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展台
2018年9月19日 星期三

11电话：010-82296888 82296879

校企合力谋发展 职业教育谱华章
——记重庆市商务高级技工学校职业教育创新成果

职业教育，长期以来没有得到社会相应的重视。在
人们的普遍观念中，似乎只有考上大学才算是教育的好
归宿。然则，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一样，地位同等，只
是职责分工不同。学术教育是理论教育为主，主要为社
会培养科研人才；而职业教育则是技能教学，更偏向于
实践，主要为社会培养操作技能型人才。二者适合的人
群不同，教育职能分工不同，无所谓孰高孰低。

令人欣喜的是，随着时代的进步，随着人们对于教
育的认识越来越深刻，职业教育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人

士的重视。近年来，在中华大地上，职业院校不论是数
量、规模，抑或是职业教育类目都在不断地发展。在重
庆市就有一所这样的学校，它始建于改革开放之年，一
路跟随时代潮流不断变革，不断前行，40年的积淀，它
为社会培养了4万多名实用技能型人才，被誉为西部地
区餐饮及商贸流通类实用型高技能人才培养的“黄埔军
校”，它就是重庆市商务高级技工学校（重庆现代职业技
师学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重庆市商务高级技工
学校，去感受职业教育的别样魅力！

为积极备战各级各类技能比赛，学
校建立健全竞赛机制，形成竞赛机制常
态化，达到以训促赛、以赛促训、以赛
促教的目的。近年来，学校举办或参加
了 “2015 年 国 际 青 年 学 生 烹 饪 邀 请
赛”，“第四届中国·重庆职业技能大
赛”，“重庆市第八届中职学生技能竞
赛”，第 44 届世界技能大赛烘焙、西餐
项目全国选拔赛和烘焙项目九进五选拔
赛，中国·重庆第五届职业技能大赛烘
焙、西餐项目中心赛，第七届重庆居民
服务业技能大赛和第 45 届世界技能大赛
全国选拔赛烘焙、糖艺、烹饪、餐厅服
务 4 个项目，并取得了可喜成绩。

高质量的教育成就于精干的师资，
学校加强教学常规管理，提升教师的业
务水平和职业素养，改善教学大纲和人
才培养方案，加大高中起点四年制预备
技师专业建设能力。学校两名教师被市
政府部门授予“重庆市先进工作者”称
号、3 名老师荣获“重庆市优秀技能人
才”称号、1 名教师获得全国职业教育
名师称号、3 位老师被授予“五一劳动
奖章”、4 名教师获得中华金厨奖。

基于学校职业教育的性质，学校积
极建设“双师型”教师队伍，采取“引
进来、走出去”的方式，加大人才引进
力度，有序开展师资培训，做好专业带
头人、骨干教师、“双师型”教师以及
职称遴选报送工作，选派 30 余名教师参
加“双师”培训，与新加坡工艺教育局
开展师生互派学习交流合作，提高了教
师教育教学理念及综合素质。学校每两
年对全体教师外出培训学习实现全覆
盖，教师的专业能力和技能明显提升。

学校先后选派 38 名教师分两批分别赴广
东省贸易职业技术学校、浙江省嘉兴技
师学院、浙江省台州卫生学校、国家卫
计机构医疗保障试验区温州基地、广州
市工贸技师学院、广州市旅游商务职业
学校等 10 所市外学校访问学习；派 60
余人次教师参加国家级别 （市级） 骨干
教师培训、学历提升进修、出国进修学
习、专业技能提升培训、企业实践等。

“青蓝工程”加强了对新老师、年轻老
师的帮助和培养。打造了一支素质高、
业务强、作风正的师资队伍。

近年来，学校狠抓内涵提升，内抓
管理，外树形象，成效显著。先后荣获

“全国就业百强职业院校”“中国教育改
革示范院校”“第 44 届世界技能大赛烘
焙项目中国集训基地”“中国焙烤食品
糖制品职业技能培训基地”“中央电视
台 《中国大能手》 实训竞赛基地”“第
45 届世界技能大赛烘焙、烹饪 （西餐）
项目中国集训基地”等荣誉称号。基地
选手蔡叶昭夺得第 44 届世界技能大赛烘
焙 项 目 金 牌 ， 学 校 选 手 吴 艳 洁 摘 得

“2018 巴基斯坦国际烹饪锦标赛”裱花
蛋糕专业组金牌，为国争光，为职教行
业添彩。

四十载匠心育人，四十载峥嵘岁
月，重庆市商务高级技工学校一代又一
代的师生用坚韧、智慧和勤劳谱写了属
于他们自己的辉煌。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在未来的岁月中，他
们必将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用更加昂
扬的姿态、开放包容的态度书写自己的
教育华章！

