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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植百年文化传承 构建学校德育课程
————四川省都江堰市北街小学课程建设之一

成都市工程职业技术学校坐落于
中国四川自贸区成都青白江铁路港片
区。这所仅有 30 余年办学历史的学
校，在新的历史时期焕发出的教育活
力令人瞩目，学校先后被评为全国安
全教育示范校、四川省职教先进单
位、四川省内务管理示范校、成都市
教育先进单位、成都市首批示范性中
等职业学校、成都市文明单位⋯⋯

2010 年成都市工程职业技术学校
被评为国家重点中等职业学校，2014
年又入选第 3 批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
革发展示范校项目建设学校。学校现
有祥福、清泉两大校区和国家级别汽
修实训基地、市级机械实训基地、区
级通用技术实训基地，并初步形成了

“合作办学多元化、专业发展企业化、
课堂教学微格化、素质评价综合化、
培训鉴定社会化”的“五化”办学特
色，走出了一条具有浓郁自身特色的
育人之路。

德国的双元制是现代职业教育的
典范，它可以精准地与产业经济结构

无缝对接，培养学生具有较强的社会
适应性和市场竞争力。成都市工程职
业技术学校积极探索，主动作为，引
入德国双元制育人模式，与 100 余家
大规模企业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
学生就业率年年稳定在 98%以上。

培养职业教育国际化人才

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
的实施，职业教育的国际化春潮涌
动，成都市工程职业技术学校站在新
的历史机遇前，谋势而动，立足区域
经济和产业结构在国际国内经济格局
中的定位与走向，强化多元双向国际
交流与融合，力求做到“六同步”:专
业定位同步企业需求、课程内容同步
岗位要求、实训配备同步企业设施、
师资团队同步企业技术、教学组织同
步企业工作流程、考试考核同步企业
用人标准，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为区域经济发展贡献力量。同时也为
职业教育国际化人才培养树立新样

板。
学校以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

展示范校项目建设为载体，先后派
100 余名教师出国出境研修或培训，
亲身感受发达国家或地区职业教育的
成功案例，他们的切身感受影响着未
来的课堂，带来了理念变革和质量的
快速提升。2017 年 9 月，学校再次特
邀德国工商大会纽伦堡商会职教专家
到校现场教学观摩及专场讲座，详细
介绍德国职业教育更新改革动向。德
国物流专家现场实训课教学交流，完
美地展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生动
课堂授课方式，让老师们对德国职业
教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引入德国人才培养模式

2012 年 4 月学校与中德诺浩 （北
京） 教育有限公司战略合作，引进德
国 f+u 汽车机电维护师课程，采用德
国“双元制”的职教模式，将德国汽
车工业人才培养模式引入学校，将奔

驰、宝马、奥迪、大众、保时捷等知
名品牌汽车开进课堂，严格按照德国
国家标准，根据国内汽车行业的特
点，对标一级汽车维修厂、4S 店等维
修与服务标准，对课程进行本土化开
发，将德国汽车领域的 14 个模块，转
变成符合国内汽车行业需求的 18 个领
域模块。从教学车辆、教学设备在内
的硬件条件，到课程设置、考试科目
在内的软件条件，都与企业的实际工
作环境、基本要求保持一致。老师除
了具备教学资格外 （任课教师必须经
过公司专项培训并取得相应课程教学
资格），也都具备多年企业工作经验。
正是有了这些先天条件，学校才能为
学生提供世界汽车行业一流的职业教
育。学生除了可以获得国家承认的中
职教育学历外，还可以获得在欧盟以
及全世界都具有极高的“含金量”的
f+u 技能证书，该证书是学生进入奔
驰、宝马、大众、博世等德系 4S 店工
作的敲门砖。学校已有两届毕业生大
多到奔驰、宝马等名企就业。目前学

校正在积极对接四川自贸区青白江铁
路港片区，筹建平行进口汽车维修中
心实训基地，满足平行进口车维护、
维修与鉴定。

2017 年 9 月，学校又与德国 CDBB
教育公司合作办学，在学校现有的物
流服务与管理专业基础上引入德国物
流职业教育课程及职业资格证书，开
设德国物流专员班。通过项目合作与
德国纽伦堡国家职业学校建立战略合
作关系，实现师生交流互访；与国际
铁路港企业深度“校企合作”，教师到
德国物流企业顶岗进修，学生到德国
物流企业实训、实习和就业。

整合教育资源构建特色专业群

学校充分整合教育资源，对接青
白江区域重点产业，构建特色专业
群，最大限度提高设备及师资效能。
重点建设与智能制造、智慧制造及物
流相关专业。将机械加工技术专业与
电子技术专业整合，向机电一体化方

