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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烹饪艺术源远流长，只要
不断传承，必然后继有人。塑造产
品，培育新人，均需无限的专注和无
私的投入，只要薪火相传、代代不
息，必能培养出具备‘自己用心、行
业称心、政府放心、市场欢心、企业
同心、家人安心’素养的专业技能人
才。”这是不久前李林生写给全体徒
弟们信中的一段话。

李林生出身于烹饪世家，从厨
47 年，是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大酒
店董事长，更是多所职业院校烹饪专
业的顾问和兼职教师。47 年来，他
一直致力于餐饮这个行业和烹饪专业
人才培养，从未间断。

学艺先立德，做菜先做人
德清金菜坊酒店总经理丁少冬出

身于安徽农村贫困家庭，1993 年就
拜李林生为师，跟随师傅 20 多年。
在丁少冬的印象中，师傅在每个徒弟
的成长过程中，都是严格、严格再严
格，不仅要求徒弟们吃苦耐劳、夯实
基础、精心做菜，更要诚实做人、尊
师爱幼、善待客人。师傅还指导和帮
助徒弟们自主创业，因为在师傅的心
目中，一直认为“同行不是冤家，而
是竞争对手”，只有竞争才能共同提
高，中国饮食文化才能得到更好的传
承和发扬光大。

“评价一位厨师成功与否，可以
看他在厨德和厨艺上的造诣有多深。

成功者之所以成功，在于做人的成
功，成功之道，在以德而不在以谋，
成功的厨师往往都有一颗谦虚的心、
勤谨的身。”李林生始终坚持“先做
人，后做菜”的理念，也因此，每个
弟子拜他为师时，他都反复叮嘱弟子
牢记“学艺先立德，做菜先做人”的
道理。

“对于师傅的谆谆教诲，我记忆
最深刻的一句话是‘做事先做人，做
事可以犯错，也允许犯错，但做人不
能犯错，那是一辈子的事’。”德清忆
往事怀旧餐厅餐务部总经理高民锋
说，几十年来，师傅李林生先后收带
弟子 66 人，徒子徒孙不计其数，弟
子中已有16人担任各饭店总经理、8
位烹饪专业教师担任高职院校中层领
导，“事实证明，加强厨德教育，对
提高厨师烹饪技能乃至打造浙菜品
牌，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李林生带着弟子参加各级烹饪专
业大赛无数，其中在国家级大赛中共
夺得 16 块金牌、2 块银牌、2 块铜牌
以及 5 个团体金奖。作为中国烹饪大
师、中国烹调高级技师、餐饮业国家
级评委、中国名厨专业委员会常务副
主席、国家技能鉴定中心专家委员，
他还经常到全国各地讲学和交流，为
传承和弘扬中国和地方餐饮文化不遗
余力。

虽然企业工作和社会事务很多，
但李林生却从没间断到学校授课，对
待学生更是关爱有加。他注重培养学
生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品质，经常以自
己的成长经历来教育学生，让学生树
立学习的信心。此外，他不主张只奉
行“师傅领进门，修行靠自己”的传
统授业理念，因为“每个人的能力都
存在差异性，培养厨师必须要有针对
性并要下苦功夫，这是老一辈厨师的
职责和使命”。

关爱助职教，合作创成果
“群峰，我在学校实训室，你能

过来一下吗？”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优秀指导教师、德清县职业中专
教师沈群峰的印象中，这样的电话不
知接了多少次。而当他赶到实训室
时，每次都会看到师傅李林生正在悉
心指导学生操作，时不时还亲自演
示。如果是不熟悉的人看到这样的场
景，很难想象这是一位星级酒店的董
事长。

莫干山大酒店是浙江省商业职业
技术学院和浙江省中职学生优秀校外
实训基地，除了每年接纳中高职学生
顶岗实习外，还与德清县职业中专联
合开展烹饪、酒店服务类专业的现代
学徒制试点，李林生不仅参与现代学
徒制试点方案的制订、为实习学生安
排岗位和指导师傅，还经常手把手地
对学生进行指导。此外，他还参与和
指导德清县职业中专编写了 《炉台实
战技艺》《菜品策划与设计》 等省级
课改教材和 《德清地方名菜名点》

《星级酒店菜肴制作》《德清农家乐菜
肴》 等地方特色教材。

“师傅时常给我们念叨要‘先做
人，后做菜’，立足自己的岗位，尊
重同行、为人谦卑、心怀感恩、回报
社会。除了技能上的指导，师傅更为
我的专业发展搭建了许多平台，包括
到他的酒店挂职锻炼、参加各级烹饪
协会和饭店协会活动、参与师傅领衔
的大师工作室活动等。”李林生对专
业的执着、对后辈的关爱深深地影响
着沈群峰，他说，“师傅这种毫无保
留、平易近人的品质，让我也如此地
对待自己的学生，发扬工匠精神，让
烹饪技艺得以传承和发展。”