（余朝洪 刘华伦 江志林）

重庆市商务高级技工学校 （重庆现代职业
技师学院） 是重庆市商务委员会直属公办的国
家级别重点中职学校。学校创建于 1978 年，
是全市 10 所技师学院之一，是首批市级示范
中职校之一，是国家级别高技能人才培训基
地，也是市内“五年制”中高职连读试点中职
学校之一。学校现有在校学生 3350 人、教职
工 210 人，其中有中国烹饪大师、名师和中国
服务大师9名，国家级别考评员25名，享受国
家特殊津贴的市管专家 2 名，五一劳动奖章获
得者 3 名，正高职称 （研究员） 3 名。学校以
中职学历教育为主，办有高级技工班、预备技
师班，开设了烹饪旅游类、现代服务类、商贸
流通类等五大类 14 个专业，其中以烹饪、美
容美发、旅游服务与管理、健康照护与管理为
骨干专业。建有世界标准、国内一流的“烘焙
基地”1 个。拥有 3 个“首席技师工作室”、1
个“技能大师工作室”和 1 个“烹饪研究
所”，共5个科研平台。

学校成立以来，始终把开放合作作为学校
发展的重要途径，紧跟党和时代的步伐，致力
于将职业教育做精、做强！2014 年 2 月 26
日，国家常务会议确定了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
育的任务措施，提出“开展校企联合招生、联
合培养的现代学徒制试点”。职业教育具有教
育和经济双重属性，遵循政府主导、行业指
导、企业参与的发展规律，校企合作是职业教
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重大突破口，是职业教
育的本质要求，也是产教结合的基本途径。有
感于此，学校结合中职教育的发展形势和学校
办学实际，提出了“德育为先、技艺为要、市
场为本、品牌为魂”的办学理念，以校企合作
技能竞赛为突破口，加快教学改革创新，坚定
不移地走“专、特、精”的内涵式发展之路。

建立现代学徒制是职业教育主动服务
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推动职业教育体
系和劳动就业体系互动发展，打通和拓宽
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和成长通道，推进现代
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战略选择；是深化产
教融合、校企合作，推进工学结合、知行
合一的有效途径；是全面实施素质教育，
把提高职业技能和培养职业精神高度融
合，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
践能力的重要举措。

“国家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
决定”，对“开展校企联合招生、联合培
养的现代学徒制试点，完善支持政策，推
进校企一体化育人”作出具体要求，标志
现代学徒制已经成为国家人力资源开发的
重要战略。重庆市商务高级技工学校面对
职教发展的新形势，积极进行人才培养方
式改革，加强校企合作，探索现代学徒制
的有效实施方式，促进职教学生素质的提
升。

学校以师徒结对、大师冠名班、设立
奖学金等方式开展校企深度合作，开启现
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改革试点工作。新学年
开学，学校都会组织大师冠名实验班宣讲
活动，采取学生自愿报名、校企联合招
生、双向互选的原则选取学校品学兼优、
积极好学的学生进入冠名实验班学习。在
此基础上，学校与企业共同研制、实施招
生招工方案，明确学徒的企业准员工和职
业学校学生双重身份，使教学工作与企业
用工标准紧密结合。校企双方共同制定教

学计划，定期召开校企合作交流会，研讨
完善培养管理机制。除了共同设计人才培
养方案，校企双方还在职业岗位标准开
发、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企业师傅
标准上实现共通。每周一至周五，学生在
学校学习，周末和节假日则带着学习任务
前往企业开展一对一师带徒实操练习，及
时将理论知识应用到实践当中。

在学校内部建设方面，以深化教学改
革为着力点，全力推进专业建设改革，优
化专业设置，提升专业竞争力。积极申报
茶艺、高星级饭店营运与管理和会展服务
专业。加强与行业、企业合作，加快引企
入校进程，逐步探索烹饪初加工产销模
式。学校以创建示范校为契机，结合行业
发展和用工企业的需求，以培养和提升学
生实操能力为核心，加大实作课比例，逐
步推行一体化教学。学生技能的提升需要
实训的磨炼。基于此，学校强化教学实训
室建设。每年投入大量资金，更新实训设
备。积极推行“8S”现场管理，实训条件
明显好转。

在稳步推进招生工作的基础上，学校
坚持“以就业促招生，以招生促发展”的
办学模式，注重实习就业工作，加强校企
合作，加大学生实习就业跟踪管理力度，
大力推行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每年学校
都积极拓展学生实习渠道，增加实习企业
的数量，学生在实习中技能与职业素质得
到锻炼和提升，在实习中表现优秀者不计
其数，得到了企业的高度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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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融合，创新育人模式

