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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学时光：有你，有西安外事学院

地处西安市高新区的西安外事学
院，交通便利，高耸的学校北大门很容
易让人辨识这是一所大学，更可以看到
这所大学对周边经济繁荣的直接带动。

进了北大门，可真是别有洞天。亭
台楼榭，曲桥通幽，绿茵花丛，松墙垂
柳，在 70 亩接天碧绿的鱼化湖畔，坐落
着一座古色古香的庭院，一块牌匾上的
书法洒脱飘逸，上书：七方书院。

走进七方书院，迎面而来是一首小
诗 《为什么活着》。

“你问人为什么活着/问太阳吧/为什
么光芒四射/问大地吧/为什么生长万物/
一切就这么自然/根本就不为什么/如果
太阳没有光和热/大地也失去了载物的厚
德/那就成了数不清的寒星/荒无人烟的
沙漠/生命的意义/在于对他人的有用/不

然/就只剩下了——活着”。
落名黄藤，正是西安外事学院的创

办人、董事长，同时也是七方书院的总
设计师。

黄藤，在繁重的办学工作之余，喜
欢读书、写诗。说起写诗，在校园诗歌

“萎靡不振”的现今，外事学院可是为
了新时期诗歌的推动办过一件大事！

贾平凹、雷涛、黄道峻、肖云儒等
一大批作家、诗人共同见证成立的“新
唐诗创造社”，正是在七方书院这个地
方。当时的文艺界把这一盛会称为“一
池文化长安城，半城神仙聚外事”。

“新唐诗创造社”成立不到半年以
来，以诗会友活动不断，常有诗书大家
做客开讲，各专业学生受此熏陶，涌现
出一批校园诗人，在全国校园“双十

佳”诗歌大赛、陕西大学生诗歌大赛等
诸多诗歌活动中屡获佳绩。

一般来说，现代大学主要有三大
功能，即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服务
社会。谈起在一个大学建立七方书院
的功能作用，黄藤给出了答案：“大学
不只是‘教’，教授知识、技能、方
法、基本素质，更要‘育’，将有文
化、有修养、爱学习、爱创造的人聚
在一起，营造良好高雅的氛围，激发
和培育学生的才华。”

黄藤还说，学校的目标是要追求
“教”与“育”的融合，培养对社会有

用、知行合一的人，以奉献和有用为乐
的人。

大学之博大，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
批有思想、有担当的觉醒者。

“在这化鱼成龙的地方，匆匆三年时
光，沐浴其中，我褪去的是稚嫩，获得
的是成长”。

5 月 12 日，对于西安外事学院视觉
传达专业大三学生许泽琳来说，注定是
不平凡而又难忘的一天，以至幸福而激
动的泪水情不自禁夺眶而出。

这一天，她的“我的大学时光”习作
汇报展在七方书院倾情展出，她以艺术之
笔表达了对黄藤及师长培养的感恩之情、
爱校的赤诚之心；这一天，陕西赋学会会
长、西安市作协副主席商子秦，陕西创意
文化产业协会会长韩智平等众多文化界名
人光临，为她取得的艺术成绩与感恩奉献
的情操频频点赞；这一天，她与多位文化
名家一起将艺术作品赠予外事学院，为
公益教育礼赞。

担任着西安外事学院七方书院书法
协会副会长的许泽琳，对这里有特殊的
感 情 。 她 自 幼 酷 爱 书 法 ， 6 岁 开 始 习
字，自小就在国际、全国书画大赛中屡
次拔得头筹，设计作品也在全国大赛中
屡获大奖。

16 年的书法写作坚持，让她看上去
比同龄的大学生要更为成熟和懂事，她

的少年得志在外事学院不是特例，像她
一样较早获得“成功人生”的还有很
多。吴琼、邓宁、张岩、安珂、李莎
娜、张宁娟，都在文化、娱乐领域闯出
了自己的天地。

在许泽琳“我的大学时光”习作汇
报展上，商子秦称赞像许泽琳一样的外
事学子，有着较高的人文修养与素质，
展示出一所大学浓郁的文化氛围，弘扬
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许泽琳说她自己最喜欢的一幅书法
作品是 《宝剑锋从磨砺出》，她还说送给
学校的 《洛神赋》 写了一个多星期，两
米多长，一天要写五六个小时。

不难想象，这每一个字背后，都饱
含着对西安外事学院的深情。许泽琳还
年轻，面对未来，还有很多新的领域等
待着她，她的艺术人生才刚刚开始。

而对于西安外事学院，这是大学，
却有琴、有棋、有书、有画，还有茶，
这便是一所大学和她的中国传统文化培
养。建立一个七方书院，这一切也都是
刚刚开始。真切地希望能和外事慢慢走
下去，直到这一路都发光、发亮。

