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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一流中职名校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记浙江省长兴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学校

坚持内涵发展
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浙江省长兴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学校是长
兴职业教育的龙头学校，不仅是浙江省首批建
设的 30 所中职名校之一，也是首批 251 所国家
改革发展示范校之一。近年来，学校坚持改革
创新，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1.科学民主，提升学校治理能力
学校致力于推进现代学校制度建设，建立

了以学校章程为核心的管理制度。重视发挥全
体师生在学校管理中的作用，定期召开校务会
议、中层以上干部会议、全体教职工会议和教
职工代表大会，共同研究重大决策。同时，发
挥各级学生组织的作用，提高学生自主管理能
力。建立学校理事会、家长委员会、专业指导
委员会等机构，形成多元参与共治的治理体
系。通过引入合作企业、学生家长、共建社区
等第三方评价，提高学校治理水平。通过建设
浙江省数字校园示范校，打造“数字校园”，
提高信息化管理水平。

2.立德树人，提高学生核心素养
坚持“教育就是习惯的培养”的育人理

念，倡导“人人都是德育工作者”的德育思
想，通过党员干部四结对、教职工联系学生寝
室、全员家访等形式，营造良好的德育工作氛
围。大力实施“亲情化、个性化、规范化、社
会化”德育，发挥“三化六平台”职业素养培
养机制的作用，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养。扎实
推进书香校园、体质达标、心理健康、育人载
体、德育品牌五大工程，全面提升学生核心素
养。注重学生德育实践，形成了“道德实践
周”“寝室德育导师制”两大省级德育品牌。

3.厉行改革，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坚持走改革创新的发展道路，探索实行“教

室车间化”“AB 班教学”“小导生班”“生活实践
课程”等改革，取得了良好效果。2012 年起，全
面开展“小组合作学习”为核心的“生态课堂”建
设。通过实行师训、生训、导学案、课堂流程和
考核评价五大工程，逐步形成了有预习、有探
究、有展示、有点评、有质疑、有拓展，学生会倾
听、会表达、会思考、会实践的“六有四会”生态
课堂，有效提高了课堂效率。2018 年 5 月 23 日
至 25 日，全国职业学校小组合作课改现场会暨

校长高峰论坛在学校举行，与会领导嘉宾对学
校的教学改革给予一致好评。

近年来，学校学生参加浙江省高职单招单
考，上线率保持在 98%以上，特别是本科上线
率和上线人数在湖州市同类学校中遥遥领先。
选拔优秀学生参加浙江省和全国技能大赛，成
绩突出，仅 2018 年，就夺得国家级别技能大
赛金牌 3 枚，银牌和铜牌各 2 枚。

深化校企合作
积极探索人才培养模式

1.顶岗实习
学校每年举办两次校园招聘会，在学生和

用人单位之间架设沟通桥梁。近年来，每年来
校招聘的企业都在 70 家左右，提供工作岗位
近 1000 个，充分满足学生岗位需求。大多数
学生在接受为期一年的顶岗实习后，会留在原
单位工作，从而为企业提供人力资源保障。

2.岗位体验
学校定期组织学生到合作企业开展为期

1—2 个月的工学结合，主要目的是体验企业文
化，了解企业对员工的素质要求，熟悉生产工
艺和企业管理特点，有利于学生职前素养的培
养和提高。

3.勤工俭学
根据合作企业的用工需求和学生实际情

况，组织学生利用节假日休息时间去企业开展勤
工俭学活动。既缓解企业阶段性用工压力，也为
学生提供实践机会，同时还可以获得劳动报酬。

4.产品加工
充分利用学校实训资源，开展生产性实

训，为学生提供真实的训练环境，提高学生技
术技能水平。学校先后为大宇科机电设备有限
公司、中钢集团、天能集团、超威电源、诺力
机电等企业公司加工零件，学生直接参与零件
加工图纸识读、加工工艺的编排、加工时工装
的设计和制作、加工过程中刀具的选择、加工
参数的给定等。

5.现代学徒制
探索实行“三元三段五定”现代学徒制试

点。三元是指政府部门、学校和企业共同参
与；三段是指识岗、轮岗、顶岗三个不同阶段；
五定，包括定企业、定岗位、定师傅、定标准和定
课程。校企共同制定招生机制、校企共同制定
人才培养计划、校企共同建设专业课程与实践
基地、校企共同组织实施工学结合教育教学模
式、校企共同培养双元导师队伍、校企共同管理
与考核评价机制，合力培养工匠型人才。

6.产学研联合体

坚持走产学研一体的育人道路，建立了长
兴职教中心机电产学研联合体，取得了丰硕的
成果，先后为浙江丰帆数控机械有限公司、天
能集团、亚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天煌科
技实业有限公司、海信 （浙江） 空调有限公司
等企业提供技术服务，与企业共同进行产品研
发，提高了学校服务企业、接轨企业的能力。

