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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个汉字里，装满了城市
景点，讲述着一座座城市独有的
历史文化、时代风貌，以及沉淀了
厚重历史的奇闻逸事和历史掌
故。不久前，由武汉工商学院字
绘中国师生团队出版的“字绘中
国”系列作品，成了广受学生喜爱
的“另类”思政课。

为了探索思政教育与专业教
学同向同行、有机融通，武汉工商
学院在艺术设计专业课程教学
中，以“字绘中国”系列作品为依
托，将思政课与学生现实生活密
切相关的城市历史文化遗迹、城
市地标建筑等进行“软结合”，提
高思政课教学的亲和力。

人文景观与专业“软
结合”

字绘“中国梦”创作者之一张
钰晗谈及创作初衷时深有感触，
当时，党的十九大即将召开，该校
指导教师徐郑冰、李光慧、黄家昶
在课堂上带领师生创作完成了字
绘“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等系列作品，并在校园展示。
让大家没有想到的是，这次

例行的作品展览，居然引发全校
师生的广泛关注。作品展览处，
几乎每一个路过的师生都会驻
足、点赞。

字 绘 的 创 意 ，并 非 空 穴 来
风。实际上，为了探索艺术教育
教学改革创新，2014 年武汉工商
学院开设了创新实验班，经过几
年探索后，该校艺术与设计学院
成立了全部由党员组成的教师项
目团队，深入挖掘“设计史”“数码
插画”和“字体设计”等专业课程
中蕴含着的丰富的思政教育元
素，结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等内
容，创新教学手段与教学载体，开
展项目化教学和行走式的社会实
践，把一座座城市最直观、最精
彩、最具代表性的景点、故事、历
史与文化元素充实到课程内容之
中，带领学生绘制出“字绘中国”
系列作品，并实现了从作品到产
品，甚至到商品的转变。2017
年，首印 3000 册的《字绘武汉》，

刚上市就销售一空。
通过这种行走式的专业思政

课，学生们获得了不少成长：在绘
制《字绘红安》中，学生感受“将军
县 ”的 红 色 基 因 ； 在 《字 绘 香
港》《字 绘 台 湾》 的 探 访 过 程
中，学生和当地高校师生交流，
眼界更加开阔了⋯⋯思政教育与
艺术设计专业课程的这种有机结
合，使教师真正成为学生学习成
长过程中的“青春引路人”和“教
师经理人”。

“下一步，学校将总结经验，
系统设计，全程融入，逐步实现思
政教育与专业课程教育的有机统
一。”该校校长助理、教务部部长
亓小林说。

从课程实践中了解
国情社情

把讲台搬到街头巷尾，把文
化景观装进汉字，把思想政治教
育融入课程，为了让学生更好地
了解自己学习生活的城市，指导
教师徐郑冰带着师生团队两年间

走遍武汉三镇的大街小巷，黄鹤
楼、昙华林、归元寺、东湖⋯⋯

“只有真知、真看，才能真信、
真教，我希望通过这样的社会实
践，让学生更多地了解武汉这座
历史文化名城，进而更加热爱祖
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大好山河。”
徐郑冰说。

这种能触摸到城市文脉的字
绘，在锻炼和培养学生的同时，也
产生了不少意外收获。《字绘武
汉》被列入 2017 年度武汉市设计
行业重大创新成果之一，获得了
湖北大学生文化创意设计大赛

“最具市场潜力奖”。
“通过把思政教育与知识传

授、专业训练进行‘巧融合’，把课
堂教学与社会实践融通，在专业
课程的价值引领、知识传授与能
力培养过程中，将正确的价值追
求、理想信念和家国情怀有效传
递给学生，才能更好地做到两者
同向同行，形成思政教育的协同
效应。”武汉工商学院党委书记
刘生元说。

带着学生感知文化自信
“越本土，越国际！”该校艺术

与设计学院院长王海文说，让几乎
所有团队成员意想不到的是，最初
为育人而生、为行走而来的“字绘
中国”，用心用情“行走”几年后居
然不断地收获鲜花和掌声。

“展览刚刚开始 3 个小时，我
们的销售额就超过了 3 万元。其
中，还有不少买主是对中国文化
有着浓厚兴趣的外国友人。”创作
团队成员、该校数字媒体艺术专
业的夏祖缘兴奋地说，在 2017 北
京国际设计周 FOD 嘉年华上，