虽然李林生是全国优秀企业家、
全国优秀厨师、浙江省劳动模范，是
顶级浙菜十大宗师之一，但他一直关
注中职学校烹饪专业师资队伍建设和
教学水平提升。2013 年 12 月，李林
生与德清县职业中专联合在其酒店建
立了“李林生大师工作室”，工作室
成员由企业技术骨干和中职学校专业
教师共同组成。依托工作室，李林生
与专业教师开展师徒结对，加强对专
业教师职业道德和专业技能的培养，
指导烹饪、酒店服务等专业的教学改
革，并为优秀学生进行技能和参赛菜
品的指导。

好学型、工匠型、德慧型、责任
型、研究型、创新型、合作型、专家
型，这是李林生为优秀烹饪专业教师
设定的不同目标。为了激励师生在各
级技能大赛中获奖，李林生专门设立
了“优秀指导教师基金”；在他的指
导和激励下，已有 8 位职业学校专业
教师被评定为“中国烹饪大师”称
号。鉴于李林生对职业教育的卓越贡
献，他被确认为浙江省首批中职大
师，并获批名师工作室立项单位。

潜心做研究，匠心铸品牌
餐桌上的色香味形意，来自能工

巧匠们的精雕细琢，每一道美味背后
都蕴含着一颗精益求精的心，这是工
匠精神的体现。李林生认为：“餐饮
这行当看似简单，其实并不简单，如
想把自己铸造成一名工匠型厨师，唯
一的修炼办法是把烹饪视为一项做到
老、学不完的职业。只有常学常进，
方能与时俱进，学习到感动自己，努
力到无能为力。而更重要的是，我们
要读懂工匠精神，时时对自己的作品
斤斤计较、吹毛求疵。”

中国红厨网上是这么介绍李林生
的：有那么一位嗜烹饪入骨的老厨子
李林生，在他看来，欲成为工匠型厨
师，唯一的修炼办法就是学无止境。
他一直致力于引导中国厨师界，可以
通过对色香味形意的追求，和对营养
的合理搭配与技法变化上的研究，让
全世界喜欢中国菜的人，都能吃出健
康、吃出美味、吃出艺术、吃出情
感、吃出技艺、吃出文化。

“董事长带领酒店厨师每月研发
一道新菜品，并将其潜心研发的每一
道菜品，都量身定做了菜肴质量标准
卡，将‘每月一菜’制作的详细信息
毫无保留地发布在酒店公众微信平台
上，让同行和客人分享。”莫干山大
酒店总经理夏治华说，“董事长常
说，美好的东西总要经过时间的沉
淀，人生也需要如此。人这一辈子总
有那么一件事是一生所爱，它是我们
执着于其他人、事、物上，并为之付
出时间与心力的充分理由，而他的一
生所爱就是烹饪和美食的分享。”

李林生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
的。在“李林生大师工作室”，每天
都能看到这位已至花甲之年的老厨
师，用他对美食一生的情缘和孜孜不
倦的追求，研发出一道又一道脍炙人
口的菜品。研发过程并不会一帆风
顺，但是对于这位老厨师来说，每一
次失败都是挑战成功的动力，直至专
家认可、市场满意为止。

“每一道菜都需沉下心来细细品
味，才能悟到味的真谛，好的食材更
要用心去烹饪，与人共享。水的清澈
并非因为它不含杂质，而是在于懂得
沉淀。我愿意听从内心的安排，至少
对得起光阴和岁月。我们不仅仅是厨
师，更是中华民族健康的卫士。”这
或许就是李林生对烹饪事业的执着与
追求。

李林生：
人品决定产品
匠心铸就品牌

本报记者 钟伟 通讯员 张立淼

匠人
匠心

在“李林生大师工作室”，李林
生（右三）正在指导学生和徒弟面点
制作技艺。 张立淼 摄

职业院校“教学诊断与改进”工
作通过试点探索、培训推动，正逐步
从点到面、从上到下在全国全面推
开，“诊改”理论也不断完善，实践
成效正逐步彰显。虽然“诊改”工作
和办学水平评估、示范项目建设等工
作一样，都是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实施
对职业教育管理、推动职业教育水平
提升的一种手段，但是从“诊改”工
作的立意、形式、逻辑、方法、结果
来看，其文化意义非同一般。

