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 教育展台

2017 年 3 月 21 日

电话：
010-82296888

星期二

82296879

又是莺飞草长时。
三月的中原大地桃红柳绿麦苗肥。走进位于郑州市
郑东新区龙子湖畔的河南职业技术学院，美丽的校园与
充满生机的教育教学改革和取得的骄人成就一样，令人
振奋与欣喜。
这所建校 60 余年的国家示范高职院校、河南高职
名校，在新一届领导班子的带领下，实施“教育教学质
量提升工程、学生人文素养培育工程、创新创业教育引
领工程”，培育高素质、高技能匠才，恰如老树新花，
枝繁叶茂，桃李成行。

春风雨露育匠才
——河南职业技术学院实施“三项工程”略记

“三个课堂”提升学生人文素养

河南省人社部门领导视察学院实训中心

“五措并举”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亲爱的老师！感谢您的教育和
培养！在河职，我不仅学到了知
识，而且掌握了技能，一毕业就能
找到这份非常满意的工作，感恩母
校。
”这是河南职业技术学院 2016 届
汽车工程系毕业生小王用手机给老
师发来的留言。
“教育教学质量是学校的生命
线。多年来，我们坚持“学生为本，
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通过实施
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工程，不断提升
办学水平，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河
南职业技术学院院长李桂贞说。
顶层设计，举措有力。学院经
反复调研论证，出台了 《教育教学
质量提升工程实施方案》，院长亲任
工程领导小组组长，从专业建设、
课程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实习实
训条件建设和人才培养质量改进机
制建设等五个方面确保工程的实施
和进展。
面向市场设专业。学院在组织
了“专业大调研”之后，明确了专
业设置的职业面向、就业岗位和培
养规格，掌握了市场对专业人才知
识、能力和素质的需求。按照凝练
品牌，强化特色，提高专业群影响
力和竞争力的思路，学院成立了机
电工程系、电气工程系、烹饪食品
系、旅游管理系、信息工程系、工
商管理系、环境艺术工程系和汽车工
程系等 10 个系 （院、校），开设了 53
个专业及专业方向，其中有 4 个国家
示范重点专业、4 个省级示范重点建
设专业。
为加强课堂建设，学院整合并
及时更新课程教学内容，加大自编
教材编写的支持力度，积极推进职
业技能标准深入融入教学内容。在
以智慧校园建设为平台，加强课程
建设的过程中，学院精品资源共享
课和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取得成
效，经常举办的“微课”教学比
赛、交流、展示，推进了现代信息
化教学手段在教学中的运用，受到
师生欢迎。
“德国职业教育法的学习，让我
深切地体会到，‘注重学习过程的教
学方式’是多么重要，通过形式多样
的教学组织，吸引同学们参与到教学
过程中，让传统以教师为主的灌输式
教学方式，转变为以学生为主的自主
式学习，让读书成为兴趣，让学习变
得快乐。”在听完了德国著名职教专
家托马斯·胡格的培训之后，机电
工程系享受国家特殊津贴专家、河
南省学术技术带头人胡世超教授在
日志中深有感触地写道。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从师德教
育入手。“作为教师，在对学生的教
学过程中，必须要规范自己的言行
举止，要以自己的‘言’为学生之
师，‘行’为学生之范。”学院党委
书记李四清在开展师资队伍建设专
项调研时对师德教育提出了高标准
要求。学院还制定了 《进一步加强
师德师风建设工作方案》，通过学习
查找师德方面存在的问题，挖掘身
边典型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
学院开展多形式、多维度的师资培
训活动，建立“双师型”教师培养
培训基地，开展国际合作交流，全
面提高业务水平。“十大教学名师”
和“专业带头人”的争创、评选，
多名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的专家
和能工巧匠来校上课，都成为提升
教学质量的加速器。一批名师也脱

