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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徒制是一种师徒相承的技艺传
授方式，千百年来，为各行各业技艺
人才的涌现、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
不可磨灭的贡献。古老的学徒制背后
隐含着深刻的教与学“基因”，这些
基因对现代职业教育有着深远的启发
意义。

围绕“规矩”的传承。没有规矩
不成方圆，规矩是指做人、做事、做
物的基本规则与要求，这些规则与要
求“相对不变”又呈现“行业特
征”。学徒制的传承首先是规矩的传
承，技艺传承围绕着规矩进行。

规矩的内涵极为丰富，主要有三
个方面。最重要的是做人的规矩，凡
是好的师傅无一不把规矩放在最前
面，师傅招徒首在考察人品，一旦招
入师门，规矩贯穿始终。然后是做事
的规矩，事先应该怎么做好准备、工
具该怎么摆放才安全、工作后怎么整
理好场地等，无不规定到位。再有就
是做“物”的规矩，这些规矩是“技
巧”“经验”之所在，相当于师傅传
授的隐性知识，它们与做人、做事的
规矩共同组成一个关联的整体。

严师出高徒，严指师傅在规矩上
的严格，这种严是为了保证徒弟在德
行上有坚实的基础，为人行事不偏才
能更好地承载技艺的精进。

通过“观察”的学习。“学的内
容”决定“学的方法”，当“学的方
法”与“学的内容”内在一致的时
候，“学”才会高度有效。解构学徒
制的整个学习过程可以发现，其最本
质的学习是通过观察的学习。

学 徒 需 要 持 续 观 察 师 傅 的
“做”。师傅可能很少说话，但是他无
时无刻不在教，他在做“示范”，观
察师傅的“做”就是“学”，观察可
以发现经验——原来师傅是这么做
的，观察可以发现问题——师傅为什
么要这么做。需要观察“作品”，徒
弟要用心观察各种各样的作品，细致
地揣摩分析作品，它是怎么做出来
的？为什么可以做得这么好？怎么才
能做得更好？还需要观察自己，这种
观察本质上是一种反思性的学习，导
向行动的改进，引导自己怎么才能做
得更好，观察一旦触及这一层面，技
艺也就开始精进了。

学徒制的学习起于观察，但并不
止于观察，观察发现问题，通过

“问”“思考”与“改进”，形成一个
完整的“学习闭环”，这样的学习是
高度有效的，是行动性知识学习的上
佳路径。

外围“进入”的方法。从整体上
看，学徒制的教学有一个根本性的特
点，它采用的是外围进入的方法，各
行各业的学徒制传承概不例外。

这是一种由外围到内核，从整体
到局部的方法。学习理发的徒弟总是
先站在“远处”观察师傅怎么做，在

“外围”做些打扫卫生之类的工作；
然后开始接触头发，干些洗头、吹
风、卷发之类的活；慢慢地从简单动
作开始，一点点接触到各种发型的处
理。这样的过程其实符合很多学习的
原理：它由简单到复杂，符合知识与
技能掌握的认知规律；它是一种低成
本的学习，能尽量减少各种成本的

“损耗”；它更是一个质量自我控制的
过程，当徒弟的学习质量达到要求以
后，才能进入下一阶段的学习。

外围进入的方法本质上是一种
“导向性”的教学，即随着学习的深
入，一点点导向本行业的核心技术，
当学徒掌握了这种核心技术以后，他
就可以稳定地输出“产品”，这时徒
弟才可以“出师”。

围绕规矩的传承、通过观察的学
习、外围进入的方法是学徒制的三种
基因，对现代职业教育有着深刻的启
发意义：我们的职业教育要围绕人的
培养进行，以规矩立核心素养之本；
我们的职业教育是“做中学”的教
育，本质是要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
这是学生技艺的精进之源；我们的职
业教育要从“外围出发”逐步导向核
心技术，让学生真正掌握“一技之
长”。这也是现代学徒制的应有之义。