凸显教学的中心地位

“诊改”工作界定为“教学工作
诊断与改进”，鲜明地提出了其价值
导向——以教学为中心。

在方案设计中，从学校、专业、
课程、教师、学生等 5 个层面，以及
决策指挥、质量生成、资源建设、支
持服务、监督控制等 5 个管理环节进
行“诊改”，以“诊改”政策推动和
强化学校各种教育因素向教学集中、
向育人聚力，立体化支持和保障教学
工作，增强了管理、服务等非教学主
体的教学意识，充分体现了教学中心
地位。在生源减少、职业教育地位尚
待提高的大环境下，凸显教学中心地
位、教育质量意识，对于职业教育持
续健康发展的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体现政校目标一致性

通过一定方法对学校整体或者局
部工作进行评价，是政府实施对教育
管理的一种方式。

办学水平评估是在职业教育发展
初期，政府为提高职业院校水平进行
的合格、选优评价，目的是促进职业
院校达到办学的基本要求，确保职业

教育质量，同时通过树立标杆引领职
业教育整体水平提高。示范项目建设
则是抓住专业这个学校工作的核心，
调动国家、地方、院校、行业企业等
方面的积极性，以行政性手段择优扶
强、选树目标，以部分专业为样板、
少数优质学校为示范，促进和带动整
个职业教育水平的提升。评估、示范
建设都要得出“水平”的结论，这种
结论具有鲜明的“档次”标签，自然
价值不菲。在这一指挥棒下，利益的
驱动使得所有职业院校一定会全力以
赴努力争取。

“诊改”工作虽然也由政府主
导，但其目的聚焦“质量”、方法注
重“诊断”，各校不必横向比较，无
须优材料、补材料、耍笔杆，要的就
是真实状态、专家智慧、目标标准、
改进提高，这样的机制设计使得政府
和学校目标完全一致。对职业院校来
说，参与“诊改”与迎接评估的心理
和思维是颠覆性的，“诊改”过程是
理性的、平和的。

激发质保主体内生力

外因是变化条件，内因是变化根
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诊
改”就是通过诊断职业院校内部不同
层面的质量保证体系并不断改进，而
逐渐达成不同层面的高质量和最终实
现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的高质量。推动

“诊改”工作是政府行为，这是外
因；但每所学校所处的区域环境、服
务的行业背景、自身的历史文化、已
有的发展基础、存在的现实短板、职
工的价值取向等都不一样，学校目
标、专业目标、课程目标、教师目
标、学生目标虽有共性，但各校个
性、内在需求千差万别，这就决定了

“诊改”的重点、标准、方案必须符

合各校实际，内部的“诊改”需求、质
量目标、“诊改”动力才是“诊改”质
量保证的内因。

教育行政部门推动“诊改”的目
的，是促进职业院校自我反省、自我改
进、自我提高，并在专家指导下进一步
优化提高，可见这个过程最核心的是激
发质量保证主体——职业院校的内生动
力，这一机制从管理文化上讲，相对于
过去的评估、示范建设则是革命性的。

促进管理手段现代化

从“诊改”的初衷看，就是建立学
校、专业、课程、教师、学生等5个层
面的目标、目标关系和评价标准，建立
决策指挥、质量生成、资源建设、支持
服务、监督控制等5个方面质量支持系
统的目标、目标关系和评价标准，以及
5个层面和5个方面的质量依存关系。

诊断这些目标、标准、关系，还需
要设计事前、事中、事后等多个环节，
把这些关系、环节连接起来是一个十分
庞大的体系，会有大量的观测和评价数
据，如果没有大数据处理能力是无法想
象的。很显然，仅靠个人经验、个人智
慧、个人魄力远远不够，不提高信息化
水平，“诊改”工作难以开展，学校管
理质量无法保证。

“诊改”工作把“提升教育教学管
理信息化水平”作为重要任务之一，其
意义非同凡响。所以，管理手段现代化
不仅是“诊改”自身工作的需要，更是
学校管理质量和学校水平的重要标志。
在新时代，大数据是学校决策、管理的
重要资源，对大数据的科学有效处理和
正确使用，是智能校园、智慧校园形成
的基础，是“互联网+”战略在职业院
校的现实化。“诊改”对促进职业院校
管理手段现代化必将立下汗马功劳。
（作者系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研究员）

“教学诊改”的文化意义
方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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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石莲子镇
社区教育中心聘请的沂蒙科技之
星、蔬菜种植专家、杜家汀河村党
支部书记杜善斗 （前排右二），在
石莲子镇番茄种植大棚现场向番茄
种植户传授番茄管理技术。

