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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改革开放步伐
开创旅游教育先河

1978 年改革开放春潮涌动，中国向世界敞
开怀抱。国家提出“大力发展旅游事业”的战
略，将旅游事业纳入国民经济之中，并定性为关
系到国计民生的一项不可缺少的事业。为缓解当
时旅游饭店服务、管理人才匮乏的状况，经江苏
省政府部门批准，南京旅游职业学院前身、新中
国首所培养旅游专业人才的学校——江苏省旅游
学校在宜兴应运而生，中国旅游职业教育之轮由
此启航。学校成立之初，校址设在废弃的苏州
金山煤矿之上，条件十分艰苦。“每人半钵子
米饭，常常不够吃，食堂没有凳子，8 个人就
围成一桌站着吃；学习条件也非常差，不少教
材是教师自己编写的。”首届毕业生李靠山回
忆当年的生活、学习情景，说起来仍历历在
目。

这样的条件，锻造出了南旅人艰苦奋斗的
工作精神。凭着这股精神，1978 年的学校，学
生在食堂里拿着萝卜雕花，在山野上倚着石头
背单词。2018 年的南旅，拥有江宁和华严岗两
个校区，占地 421 亩，总建筑面积 17.61 万平
方米，建有现代化实训室 30 多个，烹饪中西
厨房、导游模拟实训室、民航技能综合实训基
地居全国前列，高标准自建自管的御冠酒店，
集教学实训与经营于一体，是全国旅游职业教
育校企合作示范实训基地。学校多次被评为

“江苏省园林式单位”“江苏省平安校园”“江
苏省高等学校和谐校园”。1978 年的学校，只
开设服务、烹饪和驾驶 3 个专业，年招生人数
不足 500 人。2018 年的南旅，开设专业 24 个，
年招生规模达 2000 人。学校拥有全国职业院
校旅游类示范专业 1 个，江苏省 A 类品牌专业
1 个，江苏省高等职业教育高水平骨干专业 4
个，世界旅游组织旅游高等教育认证专业 5
个，并于今年高质量通过了江苏省示范性高等
职业院校建设单位验收。“激水之急，至于漂
石者，势也。”学校的发展需要自身的不懈努
力，更离不开行业发展大势的引领。

顺应旅游发展潮流
传扬“学在金陵”美名

1981 年，国家主持制定了首个旅游业发展
规划，从此旅游业走向产业化、市场化之路，
旅 游 创 汇 从 1980 年 的 6.17 亿 美 元 ， 增 长 到
1988 年的 22.2 亿美元,增幅达 260％，巨大的需
求催生出了国内首批涉外旅游饭店，全国饭店
业界对管理人才的需求显得极为迫切。1991
年，为顺应旅游业发展的新要求，经国家批
准，由国家旅游部门和江苏省政府部门共同创
办，南京旅游职业学院前身之一——金陵旅馆
管理干部学院在南京成立，它是国内仅有的一
所专门培养酒店业管理人才的学校。为了承担
起国内酒店管理人才培养的重任，学院在建院
之初便借鉴瑞士洛桑酒店管理学院的模式，成
立了全国首家饭店人才培训机构——金陵旅馆
培训中心，率先开创的成建制培训模式，为正
处于兴建起步阶段的全国酒店企业培养了大量
的中高层管理人员，在全国首开旅游饭店岗位
职务培训的先河。学院还在消化吸收国外酒店
经营管理理论的基础上，编写了我国较早的一
批酒店管理专业教材，填补了国内酒店教育在
教材方面的空白。“学院当初的目标就是要开
办中国酒店业的洛桑学院。”时任金陵旅馆管
理干部学院副书记张新南，在回忆学院首任校
长周鸿猷所提出的奋斗目标时仍激动不已。

这种追求卓越的品质，让金陵旅馆管理干
部学院在全国酒店业中树立了“学在金陵”的
美名，也成就了南京旅游职业学院如今的桃李
天下。建校 40 年来，学校累计培养毕业生 2.6
万余名，为全国旅游行业酒店培训总经理及部
门经理达 11 万人次。学校毕业生国内就业率
和境外就业率始终保持在 98%和 10%以上，校
友中担任星级饭店总经理、副总经理的 200 多
人，担任行政总厨和厨师长 170 多人；江苏五
星级酒店中高层管理人员中，学校毕业生占
30%，有 50 余位毕业生被评为国家级别、省
级、地市级优秀导游员、文明导游员和金牌导
游员。普渡大学健康与行为科学学院副院长蔡
利平、金陵饭店集团董事长汤文俭、香格里拉
集团副总裁文志平等知名校友享誉业界。学校
多次被省教育部门表彰为“江苏省职业教育先
进单位”“江苏省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赛最
佳组织奖”“江苏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
集体”“全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考核优
秀单位”。学校助力江苏文化旅游强省建设的