“字绘中国”系列产品以其独特的
原创性和文化价值成功入选“中
国意匠TOP100”作品。

“通过思政教育和专业课程
的融合，移步换景，让学生进一步
体验和感知文化自信，从而使学
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产生自然
而然的热爱，最终对国家和民族
产生情感认同。”该校董事长彭秀
春对未来满怀憧憬。

武汉工商学院打造“会行走”的思政课——

一字一景育人 一笔一画绘梦
彭宠 本报记者 柯进

本 报 讯（通 讯 员 李 元 敏
记者 王强）前不久，在长沙商贸
旅游职业技术学院，一群来自南
太平洋岛国萨摩亚的大厨穿梭在
校园内学习中餐热菜、点心的制
作，以及中餐服务礼仪、中华饮食
文化。学成之后，他们将在萨摩
亚承办的 2019 年太平洋运动会
上担当重任。

一所地方高职院校何以能成
为国家援外计划的承办单位，引
来众多外国大厨争先恐后来这里

“取经”？在该校校长刘国华看
来，这背后，是学校近年来对“立

足长沙，服务‘三湘’（湘菜、湘商、
湘旅）”办学定位的坚守，以及由
此而形成的良好社会效应。

湘菜是学校“王牌”之一。只
有小学文凭的中国湘菜大师、烹
饪大师许菊云，已经在湘菜学院
当了14年教授。今年71岁的他，
每周都要到学校给学生上课、培
训青年教师。学校专业教师冯智
雄、段辉煌等也被他收为徒弟，经
常跟着师傅一起研制菜品、交流
厨艺、讨论教课方法。

在许菊云的带动下，湘菜烹
饪界青年厨艺精英罗磊、武亚斌

也加盟该校，还培养出以冯智雄
为代表的中国烹饪大师、中国湘
菜大师，锻造了以刘文宝为代表
的省百优工匠团队，打造出一支

“大师＋名师＋双师”专兼结合的
教师队伍。湘菜学院院长谢军介
绍，成立近 5 年的湘菜学院已创
建 4 个省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
培育了 1244 名毕业生，为湘菜行
业的发展注入了满满活力。

一年前，京东集团在湖南布
局的第一家以京东命名的特色学
院落户长沙商贸旅游职院，校企
共建京东·湘商学院，京东集团派

遣专业人员，领着学生在电子商
务客户服务中心实践，2018 年

“双十一”当天，学生接待客户量
达5065人次。

在共建京东·湘商学院的过
程中，校企合作开发了一批具有
产教融合特征的“职业素养+岗位
技能”系列校本教材，运用“互联
网+”、大数据技术形成了 4 门虚
拟课堂，孵化了“空气维生素——
负离子服”等师生共同培育的创
新创业项目。

在湘旅方面，今年五一，长沙
的美食、烟花等吸引了全国各地游

客。事实上，长沙也一直将“美食
之都”“会展名城”“世界旅游目的
地”作为战略目标。为此，学校对
接城市发展目标，瞄准餐饮业、旅
游业和会展业融合发展的契机，
对原湘菜产业专业群和旅游业专
业群进行重组构建，建设了旅游
管理、会展策划与管理两个全国
职业院校旅游类示范专业和全国
旅游类实践教学基地，牵头打造
了会展策划与管理国家专业教学
资源库，为人才培养奠定了基础。

旅游学院院长覃业银介绍，
经过动态调整后建立的餐饮管理
专业群，以餐饮管理专业为核心，
包括旅游管理、会展策划与管理、
烹调工艺与营养、休闲服务与管
理等 5 个专业，培养了大批适应
现代餐旅和会展类企业技术与管
理岗位需要的复合型高素质技术
技能人才。

长沙商旅职院立足“三湘”培养应用型人才

外国大厨也来这所学校取经

打造独具特色的中外合作办学模式
——来自吉林大学—莱姆顿学院的调查之二

高端应用型本科是吉林
大学—莱姆顿学院独具中国
特色的战略定位，并以此确
立了“打造中外合作办学的
知名品牌，培养既有本土情
怀，又通晓国际规则，富有
跨文化交流与沟通能力、国
际合作能力，国家发展需要
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目标
和宗旨。