石莲子镇社区教育中心是“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农村社区学习中心
能力建设”项目点。据该中心校长
高道泰介绍，中心以“引导结构调
整，形成产业特色”为宗旨，通过
多个部门联动、多方资源统筹，围
绕镇域经济“花生种植”“小麦田
间管理”“大棚蔬菜种植”“西瓜栽
培与管理”“茶果修剪”“花生加
工”“母猪喂养”“特色葡萄”等创
建了 8 个农业科技实训基地，开展
实用技术培训，不遗余力地推动镇
域经济快速发展，打造镇域农业经
济特色品牌。目前，石莲子镇已经
初步形成“东边蔬菜西边果，北边
蚕桑南边烟，中间古城西瓜炸满

天，西南葡萄一串串，东南水稻金
灿灿，西北蚕茧白又胖，东北花生
也高产”的现代农业产业格局。

据了解，从抗日战争时期创建
“庄户学”“冬学”“妇女扫盲班”
等成人教育形式，树立了抗日根据
地教育为战争胜利服务的一面旗
帜；到 20 世纪 50 年代创建“记工
学习班”，促进农业合作社发展，
毛泽东主席亲笔题词“这个经验应
该普遍推行”；再到如今在农业现
代化征程上创建“学在田间”新模
式，把成人社区教育的基础放到村
里 去 ， 村 村 建 立 “ 农 民 田 间 学
校”，提高广大农户生产生活能
力，莒南县始终牢记使命，继承和
发扬中国共产党成人教育传统，努
力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
文明、治理有效、农民生活富裕的
美丽乡村。

通讯员 蓝建 本报记者 钟
伟 摄影报道

学在田间

画里话外

之言职语

职业教育要摒弃浮躁、坚守育人
本位，必须加强内涵建设，适应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要求。考虑
到学生禀赋和认识水平的个体差异，
职业教育理应把培养精英工匠作为内
涵建设的新要求。所谓精英工匠，是
指具有较强的责任感、使命感，工作
精益求精，技艺精湛、品格优秀、思
维敏锐的工匠，他们追求卓越、敬业
奉献、与时俱进、热爱生活，是工匠
精神的传承者、弘扬者，是我国产业
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过程中的中坚
力量。

培养精英工匠是深化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的客观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
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
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
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
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增强实
体经济质量优势，需要加大研发、加
大创新，更需要有一大批有担当、技
能精、肯奉献的工匠，将研发和创新
的成果落实、物化，制造业如此，服
务业同样如此。目前，我国技能人才
的素质、规模、结构难以满足经济社
会向更高水平发展的需要，要实现产
业向中高端迈进，迫切需要建设知识
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

培养精英工匠是职业教育内涵建
设新的内在要求。精英工匠，首先是
精英，其次是工匠。所谓精英，不只
是企业家、艺术家、科学家，必然还
包括有创造精神、对工作担当，在各
领域精益求精、甘领风骚、卓有建
树，对国家、民族、社会不断奉献的
千百万劳动者。教育的本质在于融合
知识与情怀、培养责任与担当，职业
教育更是如此。职业教育的担当，就
是要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
伟大的时代风尚，培养数以亿计的高
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2600
万职业院校在校生，每个人的智力和
品格优势是不一样的，因此在教育教
学过程中需要因材施教，对那些热爱
钻研、有奉献精神、能吃苦耐劳、思
维活跃的学生创造平台、提供机会、
有意识地加强培养，促使他们成为技
能人才的排头兵、领头雁，成为技术
团队的引领者，成为创新创业的急先
锋，形成示范效应，带动更多的学生
钻研技术、追求卓越。

那么，该如何培养精英工匠？首
先，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
职业道德和工匠精神，尤其重视在专
业课程教学中渗透职业道德和工匠精
神教育。其次，要加强通识教育，重
视校园文化建设。在技术划分越来越
细的当下，强调融通的通识教育，可
以给我们在面临社会、经济、文化、
心理等所有问题时提供一个更大的视
野，使专门化的技术与大的问题能更
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同时，要让追求
精致、精益求精渗入每项比赛、每门
课程、每道工序、每次考核，使追求
卓越成为一种风尚，让工匠精神在校
园里成为共同追求。再其次，要深化
校企合作，重构课程体系，提高技能
评价标准，把实训变为真实工作项
目，把课程评价标准变为行业标准和
客户要求。最后，国家要出台相应政
策，大力解决技能人才发展渠道窄、
待遇偏低等问题，让广大技能人才有
实实在在的成就感、获得感，激发全
社会更加尊重技能人才、更加重视技
能人才培养，形成劳动光荣的社会风
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

当前，我国正从制造大国向制造
强国迈进，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
要一支拥有现代科技知识、精湛技艺
技能、较强创新能力的高素质技能人
才队伍。面对新时代的新要求，职业
教育工作者要勇于担当，积极探索精
英工匠的培养途径，为“建设知识
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做
出更大贡献。

（作者单位：山东省滨州职业学
院现代职业教育研究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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