颖而出：音乐学院雷红薇教授获河
南省高校教学名师奖，工商管理系
田嘉老师获全国“KAB 创业教育培
训师资格”，成为全省仅有的获此资
格的培训师。仅 2016 年，学院就派
出人员分两批前往韩国、美国、加
拿大进行学习考察、合作办学。多
所国外大学和一些国际合作交流团
体来学院进行访问和洽谈，并签署
合作协议。
为培养学生技能，实施好“讲
—演—练—评”四位一体的实践教
学模式，学院建立了机电实训中
心、汽车维修实训中心两个国家级
别实训基地及餐旅实训中心、环艺
实训中心、信息工程实训中心等 8 个
实训中心。180 多个各类实验实训室
营造出真实的职业工作氛围。同
时，学院与上海通用、北京法拉克
等近 300 家知名企业合作，建立了长
期稳定的校外实习基地。目前，校
内实践基地总工位数达 8000 多个，
校外实习基地覆盖所有专业学生。
学院与富士康集团、阿里巴巴、通
力电梯公司等的合作持续深入，与
上海大唐移动通信公司合作举办了
河南职业技术学院大唐移动通信学
院，与河南省电子商务协会、福建
商通电子商务公司等企事业单位共
同组建了河南电子商务职教集团。
与德国汉诺威中国中心合作开展德
国双元制人才培养试点。工学结
合、校企合作开通就业“直通车”。
宇通、中德物流等企业订单班相继
开班，为学生就业打开了通道。
在教育教学提升工程中，学院
以质量诊断为依据，建立人才培养
质量改进机制。同时健全监控体
系，引入第三方评价，完善反馈机
制，不断校正航向，使工程向着既
定目标顺利航行。
教学质量的提升带来人才质量
的提高。2016 年，应届毕业生在校
期 间 职 业 资 格 证 书 获 取 率 达 95% ，
其中高级证书获取率达 26%。在更
能反映学生动手能力的各类技术技
能大赛中，河南职业技术学院的学
子们更是摘金夺银。2016 年 3 月，全
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河南选拔赛中，
该院学生共获得 9 个项目的一等奖，
在 5 月的全国大赛中，学院又夺得 5
个一二三等奖。
花香蝶自来。人才质量的提高
又带来“入口旺，出口畅”的良性
局面。2016 年，河南职业技术学院
招 生 计 划 6600 人 ， 实 际 录 取 6588
人，报到率为 94%，为全省完成招
生计划的高职院校之首。而每年还
未到毕业季，四面八方的用人单位
就早早来到学校招聘毕业生。2016
届 毕 业 生 一 次 性 就 业 率 达 95% 以
上。在获得首批“全国毕业生就业
50 强 ” 之 后 ， 2016 年 ， 又 获 得 了
“河南高校口碑”专科院校组之冠。

2017 年 3 月 8 日晚，在学院里的
职工餐厅里，“院长晚餐会”再度举
行。这已成为院领导和管理部门负责
同志与学生进行交流沟通的新机制。
李桂贞院长与 14 名学生代表坐在
一张长桌上，边吃边聊。谈理想、拉
家常、聊困惑、提建议。
“没想到能和
院长一起吃晚餐。没想到院长这么关
心我们。
”参加晚餐的同学们惊喜地说。
“提升大学生的人文素养首先应
该从关爱学生开始。”李桂贞院长这
样说也这样做了。2016 年新学期，在
她的建议下，学院开通了网上“院长
信箱”，以方便倾听学生们心声，及
时了解和解决他们在学习和生活中存
在的问题和困难。信箱开通近一年
来，共收到 400 多个学生提出的问题
和建议。院长指示相关部门迅速解决
落实并及时予以回复，回复后的点击
次数达上万次。“院长信箱”被学生
们称为“知心信箱”
“解惑信箱”。
学院投资上亿元兴建现代技术综
合实训中心大楼，对 1000 多间学生宿
舍进行升级改造，安装教室制冷供热
设施。为了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
入学，不因贫困而辍学，学院在完善
助学金、奖学金的同时，还与思利及
人公益基金签约开设了“思利及人助
学圆梦班”，60 万元捐助确保了 2016
级 47 名汽车检测与维修专业的新生完
成 3 年的学业。如今，全院做到贫困
生入学、完成学业和就业“一个也不
能少”
“一个也不掉队”。
良好的生活和学习条件是提高学
生素质的基础。在此基础上，2016
年，学院启动“学生人文素养培育工
程”。通过打造“三个课堂”推进大
学生思想政治素质、专业能力素质、
身心健康素质和人文审美素质的提
高，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以“第一课堂”为主阵地，充分
发挥教师的示范引领作用，在课堂设
计中渗透人文素养内容，教师在专业
课中融入了思想引导、素养养成的内
容 ； 强 化 “ 第 二 课 堂 ”， 以 竞 赛 活
动、社团活动、读书活动等为载体，
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加强学生业余时
间的组织管理和引导，营造学生“自