人才保障作用日益突显。“桃李不言，下自成
蹊。”校友的大放异彩，更体现了学院在人才
培养上的精耕细作。

紧跟旅游战略定位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2007 年，学校在南京旅游学校与金陵旅馆
管理干部学院两校合署办学的基础上成立南京
旅游职业学院，升格为专科层次的普通高等学
校，并于 2009 年搬迁至南京江宁大学城。学
校的升格正契合了国家在 2009 年 《加快发展
旅游业的意见》 中提出的“把旅游业培育成为
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
意的现代服务业”的要求。如何培养适应现代
旅游业需要的应用型高层次、国际化人才成了
学校要解决的首要问题。面对难题，学校坚持
创新先导，通过改革教学方式，创新人才培养
模式，形成了工学结合、以赛促学特色的人才
培养模式。

学校积极贯彻产教融合理念，依托自建的
生产教学酒店——御冠酒店并联合酒店管理学
院、烹饪与营养学院共同创新实施了“一店两
院”工学结合的产教深度融合现代学徒制项
目。该项目通过“一日识岗”增强新生职业认
同感，在此基础上借助“一月跟岗”促进所学
课程与实际工作岗位相融合，帮助学生有效开
展专业学习，再运用“一轮顶岗”综合培养学
生专业技能水平，由此达到深化项目课程教学
改革，创新现代学徒制组织模式，丰富现代酒
店学徒类型层次，有效满足行业企业对一线高
素质专业人才需求的目的。学校还与洲际酒店
集团、苏宁集团、香港美心集团、中国国旅、
吉祥航空等十余家企业联合成立了特色班、订
单班与企业学院，通过“前店后院”的方式，
把企业的运营管理模式引入校园，让学生在校
内就能感受到纯正的工作氛围与企业文化。如

果说工学结合的理念是学校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的孵化器，“以赛促学”就是学校检验人才培
养成果的比武场。南京旅游职业学院院长周春
林表示，作为全国旅游职业教育的开创者，学
校一直注重学生专业实践能力和综合职业素质
的培养，以大赛为抓手，“以赛促学，以赛促
教，以赛促改，以赛促建”，不断提升学生专
业综合技能水平，促进学校教育教学改革，提
升学校综合办学能力，为旅游行业培养优秀人
才。自 2012 年来，学校代表江苏参加全国职
业院校技能大赛，6 年共获 31 个团体或个人一
等奖，居全国同类院校前列。学校高度重视大
赛资源的成果转化，每年都会将各级各类相关
赛项的规程、评分标准以及参赛视频等转化为
专业课程资源，实现大赛与教学的有效衔接，
强化专业技能训练，以技能大赛精神为指针，
依据卓越技能标准引领课堂教学改革。围绕技
能大赛，学校还积极开展相关研究，不断推进
教育教学改革并取得了较丰富的研究成果，近
3 年来，荣获国家教学成果奖 3 项，省级高等
教育教学成果奖两项，全国信息化教学大赛二
等奖 1 项，江苏省信息化教学大赛一等奖 4 项,
江苏省微课教学比赛一等奖 4 项,全国教育信息
技术论文比赛二等奖 1 项，江苏省教育信息技
术论文比赛一等奖 1 项。学校 40 年发展所取得
的成果在惠及广大师生的同时，也为学校的国
际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搭建国际交流平台
参与“一带一路”实践

2013 年，总书记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
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这让一
直拥有国际交流传统的学校再觅良机。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金陵旅馆管理干部学院就与
瑞士洛桑学院开展了广泛交流。学院也是国内

较早派遣酒店管理专业教师赴外培训的学校之
一，早在 1987 年就派遣教师赴新加坡 SHAT-
ECH 学院培训。“酒店业是国家开放程度较高
的行业之一，这也造就了学院开放包容的心
态。”南京旅游职业学院国际交流合作处处长
樊平道出了学院一直保持良好对外交流合作态
势的真谛。近 10 年来，学校以更加开放的姿
态，坚持以我为主，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教学资
源的原则，搭建起学校、企业、教师、学生多
方合作，专业认证与职业资格认证双向引入的
全 方 位 国 际 合 作 交 流 平 台 ， 并 于 2010 年 、
2012 年连续两个年度获评江苏省合作交流先进
院校。

