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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学校 +军
营+企业”的管理模式

隆化职中创办于 1984 年，以军事
素养教育闻名全国。2011 年南川区投
资 1.2 亿，新建了这所占地 268 亩的现
代化新校区。现有教职工 321 人，学
生 5000 余人。多年来，学校构建了

“学校+军营+企业”的管理模式，为
职业教育的发展探索了新路。

——“学校+军营+企业”管理模
式，为职业教育发展破解困局。现
在，许多职业院校普遍存在着生源文
化基础差、管理困难等问题。这些问
题为职业教育如何完成“立德树人”
的根本任务提出了新的挑战。一种适
合学生发展、适合学校发展、适合社
会发展的“学校+军营+企业”的管理
模式应运而生，这就是隆化职中对职
业教育做出的一大贡献。

据张健校长介绍，“学校+军营+
企业”的管理模式，赢得了社会各界
的好评。特别是学校遵循“服务区域
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全体学生终身发
展”的办学理念，与 LG 集团、天津月
坛集团、格力电器集团、博西华家用
电器集团等 60 多家大中型企业，联合
组建“订单班”，实行准军事化管理，
全面提高了人才培养质量。

什么是“学校+军营+企业”的管理
模式？张健校长说：准军事化管理倡导
以军队的纪律规范学生，以军人的精神
教育学生，以军营的作风感染学生。其
核心是：坚持思想育人与严格管理相结
合，学校育人和社区教育相结合，企业
育人与技能培养相结合，理论指导与生
活实践相结合，建立健全高效运行的管
理机制和激励机制，完成时代赋予的

“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扎根巴蜀不出山，立德树人做贡

献”，说的是刘汉厚老师，他扎根巴蜀三
十载放弃优厚的待遇不出山，为的就是让
更多的孩子走出大山。他说，“学校+军
营+企业”的管理模式，就是“隆职模
式”，它一定程度破解了职业教育发展难
的问题，引领着学校不断创新发展⋯⋯

——“学校+军营＋企业”管理
模式，使职业教育发展如虎添翼。如
何让学生都学到过硬的本领，是隆化
职中一直在研究的课题。准军事化管
理的意义在于：它比一般管理更严、
标准更高、内容更全、效果更好。学
校创新的“学校+军营+企业”的管理
模式，坚持了以德立校、从严管理、
促进养成的方略，对学生实行全程无

缝隙管理，让全体学生在严谨求实中
得到发展。

据宋成老师讲，他的班里有一名
学生基础较差，进入“博西华班”始终
跟不上去。2016年宋老师带领同学到重
庆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实践锻炼，恰巧，
这名学生一个人负责一条生产线。说实
话，这是很难完成的任务。每天，生产
线上，这名学生脚站麻了，他在坚持；
腿脚都肿了，他还再坚持；后来，这名
学生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还成为了企业
一名不可多得的人才。

任小林老师说，“学校+军营+企
业”的管理模式，是使学生在发展
中，怎样成人、如何成才、怎么样贡
献社会的一种创新举措。用 2017 同维
电子班王洪、张顺龙、黎小红、李佳
丽等多名同学的话说：“古之立大事
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
拔之志。学校给予我们的就是这种成
就人生的力量⋯⋯”

——“学校+军营＋企业”管理
模式，破解职业教育的创新密码。融
入隆化职中，创新是永恒的主题。为
使学生养成良好习惯，学校每学年都
要进行为期两周的军训，让学生学习
军人作风，完善自我形象。许多学生
在军训中掉肉不掉队，流汗不流泪，
充满了准军人的自豪感。

走 访 中 ， 学 生 们 讲 述 着 “ 军 事
化”的烙印：教室上课要站队，见到
老师要行军礼，餐厅就餐要整齐，自
习回宿舍也要排队行走。尤其是学生
往返教学区和生活区，哪个班在前、
哪个班在后、走哪条路都有严格的规
定。就连学生就餐吃饭，都有教师陪
餐，保障学生合理饮食。

来到学生宿舍，只听军号一响，
10 分钟内学生就完成了一系列内务整
理。看到一个个“豆腐块”、齐刷刷的
鞋跟、一个方向的牙刷和杯子，不能
不说，这是“学校+军营+企业”的管
理模式，发挥了极佳效能⋯⋯

学生们非常自信地说：“严格、守
纪、文明、养成，让我们百炼成钢。”
许多外省市的学生家长也这样说：“把
孩子送到隆中，看好的就是这里的军
事化教育，孩子们那种过硬的本领，
让我们充满了希望！”