7.菜单式员工培训
与人社部门、安监部门等以及龙之梦、浙

北大厦、传媒集团等企业合作，开展“菜单
式”员工培训。根据企业需求和员工实际情
况，共同制定培训菜单，供员工选择，提高培
训效率。学校培训部开设保安员、保洁员、客
房服务员、餐厅服务员、特种作业电工、焊
工、登高、安全生产管理员、矿山安全、危化品
等各类培训，每年培训各类人员 7000 多人次。

发挥示范功能
努力提升服务社会能力

1.接轨地方产业，提供人才支撑
对接长兴产业发展和当地企业需求，及时

调整学校专业设置。通过实施职校加园区的 1+
6 合作模式，大力探索工学结合、现代学徒制
等新型育人模式，培养工匠型人才。学校毕业
生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过硬的专业技能受到广
大用人单位的欢迎，毕业生就业率保持在较高
水平。许多毕业生已经成为企业技术骨干和管
理人员，不少毕业生成为自主创业的典范。在
长兴县第二届“十大杰出青年”评比活动中，
学校有 3 人入选。

2.开展社会培训，服务民生福祉
充分发挥学校技术和人才优势，开展各级

各类社会培训，近 3 年累计培训 20000 多人
次。学校先后被命名为“长兴县农村劳动力提
升培训基地”“县企业员工培训、县安全技术
培训基地”“县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县保安员
培训基地”“湖州市高技能培训基地”“湖州市
家政服务员培训基地”等。被长兴县政府部门
命名为市级企业职工培训示范基地、长兴县现
代服务业龙头企业、长兴县服务业重点企业。

发挥学校技术优势，帮助企业开展人才培
养和技术革新，参与企业的产品研发。如与长
兴大宇科机电有限公司合作，研发穿壁焊机、
热封机、端子焊机、码垛机器人等新产品，为
中钢集团 （长兴分部）、天能电源有限公司、
超威电源有限公司、诺力机电有限公司等企业
加工设备零件。产学研建设项目团队有 5 项作
品在浙江省创新创业大赛中获奖。

3.强化结对帮扶，发挥示范功能
学校与山东金乡职业中专、安徽当涂职教

中心、重庆涪陵第一职业中学校、浙江武义职
技校、浙江椒江二职结成帮扶结对学校，帮助
结对学校进行学校发展规划策划、师资培养指
导、国家级别重点学校创建指导、教学改革指
导。从 2017 年起，根据浙江省教育部门安
排，学校与庆元县职业高级中学开展结对帮扶
工作，每年安排一名副校长和一名专业骨干教
师到庆元职高挂职，在学校管理、专业建设、
教师培养、教学改革等方面提供帮扶。同时承
担庆元职高领导、教师来校挂职锻炼。

积极服务于西部大开发。学校是仅有的承
担了四川灾区学生的一所县级职业学校，被教
育部门授予抗震救灾先进集体。学校是中国西
部教育顾问单位，从 2011 年起，学校开始承
担内地新疆中职班教育教学任务，迄今为止已
经连续 8 年接收新疆内职班学生 700 人左右，
为新疆建设培养了一批高素质人才。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如今
的长兴职教中心，正在建设全国一流中职名校
的大道上阔步前行。今年 5 月 15 日至 18 日，
学校还将承办全国县级职教中心联盟 2019 年
年会，与全国各地同行一起，聚焦服务能力提
升，助力经济社会发展，为地方经济建设和民
生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浙江省长兴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学校 司汉生）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指出：“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
服务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实现更高质量更充分就业需要，对接
科技发展趋势和市场需求，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办
学体制改革和育人机制改革，以促进就业和适应产业发展需求为
导向⋯⋯着力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

长兴县地处我国经济较发达的长三角地区，连续多年入围
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县，也是浙江省工业强县建设试
点县。长兴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离不开职业教育提供的强有
力的技能人才支撑。作为首批国家级别改革发展示范校，长兴
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学校始终坚持“立足市场、接轨企业、服务
经济”的办学宗旨，不断深化校企合作，努力探索工匠型人才培
养新模式，为地方经济建设培养了数以万计的高素质劳动者。

学生在海信学生在海信 （（浙江浙江）） 空调有限公司空调有限公司
参加工学结合参加工学结合

学校南大门学校南大门

以文化人润成长 创新改革育栋梁
——记郑州市二七区龙岗实验小学

全国教育大会提出，要全面贯彻
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推进教育公平，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河南省郑州市二
七区龙岗实验小学坚持立德树人的
根本方向，深入领悟教育精神，以
“沃德启智，润性泽心”为办学理
念，积极实践润泽教育，创新性地
实施了独具特色的龙子评价，着力学
生核心素养的全面提升，促进了学生
的全面发展。

以文化人重底蕴

核心素养主要指学生应具备的能
够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
备品格与关键能力，着重强调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学校在文
化传承中起着重要作用，龙岗实验小
学紧紧围绕育人理念进行校园文化建
设，夯实学生的人文底蕴。书籍，是
人类文明和智慧的结晶，是知识的宝
库，是广大少年儿童的良师益友，也