向转型，适应智能制造、智慧制造对
复合型人才提出的新需求。将汽车运
用与维修专业与电子技术专业整合并
融入物联网技术，向新能源汽车、汽
车智能化方向转型。充分利用“物联
网+”平台将物流服务与管理专业与
电子技术、机械加工技术、汽车运用
与维修专业整合，向物流自动库方向
转型，举全校之力，培养青白江区域
经济发展急需专业人才。

学校将依托与国外企业建立的长
期稳定的“校企合作”关系，进一步
引进和利用国外优质教育资源，拓展
学生在国际舞台上的就业空间；通过
与国外学校“校校合作”，不断加大专
业教师出国交流与培训力度，多层面
认识国外职业教育，让教学理念、教
学模式、教学策略、多元文化、课程
建设有机融合。进一步加大外籍专业
教师聘请力度，进一步强化英语及德
语教学，提升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
提升专业的国际化水平。

（彭传章 张建如 陈小娟）

“六同步”构建多元国际化人才培养体系
——聚焦成都市工程职业技术学校专业建设成果

与时俱进巧布局
运筹帷幄谋发展

为实现职业教育的创新发展，开
州区职业教育中心以国家大力发展职
业教育为契机，着力打造集人才培
训、人才聚集、数据加工、项目代运
维、师生创业、项目孵化等功能为一

体的创业园，在全市中职学校起到了
引领示范作用。

尤其是学校以蚁众工坊为载体，
全力打造创新创业、产教融合、校企
合作平台，出台了 《开州区职业教育
中心专业技术人员创新创业实施办
法》《“蚁众工坊”众创空间专项资金
管理办法》，鼓励相关人员创新创业。
学校还与阿里巴巴农村淘宝、西部声

谷等企业合作进行产品研发；增加了创
业大讲坛、企业家联盟、电子商务等重
要元素，为企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为
创业者提供培训和资金筹集，众创空间成
为创新创业发展的“双创”高地。

近年来，学校又不断加强与开州区
职业教育集团成员单位间的合作，加强
与开州工业园区企业合作，形成了众创
空间的专家智囊团队。为拓宽中职生成
才渠道，学校还积极开拓“国际合作”
资源，与全国友协和德中友协合作，实
施“中德护士 （护理） 人才交流”项
目，派遣优秀护理专业毕业生赴德学习
工作三年，为中职学生出国学习、培
训、就业开创了绿色通道。

目前，学校着眼国家创新驱动战
略，与市区科委全面合作，瞄准特色
主导产业，引导师生参与产品研发及

成果转化。由 11 名教师和 12 名电子、
4 名机械、3 名汽修学生和企业方共同
组成的研发团队，联合开发了“智能
传感器采集系统 V1.0”“智能传感器
软件”“语音识别理实一体化实验系
统”三项国家专利，为学校的创新发
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不忘初心育人才
负笈远行谱华章

开州区职业教育中心在创新发展
中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通过校
企孵化实现了创新发展，为学生播下
了希望的种子。近年来，学校创新

“校中厂，厂中校”工学结合模式，以
西部声谷数据处理中心为依托，实现
了学生学习、工作、创收三不误。学

校还创新校企科技研发共赢模式，以
重庆蜀腾科技为依托，通过多媒体产
品研发和生产、3D 打印、兴趣小组等
形式，共同研发教学多媒体产品，仅
2017 年销售收入就突破 3000 万元，获
得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称号。

在“动”中为人才培养助推。学校
每周开设 2 节创新创业课；1 次“创
新、创业、职业生涯规划”主题沙龙活
动；每期组织1—2次高档沙龙活动；六
大专业部、团委、学生处、就业办各组
织2次，为学生创新创业夯实基础。

在“做”中为人才培养加力。近年
来，学校以电商为主体，与农村淘宝服务
中心，对全区200余个网点的电商进行技
能操作培训，对缺资金的学员实施重点帮
扶，取得显著成效。目前，部分学员的电
商年收入达到6位数以上，带动了一批创

业者成为创新创业的领军人物。
在“创”中为校企发展助威。随

着经济形势的发展，学校不断创新小
微企业孵化模式，以超宇广告、同创
社、宝旅旅游、兴艺装饰、灵畅互动、
跑爆网等为依托，企业与学校广告设
计、护理、旅游服务与管理、计算机等
专业对接，企业用学校场地生产经营，
学生轮流到企业学习工作。在现代学徒
制模式创新上，学校与重庆市德法尔通
汽车、上海永琪美容美发深度合作，企
业带设备人员入驻学校，教师与师傅共
同带领学生学技术、学技能，实现了真
正意义上的校企无缝对接，在学校、企
业、学生之间，架起了一座创新发展的
金桥，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重庆市职
业教育的创新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
献。 （姜正友）