打造“学校 +文
化+企业”的文化育人
环境

用 先 进 的 学 校 文 化 占 领 思 想 阵
地，是隆化职中的鲜明特色。行走在
班级之间，课堂文化、墙壁文化、学

校广播站、德育专刊、校园网、班级
主页、家校通讯，应有尽有，它成为
了莘莘学子的精神家园和文化乐园。

——“学校+文化+企业”的两大
目标。据学校领导讲，“学校+文化+
企业”的文化模式，主要有“思想道
德素质”和“身心养成素质”两大目
标，它构成了“立德树人”的核心。

思想道德素质包括：热爱祖国、
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牢固树立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坚定信念；培
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培养学
生艰苦奋斗、实干创新的精神，使之成
为对社会有所建树的一代新人。身心养
成素质主要包括“身体素质、心理素
质、文化素质、技能素质”等四个方
面，为学生成才提供支撑。

据学生们讲，李情老师是他们的
好朋友，同学们都习惯叫她“情姐”。
一次，一名学生上课突然晕倒，李老
师赶紧与同学把他送到学校医务室，
自己还亲自给学生熬粥买药，令我们
十分感动。还有一次，一名学生产生
了厌学情绪，只要一有空,李老师就找
其谈心，后来，这两名学生都成为了
企业的佼佼者。对此，李老师说：“只
有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兄弟姐妹来疼
爱，才能收获学生的真心和回报⋯⋯”

——“学校+文化+企业”的精彩
呈现。文化是指引每一名学子前进的
灯塔，也是隆化职中传播先进思想的
精彩呈现。每年学校都要开展“祖国
颂”国庆大合唱比赛、“树文明形象，
做文明中职生”等各种活动。每周六
日还有学生拉练、拓展训练、素质教
育讲座等活动。

为培养学生责任意识，学校实行
班干部轮流制和岗位职责制，全校
80%以上的学生在班级都担当过不同
职务。学校还通过竞争上岗选拔学生
干部，他们以“主人翁”的姿态履行
责任，“军风”“军纪”“校风”“校
纪”，在这里蔚然成风。

走访中，吴雨霜、吴霜雨、邓信
雨、夏华军等同学道出了这样的心
声：文化育心，活动育能，母校开展
的特色活动，展示了我们的风采，让
我们在德技双馨、学以致用的道路上
奋勇前行⋯⋯

——“学校+文化+企业”的四大
创新。谈到隆化职中的特色创新，赵
志章、谢本应老师说，学校在长期的
探索中创新了“四大文化”，为人才培
养营造了优美的环境。

墙壁文化：教学楼、办公楼的墙
壁上都镌刻有军营文化、学校文化、
企业文化。只要师生一进入学校，就
会被浓厚的文化所感染。

班级文化：各个班级，文化墙、
文化栏，都由学生自己打造成文化阵
地 ， 营 造 出 了 “ 学 校 ＋ 军 营 ＋ 企
业+”的育人氛围，激发了全体学生
的学习积极性。

企业文化：优秀的企业文化培养
了学生的职业道德、职业氛围、职业
技能、职业理想。校园内、楼宇、道
路、廊亭、基地等都融入了企业文
化，激发了学生成才的动力。

管理文化：宏观上，学校构建了
《实施军营文化教育主体制度》《军营
文化教育管理条例》；微观上，实施了

《军营文化教育日常管理条例》。它通

过“订单班”“冠名班”，把学校文化
和企业文化融为一体，为培养创新型
人才提供了浓郁的文化环境。

构建“双元协同·
四体融通”的培养模式

“双元协同+四体融通”人才培养模
式是隆化职中的一大创新。“双元协同”
即校企双方共同协同职业教育的发展；

“四体融通”即招生招工一体、岗位课程
一体、生产实训一体、双师队伍一体。
2017年学校作为中职学校代表，在重庆
市教育工作会议上介绍了创新发展经
验，得到了领导专家的充分肯定。

——“双元协同·四体融通”育
人平台。学校通过双元协同、四体融
通的培养模式，主要解决了职业教育
现代学徒制发展问题；解决了人才培
养与岗位能力脱节、企业需求与实际
脱轨、学校教师和企业力量融合的问
题。由过去的“剃头挑子一头热”，实
现了“锅台烧火满炕热”。

“双元协同·四体融通”培养模式
规定：校企共建实训基地，共同制定
人才培养目标、课程标准、教学计
划、实训标准；学生基础理论课和专
业理论课由学校负责；生产性实训、
顶岗实习由企业完成；学生毕业即参
加工作实现就业，达到企业人才需求
的目标。

