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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好，你们快来看看，求
‘高见’。”在山东省淄博职业学
院，刚刚准备完教学成果奖申报
材料的李高建露出笑容，转头招
呼我们。

李高建是淄博职院电力系统
自动化技术专业教师，今年刚刚
入选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
划。在过去的几年里，李高建作
为主要成员已经先后完成了两项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尽管第三次
申报轻车熟路，但他依然谨慎、
细致、扎实，多方听取意见和建
议，寻求新的突破口。

不耻下问的习惯，据说是李
高建从上第一节课的时候就养成
了。

常怀敬畏之心

“他叫‘高建’啊。”
“对对，听听他有什么‘高

见’。”
参加工作的第一节课，面对

一帮比自己小不了几岁的学生，
李高建说：“我叫‘高建’，但恰
恰相反，我希望先听听大家的

‘高见’。”
就这样，这堂课上得很热

烈。刚刚进入校园的学生们对教
学提出了很多新奇设想。“现在

看来，这些设想中有很多仍然是
很有效的。”李高建如是说。

就这样，处处听“高见”成
了李高建特别的“爱好”。也是
从那时起，他要求自己一定要虚
心听取学生们、老师们、同行们
的意见和建议，不断提高教学水
平。如今，作为教授的李高建，
仍然在一路求教、不断探索。

“已经是教授了，为什么还
一路求教？”面对我们的疑问，
李高建谦逊地笑了笑，随即严肃
地说：“从事教学和研究一定不
能自以为是，要多听听别人的想
法，尤其是搞理工科的，对自然
和科学要常怀敬畏之心。”

作为搞电力教学和研究的，
李高建在工作中始终坚持“谨小
慎微”。他告诉我们，2016 年造
成 21 人死亡的湖北当阳市马店
矸石发电重大事故、造成 4 人死
亡的新疆盖孜水电站重大安全事
故，都是因为安全意识薄弱、操
作不规范造成的，“一定要对学
生讲明什么事绝对不能做、什么
事一定要小心”。

为此，李高建上课首先要讲
的就是安全操作问题。也因此，
他的学生中涌现出不少安全生产
标兵，不但在各自的工作单位受
到表彰，而且很快被委以重任。
这些年来，他先后为淄博市培训
民企技术人员、进网电工一万余
人，无一例外，也都是把安全问
题放在了首位。

因为敬畏，李高建不允许操
作有一丝瑕疵，必须精益求精。

“大家觉得这个连接怎样设计才
能让线更短，更节省空间？”“程

序稍改一下，机械臂摆动时是不
是就不会离工作人员那么近，而
更安全了？”他常常这样启发学
生。这些提问往往极易引发学生
思考，从而收获更多“高见”。

“一个塞子就搞定了，太厉
害了。”淄博大江电器有限公司
负责人朱承功感叹。近年来，李
高建带领团队积极与地方政府部
门和企业开展合作，面向企业进
行技术服务 123 次，为企业带来
了实实在在的效益。大江电器的
变压器产品采用的是放油活门、
油样活门分体设计，焊接工作量
大、变压器油渗透点多，很不理
想。李高建和团队经过研究，把
放油活门和油样活门放在一起，
在放油活门上加装一个取油样用
的塞子，轻松解决了这一问题。
就是这简简单单的一个塞子，没
有精益求精的态度，是无论如何
也琢磨不出来的。

要有开拓之心

“上李老师的课，感觉很有
激情，总想创造些什么出来。”
作为山东禹城高新区最年轻的总
工，王肃龙是李高建最得意的弟
子之一。他在实习期间就曾为所
在企业研发了光控、压控节能
灯和低压节能灯等新产品，并出
口海外，2011年被山东启航电器
有限公司高薪聘用。

李高建的学生从来不乏创新
意识。比如周鹏飞、孙庆刚、马
验斌，都曾经在学院的创新实训
室里，跟着李高建给企业开发项
目，后来都成了企业的台柱子。

“创新其实是一种开拓精神，要
创新就得有开拓者的心思和眼
界，要多调研，多听、多看、多
想。”李高建说。

职业教育培养的是技术技能
型人才。为此，李高建不断听取
各方“高见”，积极寻找与生产
相结合的教学内容、方法和手
段。他每年都要花大量时间到企
业进行专业调研，并利用假期先
后到山东科汇电气有限公司等 8
家企业挂职锻炼。在调研基础
上，他根据岗位和岗位群对人员
知识、能力、素质的要求，系统
分析、科学确定主干课程和教学
框架，梳理出生产一线人员应知
与应会内容，并根据企业人才需
求特点大力改革教学和考试方
法，创建了“分阶段、协同式”