（作者系浙江省现代职业教育研
究中心研究员、浙江省特级教师、金
华市教育局教研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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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是北京市建
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三城一区”的
主平台之一。作为开发区内唯一高
校，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近几年来
探索以“产教融合机制化、人才供给
精准化、社会服务多样化”为特征的
产教融合新模式，实现从入驻开发区
到融入开发区、从对接产业到服务产
业的转变。

建“四平台”制度体系，产
教融合机制化

构建合作管理平台。该校组建由
市教委、开发区政府以及有影响力的
行业企业组成的学校发展理事会，充
分发挥其在争取政府政策、调动各方
资源等办学管理服务方面的作用。该
校与开发区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成为
开发区技能人才培训基地。

搭建产教对接平台。该校牵头成
立由 81 家行业、企业和院校组成的
北京现代制造业职业教育集团，建立
由 55 家企业组成的兼职教师工作
站，集团内学校与行业企业在人才培

养、社会服务等方面开展合作，成为
对接开发区高精尖产业的平台。

创建资源共享平台。入驻开发区
后，该校与开发区知名企业合作建立
14 个各具专业特色的“校企合作联
合体”，校企共享设备、技术和人力
资源，实现产学研一体，协同创新，
深度融合，有效创建了学校与开发区
的资源共享平台。

筑建政策支持平台。该校先后与
开发区政府及各委办局，以及北京奔
驰、京东方、中芯国际等企业签署
38 份合作协议。在该校的争取下，开
发区先后发布《关于促进校企合作的
实施细则》《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职业
技能培训补贴办法》等文件，鼓励企业
与学校签订合作协议，对校企合作的
企业、项目以及接纳学生实习企业分
别给予 50 万元、合同总额 50%以及
每人每月3000元标准等支持。

建“四对接”育人体系，人
才供给精准化

专业对接产业。以需求为导向，
该校主动融入开发区高端产业发展，
以“做强优势、做大新兴、做精骨

干、动态调整”为思路，建成与开发
区高端装备、高端汽车、电子信息等
六大产业集群相契合的机电类、汽车
类、电信类等六大专业群，共 44 个
专业，形成服务开发区重点产业、结
构合理的专业体系。

育人对接用人。该校与开发区构
建互为需求侧与供给侧的“命运共同
体”，以协同育人为导向，开展现代
学徒制等多种模式校企合作，国际知
名企业和高端产业的订单班和现代学
徒制班等占比超 40%。该校的汽车
专业，与开发区内的北京奔驰共同组
建了中国唯一的“戴姆勒中国汽车学
院 （DCTC） ”，企业在最新型的整
车装备和技术规范等方面给予支持，
并把相关认证体系引入学校，保证学
生一入校就接触国际水准产品、学习
一流技术和标准。该校已累计为北京
奔驰输送近 1000 名学生，北京奔驰
现有 6 名首席技师，其中 3 名毕业于
该校。

学业对接就业。该校按职业标准
开发课程标准，搭建基于职业能力目
标的课程体系，设计“平台递进、模
块并行、通识贯通、工作导向”的课

程结构。与北京奔驰、华为集团等世界
500强企业合作，结成“全球知识战略
伙伴”，共同开发课程标准。

实践对接生产。该校创建基本技
能、综合技能、生产技能和创新实践能
力四级能力递进的实践教学体系，培养
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该校在开发区医
药园投入 700 万元设备，开发区提供
1400 平方米场地，共建共管“生物医
药技术平台”，创建了“‘校园企’合
作、‘产教研’同步”的校企合作模
式。该校享用园区 170 多家企业的人
力、技术和设备资源；与驻园企业共组
教学和研发团队，共同开发课程，构建
与产业升级同步的创新实践课程体系。

建“四服务”开放体系，社会
服务多样化

服务企业培训。以“北京经济技术
开发区技能人才培训基地”为依托，该
校针对开发区高精尖企业培训需求，发
展继续职业教育。该校作为北京市安监
局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基地，承担了开发
区所有生产企业的法人、管理、卫生、
特种作业等四类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
承担了开发区100余名首席技师培训项