他叫汤亚宸，获得美国
得克萨斯大学奥斯丁分校、
爱荷华州立大学、密歇根理
工大学等多所大学研究生录
取通知书，后在密歇根理工
大学以全额奖学金完成硕士
和博士研究生学业。现在国
家电网所属全球能源互联网
研究院从事研究工作，已发
表 9 篇高质量 IEEE PES 论
文，其中一篇论文影响因子
已接近8。

由他自主开发的“字音
码汉字键盘输入法制造技
术”，曾获河南省科技创新
大赛一等奖，并获得国家专
利。他说，莱院给高考迷茫
的我们开启了一扇门，让我
们在大学期间就有了人生规
划，找到了目标。4 年全英
文北美课程体系教学，使我
们有 了 超 强 的 语 言 能 力 。
这一优势，让我们面对世
界一流大学有了更多的选
择，能更好地展示我们的
青春风采⋯⋯

事实证明，吉大莱院在
打造独具特色的中外合作办
学模式中，科学、先进、优
质、高效的人才培养体系，
为一批又一批学子从容走向
世界搭建了金桥。

特色之二

定位高端应用，培养实用
人才，服务两个大局

培养高端应用型人才是国家提出的
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引导部分地方
普通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教育结构改革
的本质要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
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关于加
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关于引导
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
指导意见》等文件，是强力的政策导
向。无论是国家战略、国际竞争，还是就
业市场导向，转型、建设应用型大学已然
是国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高等教育
改革发展和结构调整提出的新要求。

早在 1999 年成立之初，吉大莱院
就明确提出了在中国国土上办学，为中
国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应用型高级人才的
目标。以新时期国家建设需求为导向，
坚持应用型办学定位，创新人才培养体
系，是吉大莱院早在 20 年前就作出的
选择。从北美应用型培养模式中，选择

引进学科先进、有特色、应用广、实用
性强的优质教育资源，确立实操和理论
相结合的学科架构，是吉大莱院创新人
才培养体系的显著特色。

中外合作办学专家、分管教务的副
院长迟海涛就是在这一体系下培养出来
的。他说，20 年间，莱院整合北美大
学 3 年应用型高等教育文凭课程体系和
大学 4 年综合理论课程体系，形成了

“3+1”的 4 年一贯制“专业+应用+理
论”的北美优质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体
系。即在 3 年应用型课程基础上，加 1
年综合理论提升，形成莱院独具特色的
国际化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体系。

在莱院引进的特色专业中，光是商
科现在就有信息系统、酒店与旅游管
理、国际会计、金融、国际商务、通用
商管、市场学等 8 个专业方向。这些都
是合作方美国诺斯伍德大学、加拿大莱
姆顿学院强势的商科专业。比如国际会
计专业，相当一部分课程在加拿大的
CGA 注册会计师认证时成绩有效，可
以豁免部分考试课程 （达到 B 等，最多
可以免 8 门 CGA 的课程），通过 12 门

课，在加拿大就能拿到 CGA 认证。
较有特色的是汽车行业管理专业，

这是美国仅有的汽车营销与贸易本科专
业。诺斯伍德大学有 50 年以上汽车营
销及售后管理教学经验，为全球汽车行
业输送了大量精英人才。莱院引进这个
特色专业，是看到汽车制造和销售是我
国的支柱产业，我国正稀缺高级汽车行
业应用型管理人才。莱院工科引进的是
加拿大纽芬兰纪念大学和北大西洋学院
的通信工程和计算机软件工程两个专
业，这两个专业学生的就业率和竞争力
非常强，很多毕业生都能进入大型知名
企业发展。

在吉大莱院学生部主任毛艳梅看
来，“除了课堂教学，莱院在高端应用
型人才方面，更加注重的是实践能力的
培养”。在美国，每年较大的室外车展
就在美国诺斯伍德大学举办。吉大莱院
借鉴诺斯伍德大学这一传统，已在自己
校园举办了九届大学生校园车展。这一
国内仅有的校园车展，完全由学生自己
主持，从组织策划、招商引展、赞助合
作，到会场布置、艺术展示，极大地激
发了学生们的兴趣和积极性，锻炼了他
们的社会活动能力。