“课岗融通、能力递进”等一系
列课程体系和培养模式。

为了让学生对所学知识有更
加直观的认识，李高建干脆把课
堂搬进企业，一边讲授理论知
识，一边指导学生参与中央空调
控制系统的设计、安装、调试工
作，大幅缩短了学生实践技能成
长周期。几年来，他所指导的学
生先后参加全国电子设计大赛等
赛事，获得 60 余项省级以上奖
项，其中全国一等奖 2 项、二等
奖 5 项，山东省一等奖 32 项，学
生“双证书”获取率100％。

李高建自己同样取得了可喜
成果。他主持的“工厂供配电技
术”课程在 2009 年被评为国家
级精品课程、2013年被评为国家
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他主持的

“电气设备运行与维护”课程被

评为省级精品课程、“电力电子
技术”课程被评为山东省成人高
等教育特色课程；他先后主持完
成 20 余项省、市教科研项目，
编写 8 部工学结合教材，获得国
家发明专利 3 项、实用新型专利
4 项。这些成果又迅速转化应用
于教学和人才培养，取得很好的
效果。然而又有谁知道，取得这
些成果，有多少个不眠之夜他是
在实验室里度过的。

难得乐业之心

李高建认为乐业比敬业还要
更进一步，能把工作和事业作为
自己真正喜爱的东西，并从中获
得快乐，何愁工作会做不好呢？

“要乐业，首先就要真心对
待自己的服务对象，要真心热爱
自己的学生。虽然是理工科出
身，但只要从事教育教学工作，
就得学习心理学，更得懂教育
学，要了解学生的内心世界。爱
学生、爱事业，才能把技艺传承
下去。”李高建边说边翻开他的
教学手记。

教学手记里清晰地记录着李
高建从教以来的所感、所想、所
悟。参加工作的头几年，每堂课
之前，他都要一遍遍地默背要讲
的内容，通过“过电影”的方式
在脑海里呈现出来，同时还自己
对着镜子试讲，不断矫正语态、
语速甚至面部表情，力求展现最
好状态。即便现在对所讲的内容
早已驾轻就熟，他仍然会定时温
习讲过的课，争取每讲一遍都要
有提高。

就这样，李高建先后承担了
包括基础课、专业课、实训课在
内的 7 门课程的教学任务，并连
续 16 年指导毕业生的顶岗实习
和毕业设计，年年超额完成工作
量，他所教过的学生都真心喜欢
上了所学课程和所学专业。

李高建认为，教师既要能教
育人、引导人，又要会关心人、
帮助人。为了能从各个方面与学
生们交流，为他们提供帮助，他
主动承担了学生工作，班主任一
当就是 10 年。曾经有一名甘肃
籍学生腿部受伤感染住院，孩子
离家远、经济上也不宽裕，李高
建不但自掏腰包为他垫付了全部
医药费，还承担起全天候照顾病
人的责任，直到学生康复出院。
这件事让很多学生看在眼里、记
在心里，大家都说，我们的事情
李老师永远都放在第一位，有这
样的老师真好。乐业，让李高建
的工作永远充满动力，对学生真
心的热爱，让学生们与他结下了
深厚情谊。

敬畏之心、开拓之心、乐业
之心，当我们把总结出的三颗

“ 心 ” 送 给 李 高 建 时 ， 他 笑 着
说：“我倒是没想那么多，只不
过就是为了能把课教好，让学生
们都能在这个行业里一展身手。”

如今，又一批新生报到了，
已经是国家级教学名师、全国模
范教师、山东省有突出贡献中青
年专家、山东省教学名师的李高
建，仍然在重复着他的那句话：

“今后还会把听‘高见’的习惯
继续下去，用‘心’把教育教学
工作做好。”

李高建：
处处听“高见”的
电力技术专家

通讯员 陈江宁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
革，浙江省温州职业技术学院主动
把握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发
展，根据产业建专业，依托专业设
平台，对接平台开展创新创业，孵
化科技型小微企业，促进实体经济
发展，产、学、研、创深度融合，
培养新技术应用的创新创业人才。

