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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产业链打造专业
链，用产业群带动专业群
吉林动画学院成立于 2000
年，当时国家只有动画专业目
录，还没有独立的动画专业，
该校成为第一所独立设置动画
专业的院校。
成立之初，学校在专业设
置上即打破传统，没有按照学
科门类设置专业，而是按照产
业链打造专业链，按照产业群
设置专业群。目前学校有 12 个
学院、29 个专业，从初建的动
画专业到刚刚建立的影视造型
专业，全部按照各专业对应的
行业产业链来设置。
为什么要以产业链来设置
专业？郑立国说，这正是创办
学校的一个初衷。一开始就把
目标定位在围绕文化创意产业
培养高端应用型人才，构建符
合全产业链人才培养的教学模
式，用市场高端项目引领教学
变革。作为应用型大学，专业
的设置和发展方向，一定要考
虑到行业、市场发展的需要，
和国家发展战略紧密联系起
来。“在这方面，我们是实践超
前于理论的。”
副校长王春利说：“我们把
文化产业分为四大领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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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平台化，教学内
容项目化

在吉林动画学院，所有学
生从大三开始，全部进入“学
产对接实践教学平台”学习，
直到毕业，学生的学习方式、
学习内容都与产业紧密结合。
在动画艺术学院三维工作
室，三维系副主任关剑正在和
他的团队创作原创短片 《小女
孩和父亲的故事》。关剑向记者
介绍：“我们这个专业有模型、
材质、灯光渲染、动画四大方
向、8 个工作室，学生在这里
不仅要学习相关的技能，还要
像生产线一样共同配合完成一
些项目。比如这个短片，由 6
个教师带着学生做，要做一年
半，一直到毕业。
”
本报记者
这样的工作室就是“学产
对接实践教学平台”的基本形
式，有学生、有专业指导教
师，还有商业项目或准商业项
陈帆波目。
学产对接实践教学平台管
理部主任彭巍介绍：“平台实行
工作室制和项目制，同时把市
场高端项目作为教学内容，学
生做的完全是真实项目，大三
大四所有学习流程都进入这个
体系中。
”
学产对接实践教学平台由
学校和企业共建，工作室负责
人也是项目负责人，教师团队
由校企双方人员构成，每个工
作室的教师人数和学生人数根
据项目大小来确定。“工作室每
个 学 期 有 150 到 200 个 左 右 ，
可容纳 5000 名学生，教师 270
人左右，项目每年大约有 200
项。
”彭巍说。
这种大平台和传统课堂相
比，最大优点就在于“做真实
项目”，实现学产无缝对接，整
个平台流程完全是真实的，这
与传统课堂按照理论模拟商业
项目完全不同。
漫、游戏与虚拟现实、产品设
“传统课堂是教师讲案例，
计、影视与新媒体，并按照这
平台教学则实行项目制，学生
四大产业群建设四大专业群，
更有自主性，找各种方法，探
同时按照产业链落实培养方向
讨、研究，由教师把握整体质
的各个环节，也就是各个专业
量，进行重点案例讲解。我们
方向。在设置上，专业和产业
这里 12 名教师，都是项目负责
都是对接的，产业的发展也促
人，还都是‘双师型’教师。”
进专业的发展。”
三维系副主任关剑说，“我们做
她以动画和漫画专业的建
的项目很多，有企业项目、政
设举例。该校动画艺术专业在
府项目，还有与其他高校的合
2000 年建立之初，即按照动画
作项目。
”
产业链设置了几个方向，如前
彭巍介绍，平台是学校与
期设计、影视动画、新媒体动
企业合作共建，培养方案、项
画、影视特效、动画管理与营
目方案由学院和企业、学科、
销。十几年来，动画专业随着
产业一块制定，这从制度上保
动画产业的发展不断做强，现
证了学产一体化。
在动画专业成为学校主导学
实行工作室制和项目制
科，具有规模最大的教学团
后，国内外业界的高端项目合
队、研发团队及学生数量，成
作和学术交流，在吉林动画学
为全国知名的品牌专业。
院成为一种常态。
学校后起之秀的漫画专
“以工作室和做项目进行的
业，以前是动画专业的一个分
合作非常多，这些年我们引进
支，2015 年前还没有被列入国
美国、韩国、日本、澳大利亚
家专业目录。2015 年学校成立
和港台地区资深导演、编剧、
漫画学院，设置了独立的漫画
游戏制作人、设计师、广告人
专业，目前有新媒体漫画和商
等高端人才和国内外教育专家
业绘画两个方向，与文化产业
100 余人，他们不是简单地来
大方向紧密结合，成为学校发
做几次讲座，而是在教学、学
展势头最好的专业之一。
产对接实践教学平台建设、项
目前，吉林动画学院在校
目创作、科技创新等方面我们
生达万人以上，毕业生成为文
合作很深，很多产品都是合作
创行业重要的人力资源和行业
项目。
”王春利说。
引领者。
（下转第三版）

