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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3D课程的研究与实践
——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永安路小学课程建设纪实

合作共建国际交流服务平台

自 2008 年开始，学校就与莫斯科
国立印刷大学 （现为莫斯科理工大
学） 不断互派学生到对方学校实习交
流，开启了学校打造国际化职业教育
的大门。目前上海版专已与 20 多个国
家 （地区） 的 30 多所高校和企业建立
合作关系，学校坚持服务国家“一带
一路”建设，以援外培训服务为起
点，不断拓展援外培训项目和领域、
创新援外模式，着力推进学校教育国
际化，提升学校办学水平和质量。随
着部市协同不断推进，学校参与不断
深化，可视性成果不断丰富，学校的

“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取得初步成
效。

上海版专注重民族文
化的弘扬与传播，着
力彰显中华文明
深厚的历史
底 蕴 ，
发

挥着促进职业教育区域交流与合作、
服务国家“一带一路”的重要作用。
2018 年，学校邀请德国职业教育代表
团、国家商务部门援外培训项目——

“俄语国家大学校长研修班”等成员来
校交流，召开多期“一带一路”印刷
教育与技能人才培养研讨会，共同探
讨新形势下印刷产业的开放、转
型、融合和创新发展，研讨加
快“一带一路”国家印刷教
育，促进相关国家印
刷教育水平的提
高。结合学
校印刷
出

版
专业优

势和上海城
市中西文化交融

的特点，安排来访人

员体验中国印章雕刻、中国书法等文
化课程，感受中国传统饮食和茶文化
等，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青年了
解中国文化、亲近中国文化。

2014 年上海版专在巴基斯坦成立
海外工作站；2015 年同孟加拉印刷行
业协会签订共建协议，为孟加拉国家
印刷协会建设印刷学院提供技术支撑
和人才支持。学校多次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知名行业企业携手合
作，沿着丝绸之路传播中华印刷文
明，提升中国印刷职业教育的国际影
响力，打响“中国职教”品牌。学校

“一带一路”建设的特色做法在
“全国高职高专校长联席

会议年会”上作为典
型案例展出，并
获得广泛好
评。事

实
表 明 ，

学校完全有
能力对“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开展教
育输出，合作共建国际化

职业教育平台。

携手构建技能人才培养高地

世界技能大赛是推动职业院校改
革与发展，提升与检验教育教学质
量，培养双师型教师队伍，选拔优秀
高技能人才以及深化国际间交流合作

的重要平台。上海版专曾经连续 3 届
代表中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印刷媒体
技术项目的比赛取得了一银一铜的骄
人成绩。随着学校世界技能大赛上
的不俗表现以及技能培训领域
影响力的不断提升，越来越
多的国际兄弟院校慕
名来校进行学习
交流。哈萨
克 斯

坦
阿 拉 木

图印刷学院
曾专门派 2 名将

代表哈萨克斯坦国家
参加 2019 年 8 月在俄罗斯

喀山举行的第 45 届世界技能大
赛印刷媒体技术项目的候选选手赴

学校进行“印刷媒体技术”项目技能
培训。在培训过程中，学校教师以

“以世赛标准培训，以世赛规则要求，
与世赛无缝衔接”为宗旨，确保高质
量、高水平、高标准完成对哈萨克斯
坦国家选手的培训任务，2 名选手在
理论水平和实践操作水平上都得到了
全方位的提升。学校培训教师敬业精
神与精湛的业务水平赢得了哈萨克斯
坦世赛选手们的高度评价。

上海版专始终依托专业优势和国
际合作的特色，为“一带一路”建设
提供印刷技术方面的人才智力支持以
及技术服务保障，全面激活区域协同
创新，积极传播先进文化，同时也努