——“招生招工·岗课融通”育
人机制。根据校企合作协议，按照企
业岗位要求“学校招生·企业招工”。
企业每年为学生设立奖学金、助学
金。每人 800 元/年，奖学金每人 1200
元/年；顶岗实习期间享受员工待遇。

据学校领导讲，“招生招工·岗课
融通”，即培养目标与企业需求融通、
职业标准与课程标准融通、课程实施
与工作过程融通。校企双方按照岗位
任务、工作内容制订课程标准，使职
业标准与专业课程标准融为一体。目
前，学校制冷制热实训室、家用电器
实训室、家电维修一体化等 17 个实训
室，满足了人才培养的需求。

——“双师互动·校企融通”保
障平台。“双师互动，校企融通”培养
模式，学校与博西华建立学校教师与
企业师傅的互动机制。每年 3—6 月企
业派遣师傅进入校内课堂授课，确立
师傅与徒弟结对的育人机制；学校引
导专业教师与学生参加工学交替实习。

“校企融通”主要围绕“课程内容
的选择”和“企业岗位能力需求”两
个决定性因素，创新的一种入学即就
业的模式。它通过定岗双元，确定学
生工作岗位，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
作、教学过程与工作过程、课堂与车
间三位一体的平台，实现了学生的自
主学习能力、基础操作能力、企业生
产能力和合作创新能力。

搭建“学校 +企
业+社会”的成才模式

职 业 教 育 的 核 心 是 服 务 人 的 发
展，积极搭建“学校+企业+社会”的

人才培养立交桥，这是隆化职中创新
经验的精髓。长期以来，学校通过

“学校+军营+企业+社会”的立交桥，
进一步推进了“学历+技能+能力”三
位一体人才培养机制全面形成，为学
生的终身发展搭建了金桥。

——“学校+企业+社会”人才培
养的金钥匙。近年来，隆化职中联合有
关职业学校、企业、行业协会组建的跨
区域、跨省市的职业教育联合体——

“金佛山职业教育集团”，全面深化“学
校+军营+文化+企业+社会”培养模式，
为培养创新型人才提供了舞台。

“学校+企业+社会”的创新模式
的优势在于：前园办学，后园办厂，
行业文化进校园，企业文化进教室，
形成了“学校即企业，教室即车间，
车间即战场，实践即产品”的人才培
养循环链。形成了“工学结合、半工
半读、校企合作、深度融合、现代学
徒”等多种人才培养模式，真正实现
了学生、家长、学校、企业、社会多
方受益的发展格局。

目前，学校同国内外知名企业进
行深度合作，保证了学生进口旺、出

口畅、技能好、就业稳、受欢迎。现
在，学校与 60 余家国内外大中型企业
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不仅为当地
培养了人才，还承担重庆市对口支援
青海省的人才培养任务，为玉树地区
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使美丽的职
教之花，在雪域高原竞相绽放。

——“学校+企业+社会”人才培
养的孵化器。2009 年，隆化职中就探
索出了“学校+军营+企业+社会”的
办学之路。2011 年学校与世界知名企
业博西华家用电器正式合作，实行定
向招收和培养专业技术人才，打破了
传统教学的界限，成为了培养高技能
型人才的孵化基地。

走访中，李莉萍老师说，梁建同
学是自己的骄傲，也是贵州人的骄
傲。他作为贵阳市第一届博西班的学
生，在校企双方的培养下，毕业后被
分配到了北京，因表现突出又成为负
责贵州省的一名工程师。在他的带动
下，梁建家乡有4名学生，也慕名来到
了隆化职中，实现着他们的人生理想。

韦老师接着说，“学校+军营+企
业+社会”培养模式，不仅是一种方
法，更是学生实现梦想的阶梯。它让
师生边教、边学、边做，掌握更多的
专业技能。这种模式创新，是对传统
的颠覆。它突破了传统“文化课→专
业基础课→专业课→技能训练”的束
缚，创造了适合学生发展和职业教育
发展的崭新之路。

现在，韦老师负责的博西班，人
人都表现出色。“传道敬业，践行自
我，成就学生，放飞梦想”，是她最大
的追求⋯⋯

——“学校+企业+社会”人才培
养的播种机。总结隆化职中的经验，
可用唯有改革才有发展、唯有发展才
有创新来概括，它为全国职业教育的
发展提供了成功的示范。近年来，学
校参加重庆市文明风采大赛，学生获
一等奖 20 个、二等奖 26 个、三等奖
85 个，参加第八届全国文明风采大
赛，获一等奖 7 个、二等奖 11 个、三
等奖 16 个、优秀奖 3 个的优异战绩。

