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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制造催改革 服务产业促发展
——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机器人焊接工艺高端人才培养创新实践

为弘扬中华文化而办学

九十载春风飞度，三千里关山驰
骋。生前，人们这样描写他：他身材
不高，面容清癯，两道弯弯的寿星
眉，不仅见证了他经历的岁月风霜，
也彰显出他内涵深刻的大贤大德。

1922年6月，王广亚出生于河洛
文化的发源地、杜甫故里——河南巩
义市，在中华民族文化的摇篮里长
大。王家家风淳朴，耕读传家。他幼
时被父亲送到村塾就读，后又在邻村
读完小学，对中国传统经典著作早有
接触。1936年，他告别家乡，外出到
开封、洛阳、南阳等地求学，饱受中
原文化的浸润。后为了生计，他由大
陆去了台湾。

1947年的台湾，刚从日本人的长
期统治下摆脱出来，民生凋敝，百废
待兴。他研读报纸，观察时势，一天
晚上，在台北街上行走时，看到临街
的一所房子里热热闹闹地挤满了人。
他上前询问，获知人们是在参加文
化、会计补习班。他顿觉眼前一亮，
决定也去办个培训班。1948年，年仅
27岁的他，在台北首创了台北市私立

育达高级商业家事职业学校，揭开了
他文化教育事业的壮丽篇章。

进入20世纪90年代，冰封的海峡
已经解冻，两岸民间交往日益频繁。
已是古稀老人的王广亚首次回到老
家。当时，他了解到，河南作为近亿
人的人口大省，高等院校很少，而全
国重点大学在河南招生人数又有限
制。每年高考后数以万计的家长为孩
子上学而东奔西跑。看着一个个学子
破灭了大学梦，这位古稀老人落泪
了，他一定要在家乡办学校。于是，
他不顾年事已高，无数次在海峡两岸
奔波，起早贪黑，勘探校址，建设学
校。谁能相信，这位看似孱弱的老
人，在短短几年间就使昔日一片荒芜
的土地，嬗变成一座亮丽的高等学府。

为了在有生之年为传承和弘扬中
华文化作出贡献，他不改初衷，一路
前行。1999年，他在台湾创办了台湾
育达科技大学。2004年，已是83岁高
龄的他，又回到家乡巩义创建了郑州
成功财经学院。时至今日，王广亚创
办了10余所学校。他的文化教育事业
横跨海峡两岸、远及东南亚，涵盖了
幼儿园、中小学、大学等不同层次，
构建了地域广泛、规模宏大、层次完
备、类型齐全的文化教育事业体系。

王广亚因此获得“中国突出贡献教育
人物”“台湾十大杰出教育事业家”等
殊荣。在90余年的生命长河中，他的
教育事业跨越海峡两岸，他的教育梦
想纵横两个世纪，培养学子 100 万
人。

用中华传统文化治校

王广亚文化教育事业的成功，不
但由于他的勤奋执着，不轻言放弃而
坚韧不拔，更源于他对中华传统文化
的深刻感悟和深入践行。他说：“要让
我的每一位学子都烙上‘中华文化’
的印记。”崇礼、重孝、爱国、节俭等
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都深深地
根植在他的脑海之中。踏上兴办学校
之路，他更是时时以圣贤为楷模，服
膺先师教诲，对中华传统文化一边实
践一边总结，一边研究一边提炼，力
求把抽象的传统文化细化到教育的全
过程。在吸取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
基础上，他提出了“勤俭朴实、自力
更生”的升达校训，“爱国爱校、宁静
好学、礼让整洁”的升达精神，“伦
理、创新、品质、绩效”的办学理念
及其核心“三三三制”，并结合校情凝
练形成了内涵丰富、独具特色的精神
文化，成为全院师生的共同理念和价
值取向。

如何才能让学生在中华传统文
化的熏陶下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进而形成高尚的品德呢？王广亚拟
定了涵盖养成教育主要内容的治校
格言：“清早起、扫庭院，惜晨光、
勤读书……”这篇洋溢着中华文化的

“三字经”，流露出他对在校园践行中
华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表达出他对
在校园践行中华传统文化的良苦用
心。

持之以恒的养成教育收到了显著
的效果。学生毕业之后走向社会，以
礼让朴实、敬业乐群、好学上进、专
业基础知识扎实、实践能力强等鲜明
特征受到了用人单位普遍好评。升达
学院1994级会计专业毕业生苗国军，
毕业后被河南省多家知名企业委以重
任，他在校友沙龙上畅谈体会时说：