吉林动画学院﹃学产融合﹄办学模式纪实
——

“我这里的学生都被抢光
了，学生设计的作品也被好几家
公司抢走。”走进吉林动画学院
产业大厦，
“三味工作室”负责人
路现娜告诉记者。去年 9 月，她
率领学校团队在第三届中国“互
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上
斩获了两项团体冠军。
“我们的参赛项目是 《国风
漫画创作源计划》，这个项目在
2013 年 就 成 立 工 作 室 并 启 动
了。现在是漫画发展最快的时
期，我们要把中国风推到国际
上去。我们的两个作品 《三十
六计》 和 《山海经》 已经与美
国的公司签约了 。”路现娜介
绍。
在产业大厦里记者看到，
像路现娜这样的原创工作室还
有很多。这里是学生学习和实
训的平台，也是文创产品孵化
企业；给学生上课的老师可能
是项目负责人，也可能是公司
的技术大咖，学生的学习过程
更像是一个生产流程；院系负
责人同时又是公司的经理或艺
术总监。学生的学习方式、课
程内容、课堂形式和教师的定
义都与高校的“传统”有很大
不同。
吉林动画学院创始人、校
董事长兼校长郑立国对记者
说，在我国，实现产教融合、
产学研结合，是高等院校多年
来一直在探索的教育方式。但
长期以来受体制机制等多种因
素影响，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
业需求侧在结构、质量、水平
上还不能完全适应，学、研、
产被分隔为三个领域，产业从
来没有作为办学主体进入教
育，专业按照学术性设置而不
是按照产业设置。“我们要改变
和探索一条新路，让产业融入
教育，把壁垒打通。用企业家
的思维办学，用市场意识和商
品化价值建立与工业化体系相
适应的教育模式。”
如今，“学产融合”模式让
这个办学仅仅 17 年的大学，在
我国文创高等教育和文创产业
中异军突起，成为文创人才培
养高地和文创产业创新引领
者。记者近日走进吉林动画学
院，寻找它办学的答案。

ZHONGGUO JIAOYU BAO

一所改变﹃传统﹄的大学

国内统一刊号 CN11—0035

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
写好教育奋进之笔

2017 年 48 万留学人员回国
据 新 华 社 北 京 4 月 17 日 电
（记者 叶昊鸣） 记者 17 日从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了解到，
2017 年度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
总数达 60.84 万人，各类留学回
国人员总数达 48.09 万人，创历
史新高。
据人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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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强留学回国
人员创业创新工作。人社部与多
部门配合中组部开展“千人计
划 ”， 深 入 实 施 各 项 引 才 计 划 ；
通过开展一系列留学人员交流对
接活动，如广州海交会、南京留
交会、大连海创周、武汉高创会
等，促进人才、项目、资金对
●设计：王萌萌

●校对：王维

接。截至 2017 年底，全国留学
人员创业园共 351 家，其中省部
共建创业园 49 家；入园企业 2.3
万余家，8.6 万名留学回国人员
在园创业。
据了解，改革开放至 2017 年
底，我国累计已有 519.49 万人出
国留学，其中 374.08 万人已完成
学业，313.2 万人选择在完成学业
后回国发展，占已完成学业群体
的 83.73%。党的十八大以来，已
有累计 231.36 万人学成归国。

