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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人物点评

姚明毕业

他的名字，或冠于教学楼，或冠以
实验室，或冠之图书馆。甚至，他的名
字直接用于命名学校，“田家炳中学”

“田家炳小学”的名称屡见不鲜。
这个数量有多少？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捐助教育事业以来，截至去
年6月，田家炳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捐助
了93所大学、166所中学、41所小学、
19所专业学校及幼儿园、大约1800间
乡村学校图书室。以“田家炳”命名的
学校或学院遍及全国所有省级行政
区，他因此被誉为“中国百校之父”。

他是鼎鼎有名的慈善家，虽然他
的捐赠数额不是最多，但他的捐赠数
额占到了自己总资产的 80%，这一点
在国内鲜有人匹敌。

7 月 10 日上午，他安详辞世，享
年99岁。

以“抠”闻名
田家炳是香港有名的“皮革大王”。
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田家炳投

身公益。1982 年，他捐出价值 10 多
亿元的 4 栋工业大厦，成立纯公益性
质的田家炳基金会，将每年几千万元
的租金收入用于教育公益；1984 年，
他将化工厂交给几个儿子经营，自己
成为职业慈善家。

然而，这样一位“皮革大王”、大慈
善家，却以“抠”闻名。

他在生意场上从不搞铺张的仪
式；儿女婚嫁一切从简；自己 80 岁大
寿也不摆酒；一双鞋穿了 10 年，袜子
补了又补；曾戴的电子表，因款式已旧
得不便示人，只好装在口袋里⋯⋯

曾有记者不信田家炳的“吝啬”，
亲自跑去明察暗访，待看到田家炳连
矿泉水瓶都要循环使用，出去住酒店
还要自己带香皂，方才信以为真。

如此“吝啬”的田家炳，在捐赠办
教育上，却毫不“抠门”。

1997年，香港遭遇金融风暴，经济
受到重大影响，田家炳基金会的收入大
大减少，对外承诺的捐资难以为继。

怎么办？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
定：卖掉他在九龙塘高尚住宅区占地
900余平方米的大别墅！

想法一出，家人几乎齐齐反对。
这栋花园式豪宅，田家炳已和夫人住
了37年，是他们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田家炳决心已定。他说：“我
已经答应了别人的申请，有了承诺就
要做到。你们（指子孙）都已成家立
业，我和太太要那么大的房子干什么
呢？”

最终，儿孙拗不过田家炳，他成功
地卖出了房子。按照当时香港的房
价，那栋房子的价钱超过 1.2 亿港元，
但是为了尽快换成现金，田家炳把价
格降到了 5300 万港元。买家听说背
后故事，深受感动，又主动加了300万
港元。最终，这栋住了37年的花园式
豪宅，为田家炳换回 5600 万港元现
金。

这让田家炳开心不已。“别墅卖的
钱可以捐助20间学校，我也尽了绵薄
之力了，很开心！那种收获，会比自己
住大很多。”他说。

就是秉承这样的价值观，几十年
来，在教育捐赠上，田家炳不遗余力，
成为受人敬仰的大慈善家。

教育情怀
1993 年，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

台将编号2886的小行星命名为“田家
炳星”。

据相关人士回忆，之所以将小行
星命名为“田家炳星”，是因为田家炳
倾囊办教育的行为感人至深，“办教育
的慈善家很多，但是像田家炳先生这
样倾囊办教育的不多，他的行为值得
我们尊敬”。

那时，当“田家炳星”获得命名的
消息传来，田家炳喜不自禁：“那是天
文学家们艰苦探索的成果，却用上了
我的名字。这应该是我人生中最大的
荣耀了！”

对教育，田家炳有着最深重的挂念。
曾有学生问他，一生是否有遗

憾？田家炳沉默良久，回答：“最大的
遗憾是没有多受一点教育。”

田家炳连中学都没有读完。彼
时，他的中英数都学得很好，但是 16
岁那年，父亲不幸逝世，作为家里唯一
的儿子，刚刚读到初二的田家炳只能
忍痛辍学，接手父亲的砖瓦窑生意。

这也成为田家炳一生的遗憾。他
常常感慨：“如果我有机会受到更多、
更高的教育，则会对我的事业有更大
的帮助，也可能帮到更多的人。”

后来旅居国外的经历，对田家炳也
影响很大。他在印尼生活了20多年，
也走过欧洲一些国家，他发现，经济发
达的地方，人们的素质都很高，其中很
重要的原因就是教育的发达。他说：

“正是有了这些经历，我能深深地体会
到教育对个人的成长和创业，对国家的
发达兴旺有多重要。13亿人口是中国
的一个大‘包袱’，怎么把这个‘包袱’变
成财富？我认为就是办好教育。”