（李 浩）

和着一曲古琴《流水》，茶社的李倩
再现了大赛时的情景，案前的茶叶沉入
杯底，透过茶杯，淡淡茶叶在杯底飘香。

有人说，茶是人间极品。隶属于西
安外事学院七方书院的七方茶社，绝对
是学生们一个幸福向往的地方。茶社以
传播、交流茶文化为主，在 2016 年 9 月
成立后，很快就聚集到近 50 名茶文化爱
好者，互相学习。现在，他们正在共同
努力打造一个校园茶文化基地。

李倩作为指导老师，自然参与了不
少活动。茶社不定期举办的茶会、文化
雅集、上山采茶等活动，让她和学生们
越来越亲密。李倩说 ：“茶是一种自
然，‘茶’字本身就是‘人在草木间’，
所以期望我们的学生从品茶中品味生
活，塑造一个高雅的人生。”

“茶社就像是一个家，家人们互相
帮助，共同进步。茶艺比赛让我收获了
很多，以后的我们会越来越好。”和李

倩一起参加了大赛的学生郑琬姿显得很
兴奋，穿着茶社新制的统一服装，很有
气质。

这气质由里到外，穿越了年龄的界
限，特别美。这种美，不单是指学生，
即使成为一代古琴名家的李凤云也有着
这样一种纯粹的美。

古琴演奏家、中国琴会副会长、天
津古琴会会长李凤云现在是西安外事学
院古琴系的特聘教授，5 月 5 日晚，一
场“箫声琴韵”古琴演奏会，将西安市
民带入了一个雅致古意的世界。

古 琴 “ 贯 众 乐 之 长 ， 统 大 雅 之
尊”，是我国很古老的乐器之一。在中
华文化体系中，古琴的价值与意义早已
超越了乐器，成了一种文化符号，并且
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
西安外事学院将教育的感悟、思辨以及
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集纳于一
所大学的使命和育人的长远规划，让大

学生们很感动。
是的，立德对育人来说，远比单纯

的知识灌输更重要，这已经被越来越多
的大学认识到。

黄藤说：“2015 年，学校便成立了
古琴系，这一举措，是把大学生的德育
和人文修养联系在一起。不单是开设一
门古琴课，更重要的是肩负‘传承中国
文化、传承道德文化’的责任。学校将
通过自己的践行，将古琴与其承载的礼
乐文化，传播到全国乃至全世界。”

琴棋书画为载体，多领域、立体化
教学，七方书院的传统文化项目很具
体，有独立的运营机构、有专门的指导
老师、有行业的专家学者、有日常性丰
富多彩的雅集活动。如此说来，西安外
事学院的美，还真不是单纯校园环境的
美，她的老师很美，学生很美，关键是
在这个浮躁的社会中，心灵很美。

这种美，由大学塑造，责无旁贷。

“第四届陕西省茶艺大
赛西安世纪金花选拔赛之冠
作品是——西安外事学院
《知遇》。”

5月12日，当带队老师
李倩听到这个成绩后，激动
地握紧了学生们的手。这次
选拔赛中，李倩可不单是拿
下了首名的好成绩，她所指
导的西安外事学院七方茶社
作品《农·闲》《闻香识缘
你》也分获二、三名，统统
晋级复赛。

这一赛，让茶艺界记住
了七方茶社、西安外事学
院。

在这所大学，可不单是
这个茶社一举闯出了名堂。
不久前古琴演奏家李凤云领
衔、西安外事学院七方琴社
师生共同参与，在西安音乐
厅举办的“箫声琴韵”古琴
演奏会同样一夜间声名大
噪，在媒体上和行业内传为
美谈。而该校的七方书法协
会也刚刚结束了一场在校生
的习作展，看似普通的一次
学生展出却引来了陕西省内
诸多名家的点赞。

在这所大学，除了已经
享誉全球的国际化教育、创
新创业教育，德育的战略布
局也已经悄然成型，恢弘展
开。茶社、琴社、书法社、
棋社等如雨后春笋，在外事
学院纷纷成立，一个具有深
厚人文底蕴、胸怀爱国主义
情操、传承中华文明的中国
特色现代教育教学理论与实
践孵化基地，正被西安外事
学院七方书院生动演绎。

“以文化人”有深意 “立德树人”好眼光

“七方”塑造高雅人生 “外事”的美无可取代

“大学让我褪去了稚嫩，获得了成长”