目前学校已与 13 个国家及地区的 24 所学
校结成友好院校，和其中两所高校实施合作办
学，并广泛开展了学分互认、学生交换、教师
培训、教师互访等多种形式的合作。伴随着国
际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学校教师已经从最初赴
外时以学习借鉴为主的模式，转变为如今敢于
走向台前主动发声。在与香港理工大学酒店管
理学院合作举办的第四届中国旅游论坛上，学
校的 6 名教师在来自欧洲、美洲、新加坡、韩
国、中国内地及香港地区的 50 余名与会专家
学者面前，展示了自己的学术成果，充分彰显
了南旅人的学术自信。教师国际化视野的养成
需要长期的积累，学生的国际化素质更离不开
精心培育。

学校 1997 年起就与日本观光饭店协会合
作开启了学生赴外研修之路；目前学校已与境
外 54 家企业搭建了研修就业平台，每年学校
赴外研修、就业和留学人数保持在 200 名左
右，占毕业生总数的 10%以上。为增加校园内
的国际化氛围，学校还积极招收海外留学生来
校学习，于 2007 年就开始与普渡大学进行留
学生联合培训，“十三五”期间已累计招收来
自美国与荷兰的留学生 300 名。留学生的来校
学习，充分肯定了学校在专业国际化建设上所
取得的成绩。要与国际接轨，就要在标准上向
国际先进水平看齐。学校以骨干专业国际认证
为抓手，针对国际认证要求，全面梳理和改进
教育教学，经过两年建设，学校的酒店管理、
烹调工艺与营养、旅游管理、空中乘务、旅游
英语五个专业于 2018 年以全优的成绩通过联
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旅游教育质量认证，成为江
苏首个通过该组织教育质量认证的高校，该认
证是仅有的由联合国旅游组织颁布的国际知名
旅游教育质量认证。扎实的国际交流合作底蕴
给了学校把握政策机遇的实力。

学校不断扩大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合作与交流，与阿联酋酒店管理学院和泰国曼
谷吞武里大学等 7 所沿线国家大学达成合作意
向，还助力中非旅游外交，接待肯尼亚恩布郡
议长代表团来校参观，并选派 8 名同学服务于
江苏—南部非洲投资与发展高层论坛。学校领
导参加“中国—东盟职业教育校长高峰会”并
作了题为“完善实训体系，提升培养质量”的
主旨发言。政策响应需要理论研讨，更需要实
际行动，学校主动在“一带一路”国家建立境
外实践基地服务当地经济发展，学生赴迪拜、
马尔代夫、新加坡等“一带一路”国家研修、
实习和就业人数不断提升，还与阿联酋卓美亚
集团合作，探索“国外培训、国内就业一体
化”的海外研修新模式。逐渐扩大的国际影响
力，为学校更好地服务行业创造了良好条件。

服务全域旅游理念
塑造行业服务楷模

2016 年，国家旅游部门领导在全国旅游工
作会议上提出：中国旅游要从“景点旅游”到

“全域旅游”转变。2017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
确提出，要“完善旅游设施和服务，大力发展
乡村、休闲、全域旅游”。“全域旅游”首次被
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全域旅游为旅游业的供给
侧改革指明了道路，也为学校如何更好地服务
本地区的旅游业提供了指引。学校拥有良好的
服务行业传统，自 1992 年就成立了国内较早
专门从事酒店咨询管理公司之一的江苏中心
旅馆管理咨询公司，迄今已累计为 133 家酒店
提供了管理与咨询服务，其中五星级酒店达
38 家。1997 年选派教师赴肯尼亚援建了江苏
大饭店，并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赞扬。
进入“全域旅游”新时期以来，为了给所在
区域的旅游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学校与时俱
进，专门成立了江苏紫金规划设计研究院。
研究院成立以来与江苏省旅游部门与南京市
旅游委员会紧密合作，为南京、宿迁、盐城
等地的 30 余个景区、景点提出了整体规划方
案，还帮助南京市溧水区打造了休闲农业与

乡村旅游发展规划，为东台市制定了当地的
“十三五”旅游业发展规划。

推行全域旅游需要与时俱进的思想，更离
不开亲力亲为的实践。“我希望在实践中检验
所学理论。”学校旅游管理学院副教授纪文静
用这句话总结了她投入建设现代乡村旅游大潮
之中的初衷。她所创办的美泉民宿作为推进全
域典型，被中央电视台、现代快报等多家媒体
报道，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建设全域
旅游离不开更多高层次专业化人才的支持，学
校紧密结合现代服务业和区域旅游经济发展对
高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结合自身在行业培训
中所积累的丰富经验，进一步扩大培训范围，
开展旅游综合培训、专题式岗位培训、订制式
企业内训、职业技能培训等多种类型的培训，
为社会提供了大批合格的旅游专业人才。全域
旅游是旅游业提质升级的重要手段，更是扶贫
攻坚的良方。学校累计为来自新疆伊犁、青海
海南州、宁夏固原、青海西宁等地旅游业管理
人员开设全域旅游规划与创建培训班 20 余
次，有效传播了推行全域旅游规划、发展乡村
旅游扶贫的理念。作为江宁区首批全域旅游示
范院校，学校始终心系乡村发展，不忘用旅游
发展惠及当地贫困地区，与江宁古泉社区结对
帮扶，为当地量身打造了“泉欣+”的旅游产
品及特色旅游产品的电子商务规划，并指派相
关专业教师多次深入当地，帮助村民实践相关
规划，受到了当地政府部门和民众的一致好
评。