在他前两年的著作《我的幸福人
生》一书中，田家炳写道：“总结由
1995 年开始重点关注教育项目以来，
获得社会人士的精神上的支持，使我
的身体因心理上长期感到欢乐而更加
健康，也把我的人生价值观提到最高
的层次，更盼上天能让我多活几年，为
社会、为民族多做些好事。”

有鉴于此，田家炳对教育人士极
为尊重。

2006 年，田家炳在广东参加第三

届全国田家炳中学校长论坛。他向全
场的中学校长致辞：“我的学历低，今天
与诸位谈教育，实在惭愧。但是，提高
国民教育水平，是我毕生希望所在。中
学教育是兴学育才的基础，而校长是全
校的掌舵者，实在有望诸位努力。”

言罢，时年 87 岁高龄的他，向着
全场深深鞠了一躬，坚持不要别人搀
扶，一步步地走下主席台。

一生低调
回望田家炳的一生，尤为让舆论

感叹的是，尽管他因捐资助学而声誉
日隆，但却没有在社会团体或政界担
任一丁点儿职务。

其实他受到的邀约极多，但他秉
承先父“宁可实而不华”的祖训，一一
婉拒。

他有过详细解释：“我生活简朴、
平民化。我宁愿没有那些非与我有直
接关系的荣誉。更何况我所付出的每
一笔捐献，都觉得是自己应该做的，同
时也得到了精神上无形的满足和快
乐，不想再得到其他什么了。”

这种低调，由生，至死。
他去世后，按照遗愿，葬礼仅由家人

出席，以给家人一个安静缅怀的空间。
也是因为这种贯穿一生的低调，

他本人甚少见诸报端。
然而，对那些每天出入“田家炳中

学”“田家炳小学”“田家炳教学楼”的
学子来说，他的名字和代表的精神，已
深深融入心中。

7 月 10 日、11 日两天，在黑龙江，
在四川，在湖南，在香港⋯⋯全国各地
受过田家炳资助的学校，不约而同地
举行悼念活动，怀念这位为中国教育
事业倾尽所有的老人。

斯人已去，音容宛在。
他的一段话，为人们反复提起——

“对钱，我认为够用就好。所以，我
到现在没有购置专车，每天坐地铁上
班，房租成为我日常最大的支出。这
样，当然可以省下一些‘小钱’，但我却
希望我的这点‘小钱’能用在对的地方，
比如为孩子、为国家、为民族。”

本报记者 高毅哲 综合报道

99岁安详辞世，以他名字命名的学校遍及全中国——

田家炳：“吝啬”的大慈善家

7月，读了7年书的姚明，终于从上
海交通大学本科毕业了。

2011年7月8日，正式退役后的姚明
进入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就
读。因为底子薄，求学期间，姚明曾不止一
次地想要放弃，但他坚持了下来。

从篮球运动员到当选篮协主席，姚明
始终是中国篮球的代表。作为上海交大学
子的姚明，从低起点、忙补课到享受学习
氛围，不断寻求进步的故事，也同样精
彩。

姚明用7年拿到学士学位，终于收获
了一份对得起自己的成绩单。我们既要给

“较真”的姚明点赞，也要给“较真”的
上海交通大学点赞。教育面前没有明星光
环，知识、学术、真理对任何人都一视同
仁，高等教育如此，社会发展更应如此。

害人害己
高考志愿的填报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

情，直接关系着考生的前途命运。但就是
这么一件事，居然还有人想要“插”一
脚，这一伸脚，就把自己摔了个大跟头。

7月5日，河南考生牛某发现自己的
高考志愿被人填报，并且志愿已经多次修
改，导致系统锁死。牛某立即报案。案件
很快破获，犯罪嫌疑人李某与受害人牛某
是同班同学，李某因涉嫌非法入侵计算机
信息罪被平舆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李某的恶意填报将会受到法律的惩
处，但最悲哀的却是这种同学之间的恶意
报复，甚至不惜毁掉对方人生的扭曲心理。

是什么让本应纯真的同窗情谊显得暗
淡和无力？除了加强教育和管理，我们或
许更应重视考生考后的心理疏导和矛盾调
解，防止他们走进心理的死胡同，甚至走
上违法犯罪的不归路。

本期点评 黄鹏举

▲ 2018 年 7 月 10 日
晚，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田
家炳中学 1800 余名师生以
致悼词、点蜡烛等方式沉重
哀悼田家炳先生。

图片作者：程聪/视觉中国著名企业家著名企业家、、慈善家田家炳先生慈善家田家炳先生 网络图片网络图片

潍坊工程职业学院全面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大精神，牢牢把握社会主义
办学方向，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秉承“做精做实，创业创造”的校训
精神，厚植“培诚明德，至善至真”
的百年书院育人文化沃土，以培育高
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为目标，用“奋进
之笔”写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篇章。