力
打造学

校在职教培
训领域的品牌影

响力，进一步实现共
建、共享、共赢。学校深

化与德国、法国、芬兰、英
国、俄罗斯等国家的职业院校合

作，建立了人才需求标准的高技能人
才培养模式，引入 ACCGC 印刷专业认
证体系；与全球第三大电子商务平台
法国乐天集团子公司 Aquafadas （拓
鱼） 公司在国内设立首家授权培训认
证中心；与英国 Foundry 公司设立工
程师资格认证培训考点；建立了认证
证书在全世界 6 大洲 141 个国家通用的

“Apple FCP7 非线性编辑技能”国际
认证培训中心等，认证培训中心与基
地的建立，为学生提供实用的交互式
内容学习课程、更真实的项目实训和
更权威的行业资质认证，构建现代化
职业技能人才培养高地。

凝心搭建职业教育培训体系

上海版专利用区位优势，从“搭
平台”“引进来”“走出去”等方面推
进学校的现代化职业教育体系的建立
和国际化发展。作为原国家新闻出版
广电部门批准的重点工程项目“丝路
书香工程”出版印刷人才培养项目，
上海版专积极组织骨干教师认真研究
国家印刷产业发展宏观规划，以印刷

业
“ 走 出

去”要求为
出发点，从国外

受众对中国印刷文化
的关注点入手，开展教材

编写工作，积极推进国际出版
印刷服务合作，进一步增进中国和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出版印刷及相
关领域的深度合作。依托作为世界技
能大赛集训基地的优势，提供了世界
一流的印刷媒体技术项目的各个分项
目的具体训练内容，编撰了培训教
材，形成了完善的印刷媒体技术项目
培训教材体系，相关教材已被斯里兰
卡和纳米比亚等“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用于印刷技术从业人员的培训工作。

近 5 年来，学校共接收了 14 批、
100 余人次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
澳大利亚、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国家
和中国台湾地区的高校与企业的师
生、员工来校进行印刷媒体技术专业
的理论培训和实践技能培训。接受培
训的学员从理论水平到实践操作技能
都得到了全方位提高，海外学生的培
训不仅检验了上海版专国际教学培训
能力，而且为今后培养更多的外籍学
生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法。上海版专
也在“一带一路”教育行动中提升了
学校国际化办学的软实力，在国际化
特色办学之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一带一路”是伟大的事业，职业
教育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组成
部分，携手推进“一带一路”职业教
育发展合作是一项神圣的使命。秉承
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
利共赢理念，上海版专一定可以探索
出具有自身鲜明特色的职业教育发展
之路，为世界职业教育提供可借鉴、
可复制的成功做法及宝贵经验。

（上 海 出 版 印 刷 高 等 专 科 学 校
陈斌 徐敏 宋嵩）

服务“一带一路”建设 助力职教国际化发展
——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成果纪实

教育是社会发展的基石，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是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
需要。国家教育部门领导在出席教育部门与辽宁省、山东省、重庆市、宁波市
签署《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国际合作备忘录》的签约仪式上指出，“一
带一路”倡议，得到国际社会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积极响应。“一带一
路”是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合作的顶层设计、中国教育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路线
图，是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推进教育国际合作交流的重要抓手。

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以下简称“上海版专”）以“工文艺融汇、
编印发贯通、教学做互动”为办学特色，致力于建设特色鲜明的应用技术型高
等院校，使学校成为国际先进传媒技术推广基地、国家出版印刷人才培养基
地、上海文化创意产业服务基地。结合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学校坚持
“请进来、走出去”，积极开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院校和企业的交流与合
作，着力构建起中国职业教育与世界对话、交流的有力通道。

校企培育“洋学徒”“一带一路”结成果
——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提升国际生源办学质量侧记

战略，我们共同服务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极大推动了中
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发展进程，但人才任用方面
的问题也逐渐凸显，而人才本土化是实现跨国
企业本土化策略中极为有效的一种。中信戴卡
股份有限公司是全球较大的汽车铝合金轮毂制
造商，占据全球 30%的市场份额。该公司于
2018 年 7 月投资 3.5 亿欧元在摩洛哥建设年产
600 万只铝合金轮毂的工厂，而新工厂的达产
急需大量摩洛哥本土的具有实操经验的技术技
能型人才。