“我的成长得益于升达文化的熏陶和王
广亚先生人格魅力的影响，是升达精
神在激励着我不断进步。”外语系的李
新艳毕业后，在外交部门派驻联合国
某机构工作，她说：“升达特有的养成
教育，增强了我对社会的责任感，培
养了我良好的素质，锻炼了我适应社
会的能力，为我人生的发展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两岸文化交流的典范

王广亚认为，要实现祖国的和平
统一，海峡两岸必须进行文化交流。
为此，他为中华文化在海峡两岸及国
际间的交流作出了很大的贡献。1980
年，韩国的《星期新闻》发表文章，
赞扬王广亚为在韩国大力弘扬中华传
统文化所作的贡献，赞誉他为“韩国
留华学生之友”。1981年，韩国向他
颁发牡丹奖章。1982年，王广亚应邀
赴美国出席国际亲善第四届世界大
会，在会上发表了题为《发扬东方文
化精神，维护世界和平》 的专题演
讲。1987年，美国WUM国际教育财
团总裁高世一成博士将该会世界和平
教育奖奖章及世界和平奖奖章颁发给
王广亚，以表彰他对增进国际文化交
流和促进世界和平的贡献。1990年至
1998年，美国有12批教育文化团先后
到台北育达或郑州升达学院参观访
问。1978年，由于他致力的文化交流
成就卓越，泛太平洋文化基金会特聘
他为名誉会员。第二年，他积极参与

发动的泛太平洋私校联合会宣告成
立，该会每年都要举办学术会议，开
展文化交流。

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在他的策
划与指导下，他的财团法人广兴文教
基金会，在宝岛积极开展海峡两岸文
化交流活动：1990年，举办了“海峡
两岸当代名家庚午步寒书画展”。
1995年，举办了“海峡两岸教育学术
座谈会”。1999年，举办了“老子文
化座谈会”。2002年，举办了“河洛
文化研讨会”。2009年，他创建的育
达科技大学举办了“海峡两岸教育发
展研讨会”。2015年，承办了“两岸
经济文化论坛——中华文化与人才培
养”。这一系列文化交流活动都取得
了丰硕的成果。在王广亚回馈桑梓于
河南创建升达学院前后，大陆的文
化教育机构、文化教育团体，一批又
一批赴台湾参观访问。1999年，中华
岳飞文化研究会访问团赴台北育达参
访，赠送墨宝岳飞的 《满江红》。
2014年，率团在台湾开展“中原情·
一家亲”经贸文化交流活动的河南省
领导一行专程到台北育达高职学校参
访……

王广亚从事文化教育事业 60 多
年，致力推动两岸文化交流，促进两
岸青年相互了解，增进民族感情和文
化认同，在台湾文化教育界有着非常
广泛的影响力。2009年，时任海峡两
岸关系协会会长陈云林在北京亲切会
见王广亚。2012年，海基会原董事长
江丙坤到郑州升达学院指导工作。他
们都称赞王广亚为“两岸文化交流的
典范”。

“华夏之瑰宝，方寸不能失”

时光回流到1937年，在日寇铁蹄
蹂躏下的河南大地，狼烟四起、民不

聊生。当时，河南省立博物馆存有一
大批珍贵的出土文物，日寇不惜使用
各种手段，妄图霸取这批珍贵文物。
这批文物中，有安阳出土的铜器、甲
骨文以及各种玉器、织锦、编磬、古
书；洛阳出土的先秦绳纹陶、汉代绿
釉陶、六朝乐舞俑、唐三彩等稀世珍
宝。为使这批珍贵文物免进强盗之
口，河南爱国志士从这些文物中挑选
精品，克服艰难险阻，辗转数千里，
历时数月，冒着生命危险转运至台
湾。后在王广亚等河南籍在台代表及
有关人士的倡导下成立“河南运台古
物监护委员会”，负责监管。1956
年，放置于台湾“历史博物馆”。

1993年，王广亚在台先后担任了
“河南省运台古物监护委员会”副会
长、会长。在任上，他成立了“河南
省运台古物清点委员会”，组织人员造
册、核查河南运台文物。这一工作由
于工程浩大及编制预算等程序，历时
5年方告完成。其间，这批文物曾遭
到多方觊觎，其中不乏有高金收买，
甚至以生命相威胁的。作为会长的王
广亚秉持原则，护物如子，尽心尽
责，始终保护这批文物，使之完整无
缺。他自己出巨资组织人员清点文
物，编辑文字资料，拍摄图片，印制
出版《河南省运台古物图录》及《甲
骨文专集》两本专辑，公诸于世。他
曾坚定地说：“华夏之瑰宝，方寸不能
失。”20世纪90年代后期，他率同监
护委员将专辑分送给河南省有关文物
文化部门，受到省有关领导及家乡人
民的热情称赞。