根植沃土：百年学府书
院文化，职业教育成绩斐然

学院办学历史可以追溯到 1881 年
创办的培真书院，迄今已有 137 年的
历史，是全国高职院校中办学历史较
悠久、文化底蕴较深厚的百年老校之
一。1978 年举办高等专科教育，1998
年举办高职教育，2010 年改制为潍坊
工程职业学院。学院已培养专科层次
人才 8 万余人，培训社会各类人才累
计 20 万人次。2013 年被国家教育部门
确定为定向培养士官试点院校，是当
年全国 14 所试点院校之一。2016 年以
优秀等次通过山东省技能型人才培养
特色名校验收。先后获得山东省高职
高专院校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优秀
院校、山东省现代学徒制试点院校、
山东省高等学校教学管理先进集体、
山东省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
先进集体、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工作
先进集体、山东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先进集体、潍坊市文明校园、科
教兴潍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

顶层设计：高瞻远瞩精
准谋划，办学理念定位高蹈

一个国家要发展，明确目标和路
径很重要。学院党委书记肖明胜说，
对于一所学校而言，目标和路径也至
关重要。学院确立了“以工程类专业
为特色，立足潍坊，面向全省全国，
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办学定
位；提出“为了学生的就业和可持续
发展”的办学宗旨；实施“SQC”即

“一项专长、两种素质、三个能力”一

体化育人模式，确定了“专长突出、
技能过硬、素质全面”的人才培养目
标；瞄准了“国际化、集团化、特色
化”的办学方向。

腾笼换鸟：对接新旧动
能转换，引领专业升级改造

精 准 对 接 新 旧 动 能 转 换 十 强 产
业。围绕服务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
实施专业升级改造工程。学院将依托
潍坊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基地建设，推
动机电一体化技术类专业加快向智能
制造转型，与潍坊智能机器人生产制
造基地知名企业共建工业机器人技术
专业。对接潍坊歌尔智慧城，与歌尔
声学等企业共建二级学院和专业，组
建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拔尖技术技能
人才实验班，加快机电一体化技术类
专业向智能制造转型。依托潍坊软件
园，计算机类专业加快融入新一代信
息技术，建设移动互联网专业群。对
接潍坊虚拟现实产业基地，增设云计
算与大数据等相关专业或专业方向。
抢抓潍坊高端石化产品基地、新型盐
化工产业基地建设机遇，对应用化工
技术等专业进行改造升级，建成绿色
化工专业群。深度融入中国 （青州）
国际艺术小镇，大力发展文化创意类
专业。对接潍坊新能源汽车产业园、
潍柴新能源动力产业园人才需求，与
比德文控股集团、江淮汽车集团等共
育新能源汽车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成立学
前教育专业国际班，培养懂专业、通
外语、熟规则、晓文化、善创新的学
前教育专业国际化创新人才。

全面优化专业结构。学院开设普
通高职专业 47 个。拥有全国定向培养
士官专业 4 个；中央财政支持重点专
业 2 个；山东省品牌专业群 2 个、特色
专业 7 个、技能型特色名校重点专业
10 个、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 4 个、“3+
2”对口贯通分段培养本科试点专业 2
个；潍坊市特色品牌 （重点） 专业 15
个、经济社会发展急需建设重点专业

5 个。建成山东省精品 （特色） 课程
53 门；精品共享资源课 8 门；“十二
五”国家级别职业教育规划教材 10
部；山东省优秀教材 6 部。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实
现共赢，成果转化服务社会

深 化 多 元 合 作 体 制 机 制 。 近 年
来，学院大力推进产教深度融合，形
成了“校政行企军”多元合作体制机
制，探索实践政府部门出地、学校出
资的“校政共建”模式，学校出地、
企业出资的“引企入校”模式，多方
携手共建的“职教集团”模式和军地
共建的“校军合作”模式。牵头组建
潍坊市食品职教集团、潍坊市工程机
械职教集团，吸引 198 家企业开展深
层 次 合 作 ， 企 业 捐 赠 资 金 （设 备）
1500 余万元；与中职学校以及本科院
校组成职教联盟，探索中高职衔接培
养、与本科院校“3+2”对口贯通分
段培养，形成“上下贯通，左右融
通，内外互通”的集团化办学格局；
校企合作研究项目“国际化视野高端
技能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获得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省级教学
成果一等奖。

探索混合所有制办学。与北京华
联航空、山东新锐通用航空公司合作
共建混合所有制二级学院航空工程学
院，学院成为省内首家既拥有直升机
又有独立飞行空域的高校。与潍坊中
晨集团合作共建省内首家混合所有制
艺术类学院凤凰艺术学院。