与此同时，国家骨干高职院校秦皇岛职业
技术学院正以实施创新发展行动计划与国家优
质校建设为契机，深入探索产教融合、校企合
作、工学结合、知行合一、德技并修的人才培

养模式，于 2018 年 10 月 23 日，校企双方正式
签署了摩洛哥留学生班项目合作协议，采用现
代学徒制培育模式，为中信戴卡摩洛哥工厂培
养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

模式，我们共同创新

校企共同构建了“以岗育人”具有本土化
特征的留学生培养新模式。共同组建项目教学
团队。学校教学团队全部是高级职称，企业兼
职教师全部是资深专家和技术骨干。他们共同
授课，使得这些“洋学徒”从“生手”到“上
手”再到“熟手”，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共同打造“中国标准”的工匠人才。学校
按照培养国家一流员工的总要求，采用戴卡公
司生产标准，双方联合开发了“智能制造技术
应用”“电器控制与 PLC”等 10 余门“订单”

课程和讲义，从而保障了一流技术技能型人才
培养方案的贯彻执行。

共同营造校企文化氛围。每名学员都有校
企两位师父，师父除了授业解惑之外，更要

“传道”。帮助徒弟了解、熟悉企业文化，积淀
产业文化素养，尽快实现由学徒到戴卡员工的
顺利过渡。除此之外，还进行书法、茶道、太
极拳等中华文化的熏陶与浸润。

共同构建评价体系。建立了教育主管部门
监管、校企自律、社会监督的“三位一体”质
量保障机制，强化处罚和退出机制建设，做好
全过程监管。校企共同参与学员的招聘选拔、
过程监督、技能考核、素质评价、奖学金发放
等“订单”培养的全过程。

共同建设实训基地。双方以学校机电工程
系数控五轴五镗铣加工中心为基础，合作共建
产学研实训基地，逐步建成集教学、培训、技
术服务等为一体的高标准一流实训中心，将部

分外包项目放到实训中心进行加工生产。

成果，我们共同培育

截至目前，校企双方共同培养摩洛哥留学
生已达 110 人，其中，40 名首期学员已于今年
2 月底结业回国，成为中信戴卡股份有限公司
正式员工。一位学员说：“我是一名学员，也
是一名员工。在这里，培训内容非常丰富，既
有理论学习，更有实操训练。我很喜爱中国文
化，给了我很多启发，对我未来的工作和生活
起到了积极的影响。”另外，校企双方根据项
目计划，还将培养 136 名通晓国际规则、了解
中国文化的摩洛哥本土技术技能型人才。校企
合作为实现戴卡公司摩洛哥 DMA 工厂顺利达
产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

摩洛哥留学生现代学徒制班，是打造校企

命运共同体的新范式，是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
为“走出去企业”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培
训员工的首次实践，是将自身的办学理念提升
到 服 务 国 家 、 服 务 社 会 、 服 务 “ 中 国 制 造
2025”发展战略与“一带一路”倡议的一大创
新举措。

（王英刚 鲁 妍 刘冬霞）

摩洛哥学员实操生产的首只轮毂在长沙下线摩洛哥学员实操生产的首只轮毂在长沙下线

目标导向，系统构建幸福3D课程体系

幸福 3D 课程体系是学校对课程改革的深
化与创新。幸福 3D 课程体系突出一个核心，
学生幸福成长；实施两种策略，即多元幸福和
注重特色；做好三个结合，即与学科结合，与

学生发展需求结合，与时代发展结合，使课程
体系门类愈发完善，内容丰富多样，满足了学
生的多元发展需求。

1.核心课程：整合+拓展
核心课程是指国家课程与地方课程、校本

课程整合开发的学校课程。在核心课程形成的
过程中，学校将国家层面学生发展的核心价值

“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作为课
程要素，聚焦学生核心素养，在国家课程标准
的基础上，打破现有教材局限，形成语文与生
活、英语与交际、数学与思维、德育与素养、
创新与实践、艺术与健康六大课程，构建更加
适合学生成长需要的课程。推动课程形态、课
程内容、课程与人的全面整合。