目，同时成为北京奔驰的培训服务供应
商，年均培训2000人。

服务技术创新。该校以开发区中小
微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瞄准企业技术
创新需求，建立开发区创新创业基地。
经北京市经信委批准，该校成立“北京
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组建科研
团队，实现企业技术创新与学校科研的
紧密衔接。2017 年，该校横向课题立
项 309 项，服务企业 300 家，服务到款
额1475万元。

服务信息需求。依托图书馆资源，
该校携手开发区政府，合作组建开发区
资讯中心，为开发区企业提供科技资讯
服务。同时，主动开放图书和文献资
源，为开发区企业免费提供专利查询和
文献服务，累计服务企业203家。

服务社区建设。该校成立志愿者社
团，面向开发区开展志愿服务。志愿者
走进社区、企业、敬老院、中小学校，
利用自身专业技能为社区居民开展汽车
保养知识讲座等多种服务，围绕重要纪
念日和重大事件开展主题教育和文化宣
传活动；积极推动学习型社区建设，累
计参与志愿者 5000 余人，开展活动
2000多项，受益社区居民达8万余人。

产教融合机制化、人才供给精准化、社会服务多样化，北京电子科技职院探索产教融合新模式

从入驻到融入 从对接到服务
通讯员 安江英 周国烛

创新案例

“网红是什么？”“网红就是网络
红人，有才能，有魅力，有号召力，
有很多粉丝。”“教师是什么？”“教师
就是传授我们知识技能、教我们做人
的人。”“那网红教师呢？”“网红教师
就是有专业魅力，上课可以严肃、下
课能做朋友的人。”这段对白，是浙
江省杭州市电子信息职业学校学生拍
摄心目中的“网红教师”视频时的一
段串词，也是他们对心目中“网红教
师”的定义。

最近，杭州市中华职教社、杭州
市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室联合腾
讯·大浙网，启动首届“学生最喜爱

的‘网红教师’视频大赛”活动，由
全市各职业院校学生评选出心目中的

“网红教师”，并由学生拍摄3分钟的
推介视频，上传到腾讯网，由学生
会、团委、学生社团发动学生为心目
中最喜爱的教师投票。这一活动受到
学生热烈追捧，一周之内，网上点击
率超过 70 万，有些学校学生甚至自
发组织起来，发动往届毕业生给自己
喜爱的教师投上一票。

据主办方介绍，这一活动意在用
学生的眼睛，发现身边的好教师，充
分展示教师的工作能力和个人魅力，
让学生更多了解教师，增进师生关

系，让更多可爱而充满魅力的教师为
社会所熟知，为职业院校优秀教师创
设一个展示和成长的平台。“在评选
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批深受学生喜
爱的教师。他们踏实严谨地传授知识
和技能，或幽默风趣、或帅气美丽，
或爱心爆棚、或多才多艺。他们不仅
凭借自身的魅力和能力，拥有了大批
粉丝、收获了行业认可，更难能可贵
的是他们对职业人生的执着追求、对
所教专业的挚爱、对生活的乐观态
度，深深影响和感染了学生。”

3 分钟的短视频，展现了职业院
校教师广受学生喜爱却不为人知的一

面，他们给予学生的不仅仅是课堂上
的知识，更多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关
爱：坚持陪伴学生每晚参加晚自习，
组织课外活动增强学生团队协作能
力，他们是促进学生成长最重要的
人。在学生们的眼中，这些网红教师
更像是鼓励他们前行的朋友和家人。

此次活动分前期报名、作品初
审、网络投票、专家现场打分等 4 个
环节，专家现场评分占比 50%、网
络投票占比 50%。最终，杭州市电
子信息职业学校教师宣琪、杭州市临
平职业高级中学教师王峻等入围杭州
市职教“十大网红教师”。

杭州职业院校学生自拍自评

他们眼中的网红教师这个样
通讯员 张灵仙 孙扶阳

如何改变教学科研工作单打独斗的状况？重庆工业职业技
术学院坚持“师德为先、分类培育、高端引领、团队打造、绩
效考核”的人才理念，打造师德高尚、业务能力强、社会知名
度高、行业影响力大的高水平“双师型”教师队伍，激励教师
投身团队并肩作战，聚力提升教学科研创新能力，为提高人才
培养质量、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坚实的人才
支撑和智力保障。