“1”是营造一种学习氛
围——持续推进“全民读书
月”活动

全民读书月，满城书香韵。十多
年来，读书月活动以“品味书香，感
悟文明”为主题，建立了“部门联
动、市镇互动、全民齐动”的运作机
制，举办了丰富多彩的“全民读书
月”文化活动达 480 余项，捐赠各类
书籍 40 余万册，举办各类专题讲座
1000 多 场 次 ， 参 与 者 达 400 多 万 人
次。读书专题系列讲座、系列市民读
本赠阅、“传统经典美文”诵读比赛等
一系列终身教育品牌活动营造了浓郁
的读书氛围，使“让阅读走进生活，
让城市弥漫书香”成为了慈溪市“全
民读书月”的主旋律，2010 年，被中
国阅读学会授予“华夏书香之乡——
书香慈溪”的牌匾。

为了更好地创建品质文化之城，
慈溪市统筹了 19 个镇 （街道） 社区教
育中心、297 个村民学校、68 个社区
学习点、1078 个家庭学习点，建立了
由 209 名专职教师和上万名志愿者组
成的社区教育队伍，致力于本土文化
的弘扬和传播。掌起的彰和讲堂、白
沙路街道的三北小锣书、古塘街道的

“老虎鞋”、宗汉街道的剪纸、长河的
金丝草帽、坎墩的戏曲滩簧，不仅吸
引了当地群众的踊跃参与，也为他们
阅读之余提供了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
活动，深受群众的欢迎和青睐，极大
地满足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2”是搭建两个学习平
台——在线学习平台和学分
银行平台

慈溪市是“市民学分银行”全国
首家下海试水的县市，数字化学习是
全国首家“城乡社区数字化学习”示
范区，依托慈溪市终身学习平台 （又
称“99 学吧”） 和慈溪市学分银行平
台“二合一”模式服务市民自适性在
线学习也走在了全国前列。

全面推行的数字化学习已在三北
大地蔚然成风：遍布各镇 （街道） 的
电子图书借阅机、随时免费浏览的数
字化图书馆、每日推送专题的社区教
育公众号、具备慕课特点的智能手机

移动学习超市、基于需求导向的情境
式直播课堂等，极大地丰富了市民多
样化、多时空、多渠道的个性化自主
学习，吸引了老百姓的广泛参与。

目前，在慈溪市终身学习网——
“99 学吧”上参与在线学习的日均访

问量已达 5000 人次以上，访问量累计
达 2181.2 万人次。在学分银行注册学
习 账 户 的 市 民 达 31.81 万 人 ， 其 中
28.76 万人积累了学分和积分，总计发
放市民学习卡 30 万张。直播课堂自构
建 以 来 共 组 织 了 632 场 次 的 各 类 培
训，参与者达到 150 余万人次。

慈溪市在数字化学习方面的探索
得到了领导和专家的一致肯定：在全国
第二届地方教育制度创新奖评选中，慈
溪市的“市民学分银行”获得了优胜
奖，相关案例被收入《2011中国教育发
展报告》；慈溪市推进社区教育数字化学
习的典型案例连续两年被收入 《2010
和 2011 中国终身教育蓝皮书》。《构建
市民学分银行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课
题被宁波市政府部门授予第五届宁波
市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创新学习载
体，打造品质课堂》课题研究报告获得
了中国成协第十一届教学成果一等奖。

“3”是创设三大学习共
同体——融合全时空的一体
化学习品牌

“三大学习共同体”是指以家庭为

中心向四邻辐射而形成具有互帮互学
性质的学习共同体，又称家庭学习
点；以现有社团和引导拓展家庭学习
点向社区辐射而形成的社团性质的学
习共同体，又称学习型社团；以家庭
学习点及学习型社团向四周辐射形成
具有社区教育特色品牌的学习共同
体，又称为社区教育工作室。这三者
既相互关联，又互相渗透，是慈溪市
服务老百姓终身学习的全时空融合的
一体化学习品牌。

以“三大学习共同体”为核心的
文化下乡活动、图书漂流活动、文娱
表演活动等，活跃了城乡居民的业余
生活，推动了区域内的文化交流和学
习，逐渐形成了“三进三出”的慈溪
模式。周巷镇蔡家社区的舒乐艺术团
从自娱自乐的家庭学习点发展为远近
闻名的戏曲社团，获得了社会各界的
良好赞誉；观海卫太极拳社团引领全
民健身，开发的相关课题被评为全国
社区教育特色课程优秀奖、宁波市终
身学习优秀视频资源最佳作品奖。同
时，观海卫太极拳实验室还被教育部
门社区教育研究培训中心授牌，成为
全国首个可以线上学习线下体验的太
极拳项目；白沙路街道社区教育学院
沈宁工作室以科研项目为抓手，扎实
推进母亲素养工程，打造了“智慧妈
妈”培训品牌，被评为宁波市母亲素
养工程培训示范点。