生前，王广亚说，“一个人，总得
做点对社会和后人有益的事。我成长
在中华民族的文化摇篮里，五千年的
华夏文明哺育和滋养了我，我永远是
黄河母亲的儿子！我会竭尽全力为海
峡两岸的文化交流作出自己的贡献！”
王广亚做到了。

海峡两岸的文化使者
——纪念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创办人王广亚先生

清明时节柳色新，城乡陌巷慰英魂，升达校园忆恩师，承志追念情
意真。清明节到了，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全校师生深切怀念学校的创
办人王广亚先生。今天推出这篇文章，以表达对王广亚先生的纪念与缅
怀。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生前，他枕着
故乡黄河的涛声入眠，在梦里与黄河母亲亲昵对话。旅居宝岛，他站在
宝岛岸边，隔海遥望大陆，翘首期盼回到生他养他的那片土地。1990
年，已是耄耋之年的他，终于回到黄河母亲的怀抱，回到了充满生机与
希望的梦萦千回的那片热土。他用无改的乡音深情地说：“我是黄河母
亲的儿子，我要为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贡献毕生精力！”

他就是，海峡两岸的文化使者、著名文化教育家王广亚。

校行企“三合作”共
筑创新服务平台——广西
焊接技术中心

主动适应行业转型升级，按照
“多元投入，独立运营，开放共享”的
原则，学院与南宁市焊接协会、南宁
广发重工集团有限公司等企业三方合
资建设广西机器人智能焊接创新服务
平台——广西焊接技术中心。依托技
术中心，联姻中国焊接协会和广西焊
接学会，共建“中国焊接协会机器人
焊接（南宁）培训基地”和“广西焊
接与切割高新技术应用研发推广中
心”利益共同体。技术牵引，行业引
领，行业企业成为重要资源投入方、
人才培养过程主动参与方和培养成果
的分享者，催生并推进校企融合协同
育人。

广西焊接技术中心秉持开放共赢
的理念，与广西机械工业研究院、珠
海汉迪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广西柳

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广西机电技师
学院、广西工业技师学院等多家单位
建立紧密合作关系，形成荟萃顶尖焊
接专家的技术团队，中心已具备教学
实训、焊接培训、生产实践、产学研
合作、焊接工艺试验、技能鉴定和焊
接技术服务等功能，成为“广西示范
性实训基地”，全面助推机器人智能焊
接技术的应用与发展。

校行企“三协同”共
组跨专业创新团队——机
器人焊接教学团队

打破师资队伍传统组织管理模式
和学科专业界限，整合校行企优势资
源，以跨专业、跨校企的形式组建机
器人焊接教学团队。聘任中国航天科
技集团公司的高凤林大师为客座教
授，成立“高凤林大师工作室”，由大
国工匠高凤林、广西名师戴建树、广
西技术能手龙昌茂等专家领衔，打造

“大师、名师、技师”三师领衔的科技

创新团队，提升技术创新和服务能力。
以广西焊接技术中心为平台，以

实际工程项目为载体，开展技术研
发，推广先进技术，实现“基地育
师、师强基地”的良性交互。校行企

“产教协同”“校企协同”“工学协同”
三协同育人，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无
缝对接，提升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和创
新力，成果显著。焊接专业团队成为

“广西优秀教学团队”“广西科技创新
团队”，双师素质比例达96%，培养学
校教学名师3名，广西教学名师2名，
1人获“广西突出贡献高级技师奖”、
3人获“广西技能大奖”、4人获“广
西技术能手”等称号，实践成果获省
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校行企“三合力”共
育焊接工艺高端人才——
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依托广西焊接技术中心，全面推
进教育教学改革。焊接专业对接企业

人才需求标准，构建了“三层递进，
四位一体”的校企协同培养模式。将
行业标准与职业资格融入核心课程，
重构职业能力与素质并重的课程体
系，以AutoCAD、SolidWorks、PLC等
为专业基础课程，以机器人操作与编
程、焊接自动化技术及应用、机器人
焊接工艺、机器人综合实训等为专业
核心课程。突出学生焊接基础操作能
力、焊接机器人操作编程能力、焊接
机器人工艺设计能力“三层递进”培
养，围绕能力培养主线，学生在理实
一体课堂实施项目化教学、在焊接技
术中心进行生产性实训、在科技社团
开展创新型项目、在合作企业实践学
徒制培养，形成“四位一体”育人。
实现教学过程项目化、能力培养层次
化、企业参与全程化、工程实践岗位
化的立体开放式人才培养。焊接专业
为企业培养了许多像玉柴重工工艺技
术总师刘英佳、柳工集团焊接技能大
师韩权这样的“金牌技师”和“技术
能手”。专业学生连续七届代表中国参