搭建双创平台 促进产教融合
——重庆市开州区职业教育中心创新发展纪实

重庆市开州区职业教育中心是“国家中职改革发展示范校、国家
重点中职学校、全国职业教育工作先进集体、国家三建机构移民培训
先进集体”。作为三峡库区的中职教育先进学校，15年间，学校在市
区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历经重组建新、创国家重点和全国示范学
校三大跨越式发展，倾力打造了开放、创新、创业的孵化平台——
“蚁众工坊”众创空间，在产教融合、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等方面，
探索出了崭新的发展道路。

基于文化传承 确立育人目标
——培育未来合格公民

学校的育人目标对学校的发展具有
引领性，关系着学校的长远发展。基础
教育是学生习惯与品性发展的奠基时
期，应为孩子一生的发展打好生命底
色。都江堰市北街小学基于学校科学做
事、文明做人的文化，结合 《中国学生
发展核心素养》、都江堰市政府部门出
台的 《美丽的花朵素质教育行动计划纲
要》，将育人目标具体化为：“会健体、
讲文明、善学习、能担当”。四大目标
分年段再细化具化，通过持续 6 年的教
育，北小学子具有未来合格公民的基本
要素“健康文明，具有持续学习能力、
具备一定的责任担当。”在合格公民的
基础上，通过个性化课程，培养具有民
族情怀、现代素养的世界公民是第二层
级的目标。

构建课程体系 增强育人实效
——体验实践中成长

课程是指学校为实现培养目标而选
择的教育内容及其进程的总和。它包括
学校老师所教授的各门学科和有目的、
有计划的教育活动,它是学校育人的主要

载体。课程及其内容的设置以培养目标
为依据，是学科知识的结合，是学生在
学校的全部活动。学校把原来的若干德
育活动进行梳理、归纳、思考和提炼，
围绕培养目标，构建了学校德育课程 3.0
版。包括基础必修课程、主题体验课
程、个性化拓展课程。

基础必修课程,核心目标是“习惯及
规范，这是合格公民的普及教育”。学
校把若干作为普通公民都应具备的素养
具体化，做到每月有主题、每周有重
点；课堂有习惯，活动有要求；公众场
合有细则。列举如图 1。

主题体验课程，以年段、学科整合
设计的体验课程。一是以年级为主设计
的；二是学科特点明显的艺术节、体育

节主题体验课程。如图 2：以年级为主
的主题体验课程。

个性化拓展课程，是将社团活动课
程化，使学生个性得以充分发展。学校
外聘专业教师和校内有专长的老师相结
合，根据学生需要开设了田径、排球、
乒乓球、羽毛球、篮球、足球、武术、
舞蹈、美术、科创、小主持、阅读、书
法、长江水学校课题研究等个性化拓展
课程若干。如舞蹈社团的 《锄禾》《幺
妹看戏》《吉祥三宝》 都在省市获特等
奖，并多次参演各种重要活动。美术社
团创作的 《木刻都江 神画古堰》《北
小百年·影寓千秋》 皮影作品、以及根
果艺术、生肖剪纸以及 5000 多个线描作
品的迷宫组成了学校极美的艺术长廊。

每次来自全国及省内外的同行一看到，
都颇受震撼。

创新评价方式 改变育人观念
——家校合力显实效

学生是教育过程的起点和终点，教
育评价是对教、学效果的检验，对师生
发展具有引领性。都江堰市北街小学通
过评价前置，引领老师、家长一起参与
到的学生个性化评价中来。北小的具体
做法分三步走：1. 依据年段把培养目标
分解，做到人人知晓。目标的分解是对
学生发展规律的尊重，也体现了教育的
科学性。2. 人人参与学生评价手册的制
作。师生、家长制定的过程就是体会评

价细则“多元”“具实”“个性”的导
向。3. 师生和家长对照“文明就餐”“体
育锻炼”等细化具实的目标，每月一评
价。这一步就是引导家长、师生关注孩
子成长的过程，在过程中对标及时调
整、改进、增删对孩子的教育，使孩
子成长是动态的，不是结论式的静态
化。

都江堰北街小学坚持立德树人的发
展方向，在立体的课程中，让学生人与
人、人与事、人与环境相互认识，相互
作用，促进北小学子成长。一批批德智
双馨的北小少年在这里蓄势待发，自信
地慢慢地迎接未来。

（北街小学校长 周 丽 北街小学
德育副校长 钟雪兰）

都江堰市北街小学
始建于清光绪二十九年

（公元 1903 年），至今
已有 115 年历史。办学
之初，学校便确立了

“ 科 学 做 事 ， 文 明 做
人”的校训。百年历
程，初心未改，学校始
终坚持“立德树人”的
育人方向，将“小习惯
成就大人生”作为德育
工作的核心。从 2009
年至今，学校对德育课
程进行了第三次梳理，
充分体现全员、全程、
全面育人的学校德育课
程观。学校构建科学、
多元、丰富的德育课
程，以期造就德高望重
的名师，培育星光灿烂
的后代，使他们永为德
行的楷模，操守的典
范，慎独的大我，做人
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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