与校园车展相呼应，吉大莱院还是
享誉全球的 NUCARS 大学生汽车模拟
营销大赛的轮回赛区。这项赛事始于
1997 年，是由莱院主要合作方、美国
诺斯伍德大学牵头发起，由中国、美
国、德国、法国、丹麦、荷兰等 6 个国
家 7 所大学参与的一项汽车经销计算机
模拟竞赛活动。第 20 届赛事 2017 年 4
月 1 日在吉大莱院举行，70 多名各国学
生进行了一场以汽车行业为主题背景，
并结合商业运营、会计、财务管理、市
场营销、战略管理等方面真实的在线模
拟还原汽车产业链的商业大赛。参加这
项轮回赛事以来，吉大莱院学生每届都
踊跃报名，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与培养高端应用型人才的特点相匹
配，吉大莱院在类似的应用型国际大赛

中，总会显得格外活跃。听说过大学生
创行 （Enactus） 大赛吗？据莱院学生
部副主任赵天慈介绍，Enactus 是由 36
个国家的 1760 所高校的在校大学生、
学术界人士和企业界领袖组成的国际性
组织，每年得到全球数以百计公司的大
力支持。它汇集了教育工作者和商界领
袖们的知识和专业技能，每年为全世界
超 过 7 万 名 大 学 生 带 来 “ 热 情 和 力
量”。Enactus 致力于为学生创造学习和
交流的机会，成为学生、校友和寻找人
才的企业联系的通道。2018 年 （Enac-
tus） 世界杯全球总冠军是加拿大莱姆
顿学院，吉大莱院秉承加拿大莱姆顿学
院的优秀传统，在与国内著名高校的竞
争中两次杀进全国决赛。

透过这些校园车展和技能大赛，不
难发现吉大莱院在人才培养体系、教育
模式和教学方法等方面的突出特点，完
全不同于传统体系、模式和方法。比
如，以能力为中心的培养模式，能激发
学生的好奇心、引导思辨性、鼓励团队
合作精神、增强执行力和自信心；再比
如，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方法，以生为
本、鼓励特长发挥，能让每个学生展示
与众不同的一面。莱院多年来打造的这
一培养体系，正是现在大力倡导的 CBE
培养模式，它包括沟通力、领导力、决策
力、责任感、正直礼貌、敬业精神等。

邓祉光是 1999 年学院首届通信工
程专业的学生，毕业当年参加湖南联通
在湖南卫视组织的一次公开招聘，竞争
者不乏“985”“211”院校研究生，他
在比拼中脱颖而出。半年后，邓祉光赴
丹麦科技大学读研深造，并就职于丹麦
利奥集团，担任首席专家兼高级系统经
理，成为医药系统周期管理、药品警戒

（安全保障体系） 和国际药品法规领域
的资深专家。他还担任旅丹华人专业人
士协会 （ACED） 主席、丹麦哥本哈根
大学中国智库首席顾问、全欧华人专业
协会联合会 （FCPAE） 2016 年度轮值
主席等多项社会职务。作为海外专家和

高级顾问，他每年都会被邀请回来，为
国家和地方经济发展出谋划策。

高明是吉大莱院 14 年前的本科毕
业生。当年，他参加吉大校园招聘会
时，属意单位是一家大型央企——江苏
某重型机械制造公司，只是这家企业的
招聘目标是吉大的研究生。但高明还是
鼓起勇气走向展台，一番英文交谈后，
对方要求他当晚去见他们的人力资源老
总，他如期应约。又是一番面试交流
后，这家公司即与他签约。高明不负期
望，半年后升任总经理助理，一年后被
派驻海外任项目经理。

和邓祉光、高明一样，他们中很多
人纷纷进入世界 500 强企业、国际四大
会计师事务所 （普华永道、永安、毕马
威、德勤）、大型央企、跨国大公司及
国内外知名企业。如 IBM、微软、苹
果、亚马逊等世界名企，大众、丰田、
一汽、北汽、广汽等汽车企业；中国国
际航空、南方航空、加拿大航空等国内
国际航空公司；华为、电信、移动、联
通等通信企业；神华、葛洲坝、华锐风
电等能源企业；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徐
工、三一、浪潮等制造企业；中国人民
银行、国家开发银行、新华保险、中信
集团等金融保险行业；以及丽思卡尔
顿、希尔顿、香格里拉、凯宾斯基等世
界知名酒店。