以“产”拓广度：产教融合，
培育创新创业人才。坚持“与区域
经济互动、与企业行业共赢”的理
念，构建产教融合、政行企合作的
协同育人机制，打通产业链、营造
生态圈，培养具有高职特质的创新
创业人才。开展校政合作育人，与
瑞安市政府共建瑞安学院服务汽摩
配产业，与瓯海区政府共建温州设
计学院服务鞋服产业，与浙南科技
城共建智能制造孵化器服务轻工智
能制造业，实现政府搭台、学校唱
戏、共育人才；开展校行合作育
人，与行业共建温州轻工学院等 6
个与区域支柱产业紧密结合的二级
学院，尝试混合所有制培养创新创
业人才新模式；开展校企合作育
人，与 736 家企业建立合作关系，
实现由顶岗实习、订单培养、现代
学徒制到校企研发中心的合作递
进，构建高校、企业、学生、社会
多赢共进的良好局面。

以“学”把宽度：深化改革，
强化创新创业教育。坚持“面向全
体、分类施教、结合专业、强化实
践”的理念，以创新创业教育引领
专业教育综合改革，提高培养质
量。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学生前两
年完成专业课程学习，在创业学院
完成最后一年的创新创业课程学习
与实践；改革课程体系，融合温州
区域特质与专业特点，构建“分层
分类”课程体系，开设 20 余门创
新创业教育相关课程；改革实践教
学模式，打造以实训为基础、研发
为动力、创新创业为导向的“训研
创”一体实践教学体系，将“学中
做、做中学、探中学”向“做中
创、探中创”延伸。

以“研”掘深度：立地研发，
提升创新创业能力。坚持“以研发
驱动创新创业，以创新创业服务实
体经济发展”的理念，牵头成立全
国高职院校应用技术服务联盟，力
争解决技术应用最后一公里的问
题。共建协同创新中心，服务行业
关键技术，由学校牵头组建的浙南
轻工装备智能技术省级协同创新中
心，已服务企业231家、提供技术
服务 210 项；共建企业研发中心，
服务民营企业，与大中型企业共建
企业研究院 17 家，与中小微企业
共建产学研创中心 20 家，其中浙
江省康奈鞋类技术研究院已为企业
开发省级新产品 40 余项；夯实产
学研基础，服务教师专业化成长，
近 3 年学校为企业解决技术难题
580 多项，科技到款额 6000 余万
元，已获授权专利770项。

以“创”提高度：应用新技
术，打造创新创业高地。坚持“以
明天的技术，培养今天的学生，为
未来服务”的理念，以新技术为导
向，以智能化、信息化、数字化项
目为载体，培养新技术应用的创新
创业人才。依托 45 个研发平台，
每个平台至少对接一个大学生创业
团队，提供全过程孵化服务；引导
师生共创，积极引进世界500强企
业的新技术，探索“师研生随、师
导生创、师生共创”培养方式，实
践“企业出题、学校接题、教师析
题、学生答题”的培养途径；依托
众创空间，助推项目孵化，已孵化
科技型小微企业 50 余家、挂牌上
市企业 2 家 （新三板），2016 年学
生项目获风投 2700 万元，众创空
间被科技部评为国家级众创空间。

几年来，学校不断推进产中
创、学中创、研中创，通过“创”
将产业需求、学校教育、技术研发
串联起来，形成需求导向的专业结
构和强化创新创业能力的人才培养
结构，助推温州产业转型升级，实
现办学质量快速提升。

（作者系温州职业技术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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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 8 点，西藏山南，大部
分人还在睡梦中，格桑索朗已经
把自己的汽车美容店整理了一
遍。8 点半，格桑索朗在浙江宁
波鄞州职业高级中学读书时的同
学吾金次仁、格桑多吉等 3 名员
工准时到岗。“这里一般都是9点
左右才上班。我是鄞州职高毕业
的几批同学里第一个创业的，希
望通过成功创业给同学们树立一
个好榜样，带动同学们一起在西
藏汽修行业里打拼出‘新宁波
人’的天下。”格桑索朗说。

同样，在西藏职业技术学
院，普布多吉每天都起得比其他
同学早，他现在是学院学生会主
席，还兼着 7 个社团的团长。普
布多吉说：“不管是在创业、工
作的同学，还是在大学学习的同
学，我们之所以比其他人更努
力，是不想辜负我们的母校鄞州
职高，我们要用自己所学感恩母
校、回馈家乡。”