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承担省级及
以 上 科 研 项 目 138 项 ， 获 得 专 利 75
项，近三年实现技术转让与技术服务
到款额 1680.5 万元。“特色农产品深加
工技术研发中心”被确定为山东省高
等学校工程技术研发中心。拥有潍坊
市重点实验室 3 个、潍坊市科技企业
孵化器 1 个。山东省高校优秀科研成
果一等奖“山楂干红酿造技术”和

“柿叶护肤霜生产技术”实现成果转
化。

国际合作：道引五洲学
理，辐辏四海衣冠

学院坚持开门开放办学，先后与
英国、美国、韩国、新加坡、澳大利
亚等 14 个国家和地区的 29 所高校开展
合作与交流，先后派出 79 名学生赴国

（境） 外留学研修、实习就业，98 名
教师出国 （境） 考察学习，先后聘请
23 名外籍教师来院任教，其中 1 名教
师获山东省文教专家教学奖，1 名教
师获山东省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工作
先进个人，1 名教师被美国内布拉斯
加州教育厅评为优秀汉语教师、被州
政府授予“荣誉市民”称号。学院是
潍坊市首批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基
地，被山东省教育部门批准为“接受
外国留学生资格学校”。

专长育才：对接岗位职
业能力，育才之路群星璀璨

学院获 2017 中国 （北京） 职业技
能博览会创新奖；获全国高职院校创
新创业教育先进单位称号；获得国家
级别教学成果奖 1 项、省级教学成果
奖 17 项，党委书记肖明胜主持的“高
职工程类专业高素质技术技能拔尖人
才培养的探索与实践”荣获 2018 年山
东省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特等奖；立
项山东省教学改革项目 28 项；在 2018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获得
一、二、三等奖各 1 项；多名学生被
授予“山东省双创之星”“潍坊市优秀
大学生创业者”“潍坊市政府创业奖”
等荣誉称号；涌现出以山东省道德模
范、全国百名优秀志愿者马广超为代
表的优秀学生群体。

名师荟萃：引培并举撷
英纳才，杏坛躬耕犁铧深深

学院特聘中国科学院院士闻邦椿
为名誉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周世
宁、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庄洪春、中

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鞠萍等为特
聘教授，引进享受国家终身特殊津贴
专家刘宝新等 11 名行业企业专家担任
专业带头人。拥有山东省教学名师 2
人、青年技能名师 2 人、优秀教师 7
人、教育科学研究专家 8 人、职业教
育专业指导委员会委员 8 人、重点教
改项目指导专家 15 人，潍坊市专业技
术拔尖人才 6 人、首席技师 4 人。拥有
省级教学团队 6 个、省高校黄大年式
教学团队 1 个、省级名师工作室 4 个。
获得全国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
一、二、三等奖各 1 项，山东省职业
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一等奖两项、二
等奖 5 项，山东省微课大赛一等奖 5
项，山东省第五届高校青年教师教学
比赛一、二等奖各 1 项。

继往开来：吹响新时代
号角，开启新时代篇章

对 于 学 院 未 来 五 年 的 目 标 和 任
务，院长高立伯概括为“抓机遇，强
内涵，提质量，创品牌，出特色”。学
院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实推进
高质量创新发展，积极争创山东省优
质高等职业院校，努力实现打造省内
一流高职院校、国内一流高职专业的
办学目标。

学院 2018 年面向山东、安徽、甘

肃、山西、陕西、贵州、四川等省份
招收测绘地理信息技术、计算机信息
管理、计算机应用技术、通信技术、
电子商务、市场营销、物流管理、高
速铁路客运乘务、旅游管理、工业机
器人技术、机电一体化技术、数控技
术、无人机应用技术、汽车检测与维
修技术、新能源汽车技术、汽车营销
与服务、工程机械运用技术、会计、
工程造价、建设工程管理、建筑工程
技术、建筑装饰工程技术、园林工程
技术、园艺技术、食品营养与检测、
食 品 质 量 与 安 全 、 应 用 化 工 技 术 、
药 品 生 产 技 术 、 食 品 药 品 监 督 管
理、学前教育、英语教育、学前教
育 （国际班）、空中乘务、飞机机电
设备维修、定翼机驾驶技术、直升
机驾驶技术、艺术设计、歌舞表演
专业学生。

学院 2018 年面向山东、安徽、甘
肃、陕西、河南、湖北为火箭军和陆
军招收定向培养士官生 440 名，招生
专业为机电一体化技术、计算机信息
管理、通信技术和汽车检测与维修技
术。

学院“3+2”专本对口贯通分段
培养专业为食品营养与检测和应用化
工技术两个专业，衔接院校及专业为
烟台大学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和滨州
学院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

用“奋进之笔”谱写新时代高职教育新篇章
——潍坊工程职业学院高质量创新发展纪实

〔高考必读〕

欢迎莘莘学子报考潍坊工程职业学院！

潍坊工程职业学院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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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QQ群：62223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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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网址：http://www.wfe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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