□ 聚焦
“高校思政课慕课”
系列报道

在线课程、大班教学、小班讨论，清华探索思政课慕课教学——

线上+线下，
“思修”
课为学子导航
本报记者 万玉凤
“谁说的思修课是水课、睡
课，今天上了一节感觉挑战挺
大啊！”
“ 这门课不单给我们的
大学生活指明方向，更让我们
了解自己和社会。”
“ 感觉理想
的部分好有趣，不仅有干货，线
下 讨 论 、辩 论 很 锻 炼 能
力。”……4 月 17 日，清华大学
慕课网络讨论区上，很多学生
表达着自己对“思想道德修养
与法律基础”
课的认可和喜爱。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是清华大一新生入学后的
第一门思政课程。这门课程主
要根据大一新生的学习生活、
思想心理特点，展开马克思主
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道德观和法律观的教育教学。
为了让思想政治理论课堂
活起来，清华大学从 2014 年
起探索思政课慕课教学，“思
修”课成为最早“吃螃蟹”的
课程之一。在线开放课程、大
班教学、小班讨论……清华大

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张瑜
开授的“思修”课，采用线上
线下教学结合的形式，让学生
在课堂更投入，对社会、人生
有了更加深入的思考。
传统的思政课堂上，教师
往往要在 45 分钟或 90 分钟内
讲完一个章节的所有内容。而
在这里，一个章节的内容被分
解为符合学习习惯的若干个知
识点，每个知识点被制作成 5
至 8 分钟的独立视频。
清华大学的“思修”在线
开放课程由 3 名教师参与授课
和视频制作，主要讲授教材基
本内容。为制作出既满足教学
要求又具可看性的课程视频，
张瑜先后换过 3 个校外制作团
队，直到凌晨还在讨论修改视
频。面对镜头，3 位教师也从
最初的不适应，变得能以讲故
事、朗诵诗歌、穿插视频等形
式吸引学生的关注。
只要有空，学生就可以打

开电脑或手机观看教学视频，
发挥出 1+1>2 的效果。
这让学生能充分利用自己的空
教室里，围绕“互联网时
余时间完成学习，激发他们主
代的爱国主义”话题，30 多个
动思考。“我喜欢视频里引用
学生轮番论证、争辩不断。只
的各种古文经典,唤起了对传
有在讨论陷入胶着时，张瑜和
统文化的热爱，很有共鸣，而
助教才会适时点拨几句。
且上课方式生动灵活，节省了
这是“思修”小班讨论的
不少时间。”选课学生张霆锴
场景，也是清华学子眼中比慕
表示，不仅如此，线下教学内
课“更有魅力”的教学环节。
容更为丰富，让我们不仅学习 “原来都是大班上课，只能点
书本上的知识，而且还投身实
几个学生交流，没法让大家充
践好好体悟并提升思想道德修
分自由表达。”张瑜说，现在
养。
的课堂，每个学生都能发言，
“思政课是价值观的传
经常下课铃响了都不舍得走。
导，因此教师的互动、身体力
“刚进入大学，我很希望有
行、言传身教、人格魅力都是
老师能帮助我解决入学后的各
思 政 课 的 重 要 元 素 。” 张 瑜
种困惑。”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大
说，这要求思政课不能只停留
一新生徐啸谷带着如何适应大
在网上，必须线上线下相结
学生活的疑问走进了张瑜的课
合。在线下课程中，清华的学
堂，
“ 印象中的思政课都是‘填
生需要参加 8 周的大班教学，
鸭式’的授课方式，没想到这门
再根据自己的时间，在助教协
课充分激发了我的思考，帮助
助下组成一个二三十人的小组
我找到了大学 4 年的发展方
进行讨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
向。
”
（下转第三版）