主学习、自我成长”的“第三课堂”。
学院开办的“人文道德大讲堂”
成为学生接受人文关怀和人文教育的
大舞台。仅 2016 年，人文道德大讲堂
活动就举办了 21 场，听讲师生超过
6000 人次。孙留欣老师的 《文化自信
的力量》、梁杰老师的 《大学新生心
理适应漫谈》、杨华老师的 《文学与
人性的真善美》 和马金伟老师的 《凝
聚道德正能量，传播文明好声音》 等
讲座都深受学生们的好评。
为提高学生审美能力，学校利用
“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邀请了中
国音乐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王中山来
校作了题为 《中国古筝艺术的传承与
发展》 的讲座，采用讲、演结合的方
式使学生了解了古筝艺术发展史，并
欣赏到了优美动听的演奏。河南省京
剧艺术中心来院演出的三场经典“折
子戏”，为大学生们献上了精彩的国
粹盛宴。
图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2016 年
5 月，学院举办的第五届书香校园读
书月活动盛大开场。图书馆、院团委
联合举办了优秀书目推荐、书画展
览、专题知识讲座、学术报告会、读
书心得会、辩论赛等活动。15 名读书
之星及其他项目优秀选手登台领奖，
激励了全体学生。
“星空音乐节”是学生社团吉他
协会举办的，现已成为龙子湖高校学
生社团活动的一张名片；武术协会与
周边高校武协的武术汇演迎得了观众
的一片片掌声；享誉校内外的晨曦文
学社举办的“读书创业沙龙”越来越
火；第四届“河职好声音”总决赛，
100 名选手登台一展歌喉……目前，
全校 38 个大学生社团吸引了 4000 多
人参加。
一年一度的、持续两个月的社团
文化节，成为提升学生人文素质的平
台和发挥特长、彰显个性和展示才华
的窗口。2016 年 6 月，在河南省第十
五届大学生科技文化艺术节上，学院
学生的 10 项作品获得一二等奖。“自
我学习、自我成长”的“第三课堂”
成为青年大学生健全自我、自由翱翔
的新天地。

德国著名职教专家托马斯·胡格教授为教师传授
职业教育导向教学法

学院与美国夏威夷大学开展合作办学

学院开办首期创业训练营

“双创教育”架起成长成材桥梁
郭龙龙是电气工程系电子信息工
程技术专业 2014 级 1 班的学生，在
2016 年学院举办的首届大学生科技创
新创意大赛中，他报送的作品“紫外
线消毒灯控制器”被评为一等奖并获
5000 元奖励。“是大赛给了我创新的
冲动，真要感谢学校营造的浓浓的创
新氛围。
”郭龙龙说。
作为 2016 年度学院评出的创业
之星”，烹饪食品系美食工匠团队、
工商管理系辰仕广告传媒创业团队、
信息工程系农副产品直销网上移动商
城创业团队等都获得了学院 5000 元
的开业补贴。10 名“创业之星”的创
业故事还被做成 PPT、VCR、小品等
在学院展示。
紧随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的浪潮，河南职业技术学院于
2016 年初启动了三大工程之一的“创
新创业教育引领工程”。学院制定了
方案，成立了领导小组，下达了工作
任务书。出台的 《帮扶大学生创新创
业 实 施 办 法》， 从 人 才 培 养 方 案 调
整、资金支持、成果转化、服务与管
理等全方位给大学生创新创业提供帮
助和支持。
为突破大学生创业的资金瓶颈，
学院出台了创业毕业生小额贷款担保

电气工程系学生获“
电气工程系学生获
“大唐杯
大唐杯”
”全国大学生移动通信技术大赛特等奖

政策，同时派专职老师帮助学生完成
贷款手续，争取到小额贷款。目前，
学院已有几十位学生在老师的帮助下
拿到了创业小额贷款并顺利创业。
学院还出台了 《大学生创业体系
建设引导资金扶持项目管理办法》，
建立每年不少于 20 万元的创业帮扶
基金，对已开业的在校大学生创业项
目进行开业补贴。目前，13 位学生创
业项目拿到了补贴，4 位在校学生的
创业项目被选为河南省大学生自主创
业引导专项资金扶持项目。这些项目
不仅获得了省级 23 万元的补贴，还
得到学院 23 万元的配套资金支持。
在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门的大力支持下，学院成立了“河南
省创业培训定点机构”，13 位老师取
得了创业培训师资格，建设了 3 个标
准化的培训教室，为创业培训提供了
全方位的支持。
“听了河南大豫大美现代农业有
限公司张亚玲董事长的 《创业路上我
是谁》 的报告，不仅给了我创业的信
心和勇气，也让我收获了不少经验和
方法。学校开展的创业大讲堂太好
了！”在雪花纷飞的寒夜，走出报告
厅的同学们议论热气腾腾。
“创业大讲堂”先后邀请了人社
部门高级创业咨询师、郑州创新创业
联盟秘书长、河南瑞文实业有限公司
创始人、河南通源汽车有限公司董事
长等一批专家和企业家来校作报告，
与创业专家和企业家的零距离接触，
使大学生们增强了创业意识、明确了
创业方向、了解了相关法规，创业的
积极性空前高涨。
为打造一支创业指导教师队伍，
学院举办了创业课程教学大赛，以赛
代学、以赛促学，为创业就业教师搭
建了展示自我、寻找差距、相互交流
的平台。参赛老师教学形式活泼、案
例生动，深受学生喜爱。从获奖选手