以电子商务专业为例。该专业重新
修订了教学计划，将企业实践适时引入
了学校教育。在大一入学教育环节，增
加了学生到海澜之家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进行参观学习的内容。大二时，增加了
企业文化和岗位能力的培训课程，并引
入企业实践课程——海澜“双十一”实

训课程，让学生在海澜电商企业导师的
指导下参与企业的真实工作。大三时，
学生则直接到海澜集团进行为期一年的

“课程+顶岗”实习，并在通过校企双方
的考核后在企业就业。2015 年 9 月，15
电商专业新生共 148 人开学初就在海澜
电商进行了初步的职业教育。同期，31

名大三电商专业的学生也开始了“课
程+顶岗”的实习工作，最终 20 名学生
毕业后成为了海澜集团的正式员工 。
2015 年“双十一”期间，14 级全体同学
经过企业导师的培训和指导，在电商实
训室参与海澜电商为期两周的实训，不
仅提升了自身的职业能力和职业素养，
也为海澜电商 1.55 亿的销售额作出了积
极的贡献。

借助与海澜集团推行“现代学徒
制”的契机，学院艺术系服装教研室把

“工作室制”“导师制”和“现代学徒
制”有机融合起来，探索服装专项人才
分类培养的有效途径。具体做法是校企
统一招收有意做“学徒”的学生，“学
徒”则依据兴趣自主选择不同项目的

“教师工作室”，如与江苏圣澜服饰创意

有限公司共建的“学生装研发中心”、
与无锡市丝玉轩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共建
的“丝玉轩”私人定制中心等，进而接
受专业“导师”的企业化指导，海澜集
团的一线技师王建平、王国忠、王啸
飞、杭建岗等也始终参与其中。2016 年
5 月，小学徒们参加了江苏省“乐鲨杯”
童装设计大赛，1名学徒获得银奖。2017
年 3 月，在江苏省高职院校服装设计比
赛中，6 名学徒中 1 人获得银奖、其他五
人均获得铜奖。此间，“师傅”王银明被
授予“2015 江苏省优秀服装设计师”称
号。2016 年 9 月，学院被评为“江苏省
十大服装设计机构 （中心)”。

2014 年，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与学院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在
学院装备制造大类专业中招收大二学生

组建“江阴学院—长电科技现代学徒
制”班，并签订了学校、企业、学生、
家长四方协议。协议规定：学徒班学生
在读期间可享受长电科技奖学金和长电
科技一年的培养经费，在企业服务期满
一年后凭发票报销学费。此前，校企双
方共同制订了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
准、岗位标准、企业师傅标准、质量监
控标准及相应实施方案，开发完善了

“半导体分立元件集成电路装调工”企
业鉴定培养与鉴定方案等。2016 年，长
电科技与学院共建了现代学徒制工作
室，为学院提供了价值近 300 万元的专
用设备，双方联合申报立项省产教深度
融合实训平台——工业互联与先进智造
实训平台，获资金资助 714.2 万元 （含
企业设备捐赠），成为江苏省“十三

五”产教深度融合实训平台建设项目之
一。日前，首批学徒已踏上了到长电科
技顶岗实践的征程。学院电子系也完成
了 《培养现代班组长型人才的课程体系
研究与实践 ——以中高职衔接的电气
自动化技术专业为例》 等 5 个省级教科
研课题，获得江苏省教育部门下拨的教
科研经费 58.5 万元，并完成江苏省产业
成果推广项目 1 项、授权专利 6 个，发
表核心期刊论文 8 篇。

目前，江阴职技院的现代学徒制探
索已从两个专业扩展到 6 个专业，合作
企业也从 1 家扩展到 8 家。现代学徒制
这一世界职业教育模式，终将在中国高
职教育领域实现本土化扎根并焕发出自
身的生命力！

（方雪梅）

让小学徒施展出大能耐
——江阴职业技术学院践行现代学徒制实现三方共赢

2015年8月，江阴职业技术学院与江苏海澜集团联合江阴中
等专业学校、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江苏省高校招生就业指导服
务中心，向教育部门申报的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校企互嵌式合作
模式的研究与实践》正式获批。9月下旬，江阴职技院与海澜集团
组织其他兄弟学院，制定了《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实施方案》，并
在电子商务、物流管理专业领域开展了现代学徒制的试点工作。同
时，学院艺术系、电子系也在积极尝试现代学徒制的人才培养模
式，逐步实现了校、企、生的三方共赢。

课程是学校实现培养目标、帮助学
生全面发展和形成学校特色的主要途
径。近年来，重庆市合川大石中学以

“石头精神”为内容，构建起与特色文
化建设相适应的新的课程体系。通过石
文化主题课程、渗透课程、体验课程、
活动课程等，着力建设了“秧歌舞大课
间”“石文化鉴赏”“小石头成长教育”