根据专家评估意见，在目前国家批
准的本科层次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中，吉
大莱院属办学历史长、外方合作伙伴
多、举办专业多、外教授课比例高、毕
业生读研和就业质量高、社会形象好、
信誉度高的应用型大学，赢得了国内外
的广泛认可。2012 年国家成立中国教
育国际交流协会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委员
会，吉大莱院被推选为首批本科理事单
位。2015、2016 年相继受邀在第八、
九届“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中外合
作办学相关会议上作经验介绍。

（未完待续，请继续关注“来自吉
林大学—莱姆顿学院的调查之三”）

2019年4月，吉林大学—莱姆顿学院赴纽约对校友进行走访

（上接第一版）
林冬妹还引导学生将理

论与实践相统一。她把思政
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结合起
来，让学生通过自主选题、社
会调研等知行合一的方式，将
思政教育所学所得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她还推出“行走的
思政课”，带领学生到井冈山
等地，用现场教学、体验式教
学等方式，引导学生更好地扛
起青春的责任与使命。

在学生眼中，林冬妹的思
政课时尚、接地气。她借助蓝
墨云班课 APP 等互联网新媒
介，在形式、载体、方法等方面
着力探索，把社交媒体时代的
潮文化与传统的思政课堂结
合起来，让思政课活起来。

形式活起来、效果实起
来，现在，林冬妹的公选课
通常都被“秒杀”。她还借助
学校道德大讲坛等平台，开
展 300 余场专题讲座，惠及
学生5万多人次。

引领思政教师百花齐放

林冬妹积极培育团队，
成为学校乃至广东思政课教
师的点灯人。

她发挥“头雁”引领作

用 ， 帮 带 学 校 思 政 课 教 师
“雁阵”快速成长。教师龙春
江刚入职时，把握不准教学
重点、难点。林冬妹通过示
范 课 等 方 式 ， 手 把 手 地 教
她。龙春江的教学水平突飞
猛进，多次获得省部级教学
类比赛奖励。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
齐放春满园。在广东水电职
院思政部主任、马克思主义
学院院长任上，林冬妹通过
以老带新、分类扶持发展等
方式，打造一支高素质、有
特色的教学团队。在她的带
领下，该校马院副高以上职
称 教 师 比 例 从 25% 提 升 到
68%，一批青年教师成长为
思政课教学科研主力军，马
院也为学校赢得多项省级以
上奖励。

林 冬 妹 还 将 思 政 “ 薪
火”传递到省内外。她受聘
为广东省高校师资培训中心
岗前培训教师，为全省 100
多所本专科高校1.5万多名新
任教师开设“高校教师职业
道德修养”等课程。她还用
心指导省内 30 多所高职院校
思政课建设工作，赴省内外
40多所高校讲学。

她的课堂是学生的“寻宝乐园”

本 报 讯 （记 者 王 志
鹏）“我钻到机器里，出不去
了！”合肥市五十中西校初三

（1） 班学生袁安丽惊慌地喊
着，边上的同学却笑了起来。

袁安丽并非真的遇到了
险情，而是在合肥市现代职业
教育公共实训中心进行的大
空间VR（虚拟现实） 体验。

近日，合肥市开展“走
进校园体验日”活动，经开
区60名中小学生走进实训中
心，近距离感受职业教育的
魅力。

现场还有机器人创新实
训区、汽车维修美容实训区等

让学生体验。“这次体验日活
动改变了我对职业教育的看
法！”体验日活动结束的时候，
许多学生都发出了这样的感
慨，他们来之前还以为这里只
有一些枯燥的讲解和冰冷的
机器，完全没想到会有这些高
尖端产品。

合肥市现代职业教育公
共实训中心项目处处长曹斌
说：“有兴趣才有学习的动力，
只有学生对这些感兴趣，才能
真正地去钻研。实训中心现
在免费对学校、单位开放，让
更多的人参与其中，就是在他
们心中播下兴趣的种子。”

播撒职业教育兴趣的种子

合肥开展“走进校园体验日”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