阿爸阿妈，东海之滨有我的家

阿爸阿妈是谁？格桑索朗说
“阿爸是戴免尤、陈东、杨剑老
师，阿妈是汪平老师”；普布多
吉说“阿爸是周鲁江、张高峰老
师，阿妈是黄飞老师”；而旦增
罗布则说“阿爸是唐盈吉、曲晓
文老师，阿妈是陈桔芬老师”。

3 名同学不同班，阿爸阿妈
不同人，但那声呼唤，都充满着
亲情和依恋。鄞州职高自 2010
年开始举办内地中职西藏班以
来，七届班主任都得到了这一声
真诚的呼唤。

“在宁波读书的3年里，生病
了，阿妈精心照顾；想家了，阿
爸阿妈左右陪同；犯错了，阿爸
严厉教育，阿妈和风细雨；学习

跟不上了，阿爸阿妈为我们彻夜
操心。”布嘎说，2013 年他生病
住院一个月，阿妈汪平丢下自己
的孩子，照顾了他一个月，让他
非常感动。

“每次过年的时候，阿妈都
会把我们接到家里去，跟她的家
人一起过年，几十个人非常热
闹。”这是米玛记忆中最温馨的
时刻。米玛的班主任是全国模范
教师潘燕，为了减少孩子们想家
的烦恼，潘燕每年都会带孩子们
回家一起过年。

“孩子们思家心切，为了让
他们稳定心思读书，所有班主任
都在努力营造家的氛围。”潘燕
说，“我们摸索出一套‘严父慈
母’班主任管理模式，即一个班
级由多位班主任负责，男女老师
搭配，男老师负责学生纪律、学
习、品德教育等方面的管理，女
老师则负责学生日常生活管理。”

拉巴多杰幼年丧父，哥哥身
患尿毒症。2013 年，拉巴多杰
从鄞州职高毕业，用自己的工资
为哥哥治疗。2015 年，哥哥病
情加重，巨额医疗费让这个原本
就困难的家庭陷入绝境。阿妈潘
燕了解到情况后，在宁波有关部
门奔走联系，共筹集善款 10 余
万元，帮助拉巴多杰一家渡过难
关 。 这 让 拉 巴 多 杰 非 常 感 动 ：

“我毕业两年多了，没想到潘妈
妈还惦记着我。”

鄞职学子，人生重新燃起希望

“鄞州职高，留下了我一生
难忘的回忆。”扎西曲邓是西藏
昌都人，家庭非常贫困，原以为
只能跟长辈们一样过放牛牧羊的
生活，鄞州职高却为他打开了另
一扇门。

2014 年，扎西曲邓被选送
参加全国汽修技能大赛，并获得
冠军。为圆扎西曲邓的大学梦，
鄞州职高通过宁波市教育局发函
西藏教育厅，希望西藏教育厅能
参考浙江省获全国技能大赛一等
奖者免试入学的政策，让扎西曲
邓进入高校深造。经过多方多次
沟通，扎西曲邓成为西藏自治区
因技能大赛而免试升入大学的第
一人。2016 年，次朗也因为获
得全国汽修技能大赛一等奖，同
样免试进入高职院校深造。

“我们希望培养出来的学生
都能够掌握出色的技能，将来靠
一技之长改变自己、建设家乡、
造福社会。”鄞州职高西藏部主
任戴免尤说，“为了提升西藏学
生技能，学校进行了一系列教学
改革。所有西藏学生毕业时都能
拿到汽修初级工证书，大部分学
生还拥有汽修中级工证书。”

从 2013 年开始，内地中职
西藏班学生可以参加高职考试。
当年，因为认知和经济条件等原
因，鄞州职高 38 名西藏学生中
仅有一人志愿参加高职考试。后
来，鄞州职高坚持不懈地与学
生、家长沟通，为他们分析就业
情况及大学毕业后的前景，终于
做通了部分学生的工作。

当时，这些学生白天要顶岗
实习，无法进行文化学习，学校
就晚上为他们授课。2014 年，
鄞州职高西藏班 14 名学生参加
高职考试，12 人顺利考入大学，
其中白玛色曲以最高分成为西藏
地区汽修专业高职考试状元。