示 范 之 一 ： 开 拓 创 新 ， 突 破 传
统。隆化职中的创新经验，使学生开
发了思维能力、动手能力、专业能
力、创新能力。以校企合作为例，企
业提供市场主流产品，企业技术人员
全程参与学员培训和实习，零距离感
受企业文化、企业管理、核心技术、
专业知识，培养出了真正适合企业和
社会所需的技术人才。

示 范 之 二 ： 双 赢 互 动 ， 助 推 发
展。隆化职中创新的人才培养模式，

对师资队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人
才质量是有效的检验和监督。通过校
企合作，企业为教师提供生产一线的
基地。学校通过合作，每年获得 10 万
元的办学经费，企业提供的先进设
备，5 年后归学校所有和使用，实现
了真正意义上的优势互补。

示 范 之 三 ： 服 务 社 会 ， 共 育 良
才。隆化职中的创新经验，实现了学
生入校即就业、进厂即工作的办学目
标。学员在学校学习两年，第三年到
企业实习，毕业后签订劳动合同，真
正为学生的发展铺就了一条成功之
路、就业之路、发展之路。

蜂采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
甜？总之，隆化职中创新的“1+1+
N”的人才培养模式，是现代职业教
育创新发展的成功样本，它在渝川黔
北地区发挥了引领、示范作用。如
今，这所美丽的学校犹如一艘巨轮，
正承载着数千名学子的殷殷希望，领
航巴蜀大地，穿越长江三峡，走向全
国，走向世界。

正像校史馆记述的那样：三十载
岁月更迭，她的脉搏始终与巴渝大地
同频共振；三十载创新发展，她的呼
吸始终与国家、社会、学生息息相
通；她昭示着往者的奠基和创业，更
召唤着来者的传承与开拓！

这就是重庆市南川隆化职中的真
实写照⋯⋯

（杨士连 韦 娜 杨 毅）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指出：“树立多样化人才观念，尊重个人选择，鼓励个性发展，不拘一格培养人才。”重庆市南川隆
化职中学校（以下简称隆化职中）所折射出的闪光点在于：作为国家重点职业学校，只有时刻将学生的成长成才放在心上，人民群众才能把
学校视为自己的掌上明珠时刻放在心里。

隆化职中的成功经验表明：教育就是服务，职业教育就是服务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服务全体学生终身发展；就是培养学生成为有理想、
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专业技能人才。这种治学思想，解决了职业教育走什么样的路、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的根本问题。特别
是在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过程中，职业教育如何完成“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这所学校总结的“学校＋军营+企业”“学校+文
化+企业”和“政府+行业+学校+企业+”的人才培养模式，为全国职业教育发展提供了成功的示范。

隆化职中之所以取得显著成就，关键在于：一所好的学校有一个好的领导集体，一个好的领导集体一定能打造出一所好的学校。学校的
创新发展离不开当地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离不开市区教育主管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离不开张健校长等开拓、创新、务实、勤政型
领导队伍和全体教职员工的共同努力，使学校一举成为“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建设示范学校、全国重点职业学校、全国职业教育先进
集体、全国民族团结先进集体”，为重庆市和我国职业教育的创新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打造现代职业教育创新发展新样本
——重庆市南川隆化职业中学校人才培养模式的调查

清晨，伴着第一缕阳光，在重庆市南川区美丽
的金佛山下，便响起了嘹亮的军歌。顷刻间，一个
个学生迅速奔向运动场，踏着整齐的步伐，开始了
全新的一天。这就是被誉为“金佛山下西点军校”
的隆化职中。

走进学校，一所极具现代化的校园格外引人瞩
目，大门上方“隆化职中”四个大字屹立中央。迎
对校门，一座巨大的文化石在翠竹的映衬下十分壮
观，基座上镌刻着“隆中赋”和“厚德·睿智·精
技·创新”的校训。左侧是学校先进一流的大型运
动场，右侧是教学区，“敬业楼”“兴业楼”“修业
楼”“精业楼”“成业楼”依次排列，这种匠心独具
的命名，着实令人折服。与校门遥相呼应的是“崇
德楼”，楼前面是厚德文化广场，15 根错落有致的
圆柱直顶苍穹，一尊《学海扬帆》的不锈钢雕塑矗
立中央，各种文化石、大型浮雕，在绿树、鲜花的
簇拥中，给人以启迪，给人以力量⋯⋯

总之，重庆市南川隆化职中打造的是高质量的
现代职业教育，铸就的是工匠精神，成就的是创新
型技能人才。探寻隆化职中的创新发展经验，就从
这里开始——

具有准
军事化风范
的南川隆化
职业中学学
生巡逻队

校企
合作企业
博西华公
司技术员
在校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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