是孩子们人生道路上的引路人。阅
读，不仅能带领学生与智者对话，和
先驱者、跋涉者交流，感受他们伟大
的心灵、深邃的思想、超凡的智慧和
创造的力量，并能在阅读中传承和创
新民族文化。

二七区龙岗实验小学重视学生文
化素养的提升和民族文化的传承。学
校大力开展阅读活动，每天下午 30 分
钟的师生共读、每周一诗词推荐会，
每周五下午两节阅读课、班级读书会
和每周一教师读书分享与交流。以书
香建设为契机，开展书香班级文化
展、手抄报展示活动、班级读书会活
动、读书笔记展评等活动。

为了给师生提供更优质的阅读条
件，提高阅读质量与阅读效果，学校
与上海思来氏公司合作，购买了“小
思学院”的服务，三、四、五年级的
学生利用自己的账号，在平台上与全
国的小学生一起，线上选书，线下读
书，线上读书评、写书评、写测试
题，挣金币，获得成长值，利用金币
看平台课程，提高学生阅读兴趣，记
录学生阅读过程，实现了学生阅读的

数据化。“小思学院”平台的引进，让
师生拥有了更多更优质的阅读资源，
提高了学生的阅读兴趣与阅读效率。

阅读伴成长。在郑州市第十一届
博客大赛中，学校获得了二七区教育
博客先进单位，多位教师获得了市级
优秀奖和二七区最具潜质博主；在第
十二届博客比赛中，学校三个学生社
团获郑州市优秀博客团队。

创新课改奏实效

课堂是学校育人的主要阵地，学
校积极贯彻核心素养的要求，深刻领
会国家教育精神，积极进行教学改
革，提高课堂效益，培养全面发展的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学 校 以 提 高 学 生 核 心 素 养 为 目
标，结合学校润泽教育理念，在校长
的带领下积极探索核心素养的课堂落
实模式。校长张志伟主持郑州市教科
研课题“润泽课堂文化的研究与实
践”，课题顺利结项，并荣获郑州市教
育科研成果一等奖。

此 外 学 校 邀 请 专 家 来 校 诊 断 课
堂、指导教学，使学校教学实力显著
提高。语文学科团队、英语学科团
队、数学学科团队，曾被评为二七区
名学科团队。学校还积极将信息技术
与课堂教学融合，探寻智慧课堂教学
模式。2018 年开始，学校与北京创而
新公司接触，尝试智慧课堂的探索。
在进行了前期的网络等硬件的改造之
后，刘娟娟老师于 2018 年 6 月进行侯
寨乡智慧课堂课例的展示活动，深受
与会教师的好评。

学校课堂改革成效显著，得到了
同行们的一致认可，校长张志伟多次
外出交流、作报告。

多元评价促成长

全国教育大会提出，要深化教育
体制改革，健全立德树人落实机制，
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
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
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从根本上解
决教育评价指挥棒问题。

学校立足学生的现实发展需要与
未来发展需求，以全面发展为指导思
想，尊重学生发展的差异性，实施多
元评价，让每个学生都能看到自己的
优点，体会到自己的价值，提升发展
自信心。

“小思徽章”是学校实施的评价方
式之一，着力于学生的“行为”改
进，学校将“小学生行为守则”分解
成清晰完整的通用徽章体系，学生的
某个行为，教师只需要点击两下，就
可以完成整个评价过程，注重考察学
生行为习惯、学习兴趣、课堂表现等
多方面的徽章，在后台数据库中，根
据反馈可以找到教师关注的盲点，还
可以用这些数据捕捉学生身上存在的
问题。

结合校园龙子文化，学校开发了
独具特色的龙子综合评价方案，鼓励
学生根据自己的爱好和特长，自主发
展。具体操作分为两部分，学生特殊
才能奖四项，主要以学生获得证书、
成长档案 （视频、音频、照片、文字
等）、作品等为依据；学生的日常学习
习惯，主要以日常班级积分为依据。

龙子评价包含麒麟奖 （品德发展）、饕
餮奖 （学习兴趣）、赑屃奖 （意志品
质）、狴犴奖 （组织管理）、螭吻奖

（安全自护）、椒图奖 （与人交往）、貔
貅奖 （生活习惯）、蒲牢奖 （口语表
达） 多个方面。学校与上海“思来
氏”公司合作，将龙子评价与小思徽
章结合，13 个龙子奖分别归类于人文
底蕴 （麒麟奖、囚牛奖、负屃奖）、学
会学习 （狻猊奖、饕餮奖、蒲牢奖）、
健康生活 （睚眦奖、螭吻奖、赑屃
奖、椒图奖、狴犴奖、貔貅奖）、实践
创新 （嘲风奖）、全面发展 （多彩小龙
人） 五大类，探索实践学生评价信息
智能化。

如今，龙子文化评价已成为学校
特色名片，两次代表二七区迎接郑州
市的课堂检查，受到领导的一致好评。

郑州市二七区龙岗实验小学坚持
把立德树人视为工作之本，以培养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为目标，聚焦学生核心素养的提升，
创新教学改革与评价方式，促进了学
生的全面发展。

（张志伟 夏 庆 赵 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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