美丽春天
画中来

近日，江苏省镇江
市金山水城幼儿园小
朋友在春光明媚的室
外作画。当地和平路
街道金泉社区联合金
山 水 城 幼 儿 园 ，开 展
“美丽春天画中来”活
动。志愿者带领小朋
友来到金山湖景区写
生 ，描 绘 家 乡 美 丽 景
色。
石玉成 摄

吸引适合的学生做教师 激励高水平大学办师范 校地协作服务基础教育

江苏启动教师教育创新行动计划
本报南京 4 月 17 日讯 （记
者 缪志聪 通讯员 王频）
记者从江苏省今天召开的教师
教育创新发展推进会上获悉，
江苏将实施“教师教育创新行
动计划”，重点创新解决当前
教师教育普遍存在的战略地位
弱化、优秀人才不愿意当教师
等问题，吸引适合的学生做教
师，激励高水平的大学办师
范，并建设专业的机构支持教
师终身发展，促进校地协作服
务基础教育，建设一支高素质
的教师队伍。
据介绍，江苏教师教育有
着悠久的历史、光荣的传统，

在全国有着较强的影响。目前
全省有 22 所本科层次师范生
培养院校，每年招录师范生达
2.5 万名，但同时也存在农村
优秀教师流失、协同培养不力
等问题。
“如何吸引优秀学生读师
范、优秀人才做教师，已成为
江苏教师教育改革的当务之
急。”江苏省教育厅厅长葛道
凯表示，进入新时代，江苏要
在招生就业、地位待遇、环境
氛围上深化改革、综合考虑，
提高教师职业的吸引力，吸引
合适的学生读师范做教师。
葛道凯介绍，江苏将改革

师范生招生就业办法，把师范
类专业纳入高考和中考提前批
次招生，鼓励大类招生、二次选
拔，尝试增加面试考核，选拔乐
教适教的优秀学生。同时，畅
通优秀师范毕业生就业渠道，
优秀毕业生可通过双向选择方
式到中小学幼儿园任教。
针对师范教育战略弱化的
问题，江苏提出要做大做强本
科师范院校，并鼓励高水平综

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

——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

2018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5 月举行
本报天津 4 月 17 日讯 （记
者 陈 欣 然） 今 天 ， 2018 年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筹备工
作会议在天津召开。记者从会
上获悉，2018 年全国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将从 5 月 6 日起在
天津、北京、广东、甘肃等 23
个省市地区陆续展开。
本届大赛与往年相比，赛

区布局进一步扩大，增加了很
多西部省份。大赛共设置 76
项比赛，另外设置行业特色赛
8 项，表演赛 1 项。天津主赛
区共承办 20 项比赛，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艺术表演赛也将同
时在天津举办。大赛更注重团
队 合 作 ， 79% 为 团 体 比 赛 ，
90%以上的赛项将职业素养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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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性大学依托学科优势成立教
师教育学院，为高中阶段学校
培养研究生层次创新型教师。
对培养规模过小且未通过师范
类专业认证的院校，逐步退出
师范生培养，力争经过 5 年的
优化调整，努力形成 20 所左
右以师范生培养为主业、定位
准确、特色鲜明的培养院校，
创建一批国家级高水平培养基
地。
（下转第三版）

入考核范围。
据 介 绍 ， 2018 年 全 国 职
业院校技能大赛紧密对接新产
业、新技术、新业态发展。赛
项涉及智能制造、高端装备、
信息技术、新能源等新产业、
新业态近 30 项，占全部赛项
近 40%，包括工业机器人技术
应用、制造单元智能化改造与

集成技术、云计算技术与应
用、新能源汽车技术与服务
等；涉及健康生活、绿色环保
的赛项近 10 项，包括大气环
境监测与治理技术、风光互补
发电系统安装与调试等。
本届大赛还将围绕“职教
改革四十年、产教融合育工匠”
主题，举办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
职业教育发展成就展、
“脱贫攻
坚·职教帮扶”工作纪实展暨职
业教育协同创新发展论坛、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艺术表演赛等
20 项重点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