遴选出的工商管理系田嘉老师，代表
河南省高校参加“华普亿方”杯全国
首届创业课程教学大赛，一举夺得一
等奖。
思想是行动的源泉，方法是行动
的起点。为促进学生树立创业意识、
找到创业方法，学院免费为毕业生开
展了“GYB、SYB 创业培训”，购进
创业实训沙盘和软件，聘请一批有创
业经验的老师，采用小班教学方式，
利用多种形式对有创业意愿和能力的
学生进行强化培训。一年多来，学院
有 6000 多名学生接受了培训。
自信走火、雷区取水、高空过
桥、挑战 NO1、翻越毕业墙，在学院
举办的首期创业训练营中，40 名创业
学生参加了拓展训练。“通过训练，
我们学会了自信、合作、感恩，坚定
了创业的信念，提高了心理承受与调
节能力，学会了表达、倾听、分享、
执行，提高了计划组织能力，增强了
决策和应变能力。同时，还掌握了创
业项目选择、团队组建、市场营销、
财务管理的知识和技能，为我们成功
创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营员们说。
目前，学院的大学生创业孵化园
已孵化出 20 家公司。为进一步满足
学生创业需求，2016 年 6 月，学院同
河南省人社部门、清华启迪公司签订
三方战略合作意向书，建设中国中原
大学生创业孵化园。目前，一幢大楼
已建设完成，学院多功能创客空间即
将开放使用。
精心培育，开花结果。创新创业
教育引领工程的实施，收到喜人成
效：2016 年，第三方权威数据机构对
学院毕业生跟踪调查分析报告显示，
学院大学生自主创业的比例为
5.5%，高于全国示范性高职院校的平
均水平 1.7 个百分点。
学院工商管理系营销专业学生马
华举，在校期间创办了小马策划团，

为郑州各大商场、都市频道大篷车提
供策划、演出等服务，不仅自己掘得
了第一桶金，还为在校大学生提供了
课余创收、社会实践的机会。烹饪食
品系学生马银戈，创办了自己的“郑
州青葱餐饮管理公司”，用所学的专
业知识使公司不断发展壮大。毕业生
詹强创办的南湾湖山泉水公司地点设
在学院大学生创业孵化园，10 名员工
中有 8 名是在校或刚毕业的大学生。
信息工程系毕业生靳乾隆创办的企业
河南蓝咖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
本达到 100 万元；会计电算化专业毕
业生马明创办了 4 所职业培训学校，
并同时担任着河南尚鼎电子科技公司
和郑州多来教育咨询公司的总经理。
市场营销专业毕业生陈本昌与外国友
人一起创办了一家英国离岸公司，把
生意做到了海外……
“又到毕业时，有幸在同学们很
青春很美好的时节里与你们相遇，虽
然我不能一一叫出每个同学的名字，
但我已经把同学们全部放在了心里
……”这是李桂贞院长为 2016 届毕
业生写下的毕业寄语，它随着毕业证
一起发到了同学们的手中，也留在了
青年学子的心里。
“河南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品德
好、能吃苦、干得好、留得住。”这
是许多用人单位的评价。据调查，学
院毕业生对母校的满意度也逐年提
高。学院被评为河南考生心目中理想
的高校、河南省极具影响力的十佳职
业学院、全国高职院校就业“星级示
范校”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
黄河之滨，龙子湖畔，河南职业
技术学院的“三项工程”已初见成
效。我们有理由相信，伴随着学院
“十三五”的规划蓝图，这所中原高
职名校定将为服务地方经济建设培育
更多杰出匠才！
（吴德强 张燕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