2.特色课程：学科+综合
学校依据教师优势等条件，采用学科+综

合的形式，开设了足球、舞蹈、合唱、儿童
剧、长笛等 30 余种特色课程，满足学生的不
同需求。学校采用“定时、定人、定点、定内

容”的“四定”原则开展选修课程，对全校的
选修学生做全程跟踪指导。

3.创新课程：有意思+有意义
学校师生以新课程理论为指导,确立了以

“传承—信仰—未来”为主线的创新教育课
程。学校整合了晨读、午练、作业、诵读、研
学、综合实践等 11 个专题，分解了 20 多个主题
和 38 个小课题。其中涵盖了传统文化、党史国
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科技创新教育等内
容。3 条主线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紧密联系，是
对学生人文素养、学习、实践、创新能力的阶梯
式培养，在学生培养中呈现螺旋上升的特点。

自主开放，创造性推进幸福3D课程
体系的实施

幸福 3D 课程的开设，在保证国家课程规
范性的基础上，进行整合创新，以必修、选修
等多种方式实施。核心课程中的音乐、美术，
按照国家课程要求，开齐开足。特色课程分为

四类：第一，学校必修，班班必开；第二，年
级必修，在不同年级开设；第三，学校选修，
全校选拔；第四，年级选修，个体自选。创新
课程通过主题式学习方式来完成。

1.共享形式：流动的教室，走心的教育
每当选修课程的铃声响起，校园里顿时沸

腾了起来，孩子们奔走于各个教室、活动室。
“好开心，今天又可以去童画班学画画了。”“今

天的陶艺课我一定要做一个好看的花瓶 。”
“Grace，I miss you so much.”这是学校选

修走班的场景。学生可凭兴趣爱好自主选择课
程，在走动的过程中，分享着越来越多的精彩。

2.学习共同体：自由组合，合作学习
为保障课程在课堂中的有效实施，班级中

抓好学习共同体建设，使学生们为了本组的荣
誉，不仅自己认真努力, 而且还积极督促带
动本组其他同学一同学习、携手共进。让孩子
们学会主动合作、谦让包容、取长补短，实现
优势发展、和合共生，提高了课程实施效果。

“三位一体”多元评价，促进3D幸
福课程创生与发展

落实 3D 幸福课程评价，让学生体验学习
的快乐，享受成功的幸福，学校实施“三位一
体”的多元评价模式，即科学评价课程内容、
多维评价课堂质量、多元评价学生成长。通过
评价，真正使 3D 幸福课程成为促进学校、教
师、学生发展的载体。

春暖花开，幸福3D教育向阳绽放

从构建幸福课程到实施，孩子们变了，变
得更开心、善思，综合能力更强了；教师们变
了，变得更加安心、善学，合作研究意识更强
了；学校也变了，变得更加民主、开放，成为
关注生命发展的新生态校园。

3D 幸福课程真正润泽了孩子们美好的童
年，他们正朝向阳光绽放。

（张玉秀 杨 清 纪冠慧 李金艳）

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永安路小学有着丰
厚的文化底蕴，在课程构建的过程中，学校秉
承“让教师享受教育的幸福 让学生体验学习
的快乐”学校文化，对国家课程进行补充、融
合、拓展与创新，研发开设学校特色的课程，形
成了学校课程和地方课程、国家课程三级课
程互为补充、良性互动的幸福3D课程体系。

幸 福 3D 课 程 体 系 ，3D 是 指 ：Direc-
tion——具有方向指导性、是学生学习成长的
核心课程，是国家、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整合
拓展开发的学校课程；Diversity——具有多样
性、满足学生个体需求发展的学校特色课程；
Dynamic——具有开放性探究的创新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