如今，在西藏职业技术学院
有 20 多名鄞州职高毕业生，提
起母校，他们充满感恩：“鄞州
职高是我们共同的家，是我们人

生历程的重要转折点。”

雪域之鹰，展翅翱翔雄姿勃发

“我们自认为是‘西藏的新
宁波人’，我们要把宁波的先进
理念、高新技术、开拓精神播撒
在万里高原。”在拉萨丰田汽车
4S店工作两年的贡嘎，现在已经
是两个徒弟的师傅了。

在西藏冀鑫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东风圣城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聚集了大批鄞州职高毕业
生 ，“ 他 们 都 懂 得 重 型 卡 车 维
修，这在西藏本地非常少见”。

“这得益于学校的教学改革。”据
潘燕介绍，2013 年，鄞州职高
西藏部通过调研发现，因为独特
的地理环境和发展需要，重型卡
车成为西藏地区的重要销售和维
修车种。为此，学校专门为西藏
班学生启动重卡发动机维修及钣
金项目，进行定向、定位教学。

创业的学生同样出色，格桑
索朗于 2016 年在拉萨和山南开
了两家汽车美容店，带动了鄞州
职高西藏班毕业生就业，还吸引
了拉萨职业技术学校等当地学校
前来参观学习。

在高职院校深造的学生们也
同样出彩，普布多吉多次代表西
藏职业技术学院参加各类大赛，
他最热衷于民族团结的讲座，只
要 有 机 会 就 一 定 要 讲 。 他 说 ：

“ 我 能 有 今 天 ， 要 感 谢 党 和 国
家，感谢学校。我要努力做的
事，就是为国家繁荣、民族团结
做出自己的贡献。”

吾金次仁热衷于写诗，采访
结束时，他以一首诗来感恩祖
国、感恩宁波、感恩阿爸阿妈：

“宁波与西藏，东西相守望，藏
汉齐努力，共筑中国梦。”

在汽修行业拼出“新宁波人”天下
——浙江宁波鄞州职高助西藏学子将梦想播撒在万里高原

通讯员 杨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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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高建（右二）在指导学生
学习机器人轨迹规划与关节插
补的基本概念。 陈江宁 摄

众目睽睽之下，一位青年
教师拎了一只全鸭走上讲台，
采取“说课＋实操教学”的方
式，边做边说，把取全鸭的标
准要求用到实践中。只见取出
的鸭子为一整只，鸭皮只有脖
子处的一个孔，皮却不破损，
整个过程一气呵成，他的绝活
赢得了满堂喝彩。这是近日广
东省深圳市龙岗区第二职业技
术学校青年教师基本功大赛中
展示的一道“绝活”，直接将
台下“观众”的眼睛拉直了。

这位青年教师是宁丰钧，
这个学期才“入职”该校。宁
丰钧毕业于中南大学酒店工商
管理专业，曾任职于广东迎宾
馆，2012 年受聘餐饮部副厨师
长，拥有国家“烹调高级技
师”“高级营养师”“中式考评
员”等证书。因为对烹饪事业
的钟爱，他潜心学习了全鸭解
剖的“绝活”。此次选择全鸭
解剖，目的是展示烹饪刀工，
展示酒店专业的风采，激发学
生对烹饪专业的热爱，让学生
传承和发扬中国烹饪美食事

业。无疑，他这次的“露脸”
让听课教师感受到了中国烹饪
文化的博大精深，收到了意想
不到的效果。

其他参赛教师也使出浑身
解数，电商部教师孙雪绘声绘
色讲述广告案例；信息部教师
张化介绍了自己制作的辅助教
学软件“幸运轮盘”——随机
点名器；会展部教师曾桦和丁
伟民展示手绘过程，三下两下
就将室内设计图展现出来。最
令人拍案叫绝的是财经部教师
潘婧展示的快速点钞技术，只
见钞票在她手中翻飞，一叠厚
厚的钞票迅疾被点完毕，动作

“快、准、美”。
此次大赛是龙岗二职为顺

应信息化时代要求，结合深圳
市青年教师教学能力选拔赛而
举办的，旨在以赛代练，考查
青年教师的实验实践基本技能
和实际动手能力，加强青年教
师教学基本功，进一步提高教
师教学育人实践能力。

通 讯 员 伍 强 华 以 慧
文 摄影报道

亮“绝活”舍得拼
拎着鸭子上讲台

画里话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