加国际焊接技能大赛，26人荣获国际
大奖。

校行企“三联动”共
建产教融合长效机制——
校企合作管理制度

学校组建校企合作理事会，搭建
产教融合平台，形成了学校与行业、
系部与企业、专业教师与企业工程师

“三层双元相向”校企合作运行机制。
以技术为牵引、服务为驱动，实施基
地共建、人才共育、过程共管、责任
共担、成果共享的校企合作模式。

建立校、系、专业三级校企合作
运行管理机制。校企合作理事会按照
政府、行业统筹，学校主导，企业参
与的模式组建，是学校校企合作的最
高决策机构。校企合作理事会下设校
企合作办公室，负责执行校企合作理
事会的决议和决策，以及学院有关校
企合作工作在全校层面的实施；系部
设置校企合作理事分会，负责校企合
作工作在系部的实施；专业设置校企
合作工作组，负责校企合作教育教学
具体工作在专业的实施。校行企共同
制定校企合作管理制度，形成《校企
合作管理制度汇编》，明确三方主体职
责，规范协同育人行为。实践探索校
企合作新路径，出版编著《校企合作
运行机制：路径设计与实施》，总结了
校企合作的实施路径和运行模式，为
职业院校打开校企合作新局面提供借
鉴和指导。

校行企“三共赢”共
享服务产业新成果——引
领行业技术进步

发挥广西焊接技术中心的技术优
势，主动为工程机械、汽车船舶、石
油化工等行业提供机器人焊接工艺优
化、焊接自动化设备升级改造和特种
焊接材料研发等技术服务，吸引行业
企业主动寻求合作。戴建树教授多次
受邀在中国焊接协会产业论坛、全国

机械行指委材料专指委年会等学术会
议上作机器人焊接工艺高端人才培养
专题报告；团队教师为广西柳工集
团、广西汽车集团、玉柴集团等企业
优化机器人焊接工艺，推广先进技
术，解决生产难题；教师研发的激光
焊缝跟踪系统、管板自动焊接系统及
CO2气体保护焊工艺等在广西建工集
团等企业推广应用，产生良好的经济
效益，年均为企业节约生产成本1000
万元，创收近5000万元。专业毕业生
覃厚铭代表珠海科盈焊接技术有限公
司参与大型船舶的建造，负责钛合金
焊接工艺方案实施。焊接专业具备了
引领行业技术进步的能力，从而吸引
了玉柴、柳工等企业主动寻求合作，
推动了专业人才的培养，实现“校企
自然合作、工学自然结合，行业带动
专业、专业服务产业”的良性互动和
协同发展。

乘“一带一路”战略东风，焊接
技术及自动化专业将针对智能制造、
新能源新材料等行业，开展机器人焊
接工艺的研发与应用推广，引领机器
人焊接工艺潮流，培养机器人焊接工
艺高端人才。

（李 宁 黄金来 江 莹）

“你们谁懂焊接机器人的焊接工艺？机器人焊接过程中出现‘咬
边’怎么处理？”玉柴重工工艺技术总师、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负责人
刘英佳在行业交流时总是被问到类似问题，每当此时，刘英佳都会自
豪地回答，中国焊接协会的机器人焊接培训基地就设在自己的母校
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老师们经常带着我们为企业优化机器人焊
接工艺。

随着“中国制造2025”的推进，焊接技术正在向自动化、智能化、
信息化方向发展，近年来国内焊接机器人的销售以20%的速度增长，
行业急需懂编程、能设计、熟工艺、会检测、控质量、精操作的机器人
焊接复合型人才，尤其是掌握机器人焊接工艺的高端人才将成为企
业争相抢夺的“香饽饽”。

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以校行企共建的焊接技术中心培养实体
为平台，构建校企合作长效运行机制，组建跨专业教学团队，创新专
业人才培养模式，把焊接技术与自动化专业建设成为集焊接培训、生
产实践、产学研合作、焊接工艺试验、技能鉴定和焊接技术服务于一
体的、独具特色的国家级别示范专业点，成为全国专业服务产业的成
功典范，专业建设形成的教学成果《服务产业发展的机器人焊接工艺
高端人才培养创新实践》获得2017年全国机械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成
果特等奖。

第十九届“Gold Cup LINGE”国际青年焊工大赛荣获团体第一
名和三个单项第一、两个单项第二的优异成绩。

团队研发的激光焊缝跟踪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