业专家、企业工程技术人员和社
会能工巧匠等担任兼职教师；落实教
师在职进修和企业实践制度。

王苏华介绍，学院聘任五洲佳豪
集团吴志强、谢佳丽、刘建洪等烹饪
大师作为烹饪系的客座教授。其中，
吴志强担任烹饪系专业技能课程的总
顾问，帮助指导学生及年轻教师提升
专业技能，指导设计各类大型的专
业技能竞赛；谢佳丽担任烹饪系食
品雕刻及盘饰的专业技能的指导工
作；刘建洪主要指导烹饪系年轻教师
及学生对现代厨房管理的新认识及理
论教学⋯⋯

“每一学年，学院都会选派几名
年轻教师进入五洲佳豪集团现场实
习，并且一个学年学习的时间都超过
两周，教师利用课余时间进入酒楼不
同的岗位进修，现场操作实践，提升
专业技能，让教师在课堂的教学不脱
离实际，与社会流行餐饮接轨。”王
苏华表示，教师通过进入厨房现场操
作实践进修后，在专业技能上得到了
很大的提升，对于教师在理论课堂上
讲的内容能够更加生动形象，更加吸
引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注意力。

近水楼台先得月。五洲佳豪集团
在福州黎明职业技术学院福屿校区开
办“校中店”后，学院充分发挥“店
中校”的优势，探索出适合烹饪专业
特点和区域经济特色的“优势分散，
特色集中”顶岗实习新模式，做好顶
岗实习的“关键点”建设：开展职业
教育和职业生涯规划大赛，使学生在
新生阶段就对本专业职场和职业预期
有客观和系统的认知；专业实训阶段
带领学生走进餐饮集团中的优质企

业，感受企业文化，与企业面对面的
交流，使他们了解本专业职业岗位的
技能和素质要求；覆盖了多门重点课
程中的“校中店”和“店中校”将真
实的职场引入到课程教学中来，使学
生逐步熟悉自己的职业岗位⋯⋯

“学院烹饪专业目前已有 13 门课
程开设在‘店中校’，其中 10 门课程
借助‘店中校’与企业建立了技术服
务和课题研发关系。实践证明，‘店
中校’已经成为培养校企合作优势师
生资源的有效途径和为优秀学生提供
高品质分散顶岗实习岗位的重要来
源。”王苏华说。

从 2012 年起，福州黎明职业技术
学院将烹饪系大三年级优秀学生分配
到五洲佳豪集团各酒店实习，酒店实
习指导教师采取“师带徒”的形式对
学生进行培训，学校实习指导教师全
程参与实习过程，负责学生管理和组
织实习教学活动。经过数月的集中顶
岗实习，学生往往已经具备“职业
人”素质，许多实习表现良好的学生
直接被五洲佳豪集团接收就业。

2016 年 5 月，五洲佳豪集团推行
一对一“师带徒”新模式；2016 年 7
月，五洲佳豪集团举行“师带徒”拜
师仪式。福州黎明职业技术学院烹饪
系 2014 级学生黄鑫发所拜的师傅，是
五洲佳豪 （石狮万佳） 店闽菜主管何
荣鑫。黄鑫发说：“拜师后，师傅的
责任心更强了，我的努力方向更加明
确了，感觉自己成长为大厨的目标可
以实现。”

此举标志着福州黎明职业技术学
院与五洲佳豪集团的校企深度合作进
入一个更高的层次。

黎明现象——
毕业生被争相录用 技能大赛频频获奖

黎明眼光——
精心挑选“餐饮航母” 引企入校办“校中店”

黎明实践——
校企深度合作 工学紧密结合

黎明模式——
一手抓“爱的教育” 一手抓实践教学

烹饪团队 拜师礼 在五洲佳豪（福州黎明）店，酒店师傅在指导学生练习刀功 专家点评

▲福州黎明职业技术学院董事长王苏华女士
探望烹饪实训学生

◀校内烹饪实训基地

学生技能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