“精美诗文诵读”“主题绘画”“军旅文
化”六门精品课程，培养为人纯朴、为
学精专、内方外圆、通达四方的石品学
子。

每天上午 9∶20－9∶50 课间操，是
重庆市合川大石中学激动人心的时刻。
当音乐响起，各班依次跑步到足球场，
统一编队进行“秧歌舞”练习，花蕊、
花瓣各式造形，精彩纷呈。紧接着，跑

操、跳绳、踢键、踢踏舞、韵律操⋯⋯
30 分钟大课间活动，有张有弛，恢宏气
势简直“不摆了”。

2004 年以来，学校将民族民间的、
教材以外的、学生身边的、贴近生活的
素材，进行统计、整理、改编，丰富了

“大课间体育活动”内容。其中，从学
校实际出发，结合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
开发的“秧歌舞”课程，是大课间的重
要组成部分。

据悉，“秧歌舞大课间”课程坚持
开展 13 年，培养了一大批学生体育骨
干，学生在韵律中感受到了乐趣，体质
明显提高。

“ 石 文 化 鉴 赏 课 程 ” 也 是 一 抹 亮
色。依托“奇石鉴赏馆”、石文化校本
教材、校园石景等资源，学校为初一、

高一年级新生开设入门级石文化课程。
从认识石头开始，了解石头，研究石
头，挖掘与延伸对大中“石文化”的拓
展理解，从物质认知、文学欣赏、情趣
熏陶到特长爱好等多方面对学生进行探
索教育。

“小石头成长教育课程”共有三个
内容：初识“大中之石”、寻找“形象
之石”、培育“精神之石”，重在培育和
践行“石头精神”。

新生入学首先接受“石文化”教
育，认识大中“石文化”，了解“石头
精神”的内涵。不仅如此，学校还组织
学生走出校园，到户外山间认识石头，
认识家乡，认识自然。孩子们带回寄寓
自己的“形象之石”，并用文字或图画
描绘毕业时的自己，以此树立成长目

标。学校要求学生每天记录心路历程，
并写下“今日石语”。为自己拟订三年
成长计划，在六个学期培养“厚重、沉
稳、质朴、谦逊、坚毅、永恒”六种品
质。

每周一、周三 7∶30－7∶50 是“精
美诗文诵读课程”晨诵时间，通过诵读，
达到以诗文化人、以典籍育人之目的。

每周二下午班级读书会是同学们畅所
欲言的时候，大家交流自己本周阅读的书
籍内容与感想。学校聘请校内外优秀语文
教师为学生开设专题讲座，文学社成员还
要间周开展“读诗文、增文韵”活动。

结合学生的生活经验，“主题绘画
课程”将“石文化”浸润于美术学科之
中，让他们愉快地、探究性地、合作
地、综合地学习，以此培养学生基本的

美术素养。
此门课程从高一年级起开设美术特长

班，每周固定两个下午进行美术授课。每
天下午第四节课开展美术社团活动，学生
参加培训。全校所有学生在美术老师指导
下，每期利用美术课开展一次对校园石头
写生活动。此课程重在体现“一石一世
界，一石一精彩”的文化主题。

“军旅文化课程”是以高一新生的
国防教育为基础，挖掘军人品质和“石
头精神”的连接点，该课程贯穿学生在
大石中学的学习生涯。

据介绍，每学期入学第一周内，初
一高一年级七天、高二高三年级三天时
间集中开展国防军事训练及教育。每学
期各年级安排一次“走近军旅”的社会
实践活动，与近郊武警部队等联谊，体

验军人日常生活。同时，在德育管理中
融入军事化管理，如内务评比、集合入
场等。重在磨炼学生坚毅克难、永恒守
正的品质。

足球俱乐部、篮球俱乐部，网球、
乒乓球、羽毛球运动，竞走、短跑，舞
蹈、架子鼓、吉他、钢琴、古筝兴趣小
组，演讲、主持培训班，书法比赛、写
作大赛⋯⋯学校的课外活动也是多姿多
彩。在这里，真正实现了尊重学生天
性、让孩子全面发展的目标。

面对追求，“你”从不停下前进的
脚步；面对困难，“你”从未选择妥协
的行动。“你”如一颗永恒的石头，朝
着目标，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永恒
如“你”，永恒是“你”——祝福你！
合川大石中学的明天更好！ （潇 雨）

精美的石头唱响嘹亮之歌
——重庆市合川大石中学特色文化建设之课程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