据了解，该校通过 3 个层面实施高端人才分类培育和管
理，即：以教学名师为核心，打造专业教学优秀团队；以技能
大师为核心，打造专业实训优秀团队；以学术技术带头人为核
心，打造科技创新优秀团队。

不久前，由教授赵计平领衔的该校汽车制造专业群教师团
队入选首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成为重庆市高职
院校中唯一被认定的教师团队。目前，该校已拥有国家教学名
师工作室、国家教学团队、全国机械行业技能大师工作室、市
级科技创新平台及成果转移转化平台等50余个。

① “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负责人赵计平 （右）
与团队成员研究教学方案。

② 重庆市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冠名专家李雷教授在指导
学生进行发动机性能检测。

③ 学生在机械工程学院“桃源大道”工作室参与机械类
课程资源开发工作。

本报记者 鲍效农 胡航宇 摄影报道

教师并肩作战
提升教学科研能力

画里话外

本报讯 （记者 钟伟） 青年及大学
生问题，一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
研究所关注的重点。由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研究所和中国教育发展智库主
办、温州科技职业学院协办的中国大学
生及毕业生就业、生活和价值观研讨会
暨追踪调查项目工作会，日前在浙江温
州召开。围绕研讨会主题，中国社会科
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青少年与社会问题研
究室主任兼中国教育发展智库秘书长李
春玲研究员、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教
授邱开金、北京工业大学文法学部副主
任胡建国教授等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
会学研究所和国内高校的7位专家学者
分别作了专题报告。

“中国大学生及毕业生就业、生活
和价值观追踪调查”是中国社会科学院
重大社会调查项目，该项目旨在系统、
深入地了解当代大学生及毕业生的境
遇、态度与行为，探寻大学生由学校走
向社会过程中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分
析其变化规律和影响因素，寻求解决问
题的方法和途径，为教育机构和政府相
关部门的政策制定提供建议。该项目由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教
育发展智库组织实施，在 2013 年至
2017 年间完成了 5 轮调查，调查人群
逐渐从 80 后过渡到 90 后、95 后以及
00 后，目前 2018 年调查正在开展。该
项目经过数年积累，形成较为丰富的调
查数据，以及具有影响力的学术成果和
政策报告，得到学界的广泛好评，并为
相关政府部门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追踪调查探寻规律
大学生就业生活和价值观研讨会举行

本报讯 （记者 蒋夫尔） 记者日前
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有关部门了解到，
为促进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喀什地
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等南疆四
地州深度贫困地区劳动力就业，新疆计
划 3 年培训当地劳动力 10 万人以上。
同时，符合条件的贫困家庭劳动力参加
培训，可按规定获得政策支持，享受相
应的培训补贴。

为此，新疆人社厅制订了 《南疆四
地州深度贫困地区就业扶贫培训促进计
划 （2018—2020 年）》，并开始正式
实施。培训将聚焦南疆四地州 22 个深
度贫困县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培训类别
包括转移就业技能培训、创业培训、技
工教育培训、高技能及管理岗位培训，
培训对象涵盖转移就业的贫困家庭劳动
力、有创业意愿并具备创业条件的贫困
家庭劳动力、技工院校等职业院校毕业
生等。

针对符合条件的贫困家庭劳动力，
新疆将给予相应培训补贴。其中，基本
劳动素质培训，给予每人每天 50 元培
训补贴、15 元伙食补助，最高不超过
500元；岗前技能培训，给予每人最高
不超过 1800 元的培训补贴；参加创业
培训并成功创业后，给予每人最高不超
过 1250 元的培训补贴。享受职业培训
补贴人员通过初次职业技能鉴定并取得
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
也将获得相应补贴。

通过培训促进就业
新疆计划培训10万深度贫困地区劳动力

业界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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