凭借文旅融合东风
托起南旅逐梦远方

2018 年 3 月“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决定，
将文化部门、国家旅游部门的职责整合，组建
国家文化和旅游部门，“文旅融合”的大幕就
此拉开。在“以诗为马，逐梦远方”的旅游业
发展新时代，学校文化育人的传统得到了充分
发扬。学校积极开展“全人教育”，提升学生
审美情趣，陶冶学生艺术情操，通过艺术鉴
赏、非物质文化遗产赏析、插花、古琴、书法
等通识课程的开设与“南旅大讲堂”“书香伴
行”“酒店文化周”“烹饪美食节”“大学生文
化艺术节”等活动的开展，构建全方位、立体
化的文化育人氛围。学校精心设计的酒店博物
馆和烹饪博物馆，更彰显出学校行业文化育人
的优势。长久的文化熏陶传统让学校在“文旅
融合”上获得了先发优势，成为首批入选文化
和旅游部门、教育部门等实施的中国非遗传承
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院校的学校，4 年来共
承担 6 期青海藏区与 3 期宁夏回族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承人培训任务，受到了文化部门领导的
高度评价。在此基础上学校融合非遗元素，开
办了工艺美术品设计专业，实现了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活态传承。学校还率先布局“文旅融
合”的理论研究，成立了非物质文化研究所与
江苏旅游文化研究院，为未来深入研究“文旅
融合”提供了平台。

回顾往昔，南京旅游职业学院党委书记王
海平表示，学校经过 40 年的艰苦奋斗，几代
人的薪火相传，目前已经建设成为一座校园
环境优美，社会服务功能突出的示范性旅游
高职院校。学校在人才培养、专业建设、产
业服务、文化传承等方面取得了可喜成绩。
展望未来，江苏省文化和旅游部门领导殷切
嘱咐，要用文化的理念发展旅游，用旅游的
载体传播文化，让江苏成为令人向往的诗和
远 方 ， 是 推 动 文 化 旅 游 融 合 发 展 的 理 念 所
在、目标所在。他希望南京旅游职业学院继
续发挥好特色优势，主动适应行业产业发展
新趋势和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新要求，搭建校
企双向共育人才的平台。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南
京旅游职业学院将以建校 40 周年为契机，秉
承艰苦奋斗、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开放包
容、与时俱进的“南旅精神”，着眼推动高质
量的内涵发展，积极探索构建与文旅融合发
展相契合的办学体制和机制。学校围绕服务
文化产业和旅游行业发展的需要，服务文化
和旅游主管部门中心工作的需要，服务文化
人才和旅游人才培养的需要，进一步深化教
学改革，大力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努
力培养适应文旅融合发展要求的复合型应用
人才，为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提供坚强的人
才及智力支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新时
期，南京旅游职业学院，新中国第一艘旅游职
业教育之轮，正鼓满风帆，再度远航。

(胡 亮 王 超）

40年风雨兼程 新时代再谱华章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建校40周年纪略

金风送爽，高朋满堂。10月29日，南京旅游职业学院建校
40周年发展大会暨旅游发展高峰论坛在学校御冠教学酒店隆重
举行。江苏省文化和旅游部门相关领导、国内外嘉宾、海内外校
友代表和在校师生欢聚一堂，畅叙情谊，追溯建校历史，共同庆
祝学校建校40周年。江苏省文化和旅游部门领导在大会致辞中
说：“伴随着改革开放的铿锵步伐，江苏省旅游学校应运而生，
40年来南京旅游职业学院秉承以微笑和知识服务社会的校训，
为全省乃至全国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专门人才，为服务旅游行
业发展、助力地方经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讲话对学校发展
给予充分肯定与鼓励。南京旅游职业学院建校四十年来，始终紧
紧把握时代脉搏，与新中国旅游业共成长。学校由曾经偏于一隅
的普通中专学校，成长为如今一座极具特色、在行业内颇有影响
的高职院校。

①1978年，江苏省旅游学校
②1978年，烹饪专业实训课
③建校40周年发展大会暨高峰论坛
④学校高标准教学酒店——御冠酒店
⑤学生西餐实训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⑤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