通过构建“三大学习共同体”，慈
溪市打造了集学习、娱乐、休闲于一

体的终身学习新通道。目前，慈溪市
共有各类家庭学习点 1078 个、学习型
社团 898 个、社区教育工作室 53 个、
面积 30593 平方米、各类书籍 118850
册、报刊杂志 11012 份。近 3 年，共投
入经费达 1664.4 万元，有效供给教育
培训人数达 369.8 万人次。2014 年，
慈溪市家庭学习点项目被中国成协评
为“全国终身学习活动品牌”。相关做
法得到了浙江省领导的批示：慈溪重
视职成教育，成绩可喜。请省教育部
门总结推广，供各县 （市、区） 学习
借鉴。

“4”是打造“四大惠民
工程”——满足市民综合素
养提升

“四大惠民工程”分别是：由慈溪
市人社部门牵头的“城乡劳动力职业
技能培训工程”；由慈溪市妇联牵头的

“母亲素养工程”；由慈溪市老龄委牵
头的“华龄乐学工程”；由慈溪市教育
部门牵头的“青少年校外素质教育工
程”。

2006 年 ， 慈 溪 市 政 府 部 门 出 台
《关于加快构建城乡服务型劳动力职业
技能培训体系的若干意见》，为开启

“慈溪全民大培训”作了政策上的保
证。据统计，慈溪市从 2011 年开始加
强对终身教育的公共财政支持，除市
财政安排的专项培训经费 1500 万/年
外，市财政每年按常住人口每人 2 元
的标准安排终身教育公共服务专项经
费；7 个镇 （街道） 按人口每人 2 元的
标准安排社区教育专项经费，12 个学
校创建成为宁波市高标准成人学校，
镇 （街道） 以每人 3 元的标准安排社
区教育专项经费，另外通过各成人学
校自筹、培训收入等的经费每年高达
500 万元。

目前，“四大惠民工程”年平均培
训均达 90 余万人次，极大地满足了市

民的需求，在宁波市农民素质培训和
转移就业工作考核中，连续五年蝉联
首位，并获得了浙江省千万农村劳动
力素质培训一等奖。

同时“四大惠民工程”也助力了
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地生根。以新型职
业农民培训为例，慈溪市依据地域特
色，积极服务于当地经济。龙山镇以
示范引领“生产、管理、销售”技术
创新，采用“3+1”科技推广模式促
进优质獭兔培育基地发展；新浦镇从
本土实际出发，以大棚葡萄种植技
术培训为抓手，以“围绕农业主导
产 业 ， 培 育 新 型 职 业 农 民 ” 为 己
任，实现了从农民到职业农民的角
色置换；掌起的水蜜桃嫁接技术大
大提高了水蜜桃产量和品质，横河
的杨梅栽培技术使得慈溪杨梅名扬
天下。农业技术的创新和推广促进
了社区教育与当地产业的紧密互动
和高度融合。

“慈惠三北书香韵，溪通四海文化
魂”。近年来，慈溪市通过制度建设、
基地建设、四级网络建设、资源共享
建设和终身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等举
措，积极推动终身教育的发展。慈溪
市也相继被评为首批全国农村职业教
育与成人教育示范县、全国社区教育
示范区、全国数字化学习先行区。以
书香为序幕，以文化为引领的慈溪终
身教育必将迎来更为美好的明天！

（孙剑波）

慈惠三北书香韵 溪通四海文化魂
——浙江省慈溪市全面推进终身教育综述

慈溪，古称“句章”，今称“三北”，地处浙东沿海，北枕辽阔
的杭州湾畔，以东汉“母慈子孝”而闻名。自古以来，移民文化、
青瓷文化、围垦文化积淀深厚，孕育了“慈惠三北，溪通四海”的
慈溪精神。生活在这片神奇土地上的104万慈溪人，用他们的勤劳
和智慧，开创了国民生产总值超千亿的发展奇迹，打造了具有杭州
湾跨海大桥理念引领下所独有的大湾区“景观”。物质上的丰裕催
生了市民追求高层次生活品质的精神需求，为满足他们崇文求乐的
幸福愿景，慈溪市高标准、多维度、广覆盖地推进“1234”终身教
育运行模式，为加快慈溪市学习型社会建设进程书写了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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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溪市终身学习网开通暨慈溪市终身学习网开通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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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浦大棚葡萄培训新浦大棚葡萄培训

学校余朝洪校长学校余朝洪校长 （（左一左一）、）、廖明江书记廖明江书记
（（右一右一）） 为烹饪行业大咖颁发名誉副校长聘书为烹饪行业大咖颁发名誉副校长聘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