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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一通，转换时空；火车一响，
黄金万两。”

近10年来，中国高铁的发展成就世
界瞩目，在给中国带来天翻地覆变化的
同时，对高铁专业人才的需求也呈现爆
发式增长。尤其是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
公司，高铁运营里程长、动车组装备数
量多、运营技术先进，对高铁人才的需
求更大，对人才的素质要求也更高。

面对中国铁路发展的新形势、新特
点、新要求，铁路人才培养体系的改革
创新势在必行。

如何突破传统铁路人才培养体系的
局限，有效对接现代高铁的关键岗位；
如何解决高铁运输现场安全要求高、专
业实践机会少的难题，给学生提供更多
更好的职业技能训练；如何破解职业素
质培养形式单一、全面打造高素质技术
技能人才……一道道难题摆在南京铁道
职业技术学院面前，亟待解决。

“这些对我们来说，不仅仅是挑战，
更是一个个必须解决的硬任务，这是我
们服务交通强国战略的使命所在。”学校
党委书记钱吉奎态度鲜明地说。

学校以积极的前瞻性思维、强烈的
问题导向，立足顶层设计，进行整体谋
划，全面增强各项改革发展举措的关联
性、系统性、协同性，形成了以“集成
创新理论”为核心的整体解决方案。

学校主动加强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
公司等企业的合作，并与江苏省教育部门、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公司形成共建机制，组

建学校理事会，有效集成社会各方资源，为
高铁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创设了有
利条件。

学校着力加强专业建设，精准对接
高铁运营的关键岗位，建设高铁专业群
体系；积极携手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公
司等企业，对各专业群实训室进行改造
升级，并成立“轨道交通实训中心”，打
造一流的高铁综合实训基地；校企联合
打造混编教学团队，培养了一批具有

“双师素质”的行业名师。
学校坚持深入开展教育教学改革，定

期组织修订人才培养方案，提高人才培养
的针对性；开展项目化课程建设，提高模
块化课程建设水平；推动信息化教学改
革，满足学生自主学习需要；校企合作开
发优质教学资源，提升学生学习效能。

为了更好地传播铁路精神，学校与
江苏省铁路办共建了江苏铁路教育馆、
高铁技术馆，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公
司共建长三角铁路文化研究中心，开展
铁路文化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学校还建成欧亚交
通高校国际化人才实训基地，开展俄罗
斯、埃及以及东南亚多个国家留学生培
养教育，更好地服务“一带一路”建
设，有力地提升了学校的国际影响力。

一项项改革创新相互配合、相互促
进、相得益彰，形成了较为完善的高铁
人才培养体系，并产生了共振叠加的实
际效果，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的高铁
人才培养迸发出澎湃活力。

与中国铁路同行 为中国高铁育才
——聚焦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特色化办学路径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创建于1941年，曾长期隶属国家铁道部门管
理，也是长三角地区仅有的铁道类高职院校，在业内素有“华东地区铁路行业
的黄埔军校”之称。

“近10年来，面对中国高铁的大建设、大发展，学校坚持‘走合作发展之
路，与中国铁路同行’的办学理念，紧跟中国高速铁路发展的步伐，积极探索
适应高铁新技术、运营管理新模式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新路径，取得显
著成效。”学校党委书记钱吉奎介绍道。

学校紧跟行业、携手企业、锤炼专业的特色化发展路径，对同类高职院校
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对当前高职院校的“双高”建设也有着良好的借鉴意义。

“高速铁路包括调度指挥、客运
服务、动车组、通信信号、工务工
程、牵引供电等六大系统，具有技
术交叉融合、多岗协同作业的特
点，是高新技术集成与创新的典型
代表。这要求从业人员应掌握全系
统的综合知识、多岗位的职业技
能、具备深厚的铁路职业素质。”南
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张颖超指
出，“解决之道，就在于专业的集群
化、体系化建设。”

学校瞄准高铁人才需求与培养
规格，率先界定了“知识综合、技
能复合、素质融合”的人才培养核
心；并根据高铁运营特点，面向高
铁六大系统，对接高铁行车组织等
关键岗位群，建设了“高铁运营管
理”等五大专业群，并形成“专业
群资源共享，跨专业联合培养，多

岗位联动实训”的高铁专业群体
系，充分满足高铁运营企业对技术
技能人才培养的需要。

学校联合中国铁路上海局集
团公司，率先开设“铁道机车车辆
（动车组检修）（高铁专业方向）”
“高速铁路工程技术”等专业，并在
此基础上，以铁道交通运营管理、
铁道信号自动控制、动车组检修技
术、铁道供电技术等国家级别（省
级）品牌专业为核心，构建出高铁
运营管理、高铁信号控制、动车组
运用维护、高铁牵引供电和高铁工
务工程等五大专业群，形成了覆盖
高铁关键岗位的专业群体系，有效
实现资源集成共享、专业集群发展。

课程建设上，学校紧紧围绕
“高铁技术技能人才”这一定位，依
托高铁专业群体系，以满足学生个

性化发展、促进就业为导向，着重
提炼序化高铁关键岗位知识、技能
和素养要素，一体化构建了“底层
共享、中层支撑、高层联动”的课
程体系。

其中，“底层共享”针对高速铁
路六大系统对专业人才培养的共性
要求，打破专业界限，一体化设计开
发“高铁技术装备”“铁路行车导
论”“铁路职业素养”等各高铁专业
共享课程，突出五大高铁专业群基础
课程学习的通用性；“中层支撑”强
调高铁生产指挥、施工养护、设备检
修等核心岗位群对复合型人才培养的
要求，通过“专业+模块”的课程组
合设计，实现跨专业复合技能的系统
培养，突出学习的复合性；“高层联
动”着重高铁岗位对综合实践能力的
要求，在梳理分析高铁运营关联岗位

相互衔接、相互协作的生产关系基础
上，依托高铁教学站场，以高铁运营
典型工作任务为范例，集成各专业综
合技能培养要素，开发编制了“校园
列车开行”“高铁天窗检修”联动实
践项目与“高铁联调联试”创新实践
项目，建成了《动车组检修技术》等
14本国家规划教材，国家精品资源共
享课“车站信号联锁设备维护”等优
质教学资源，突出职业技能培养的
综合性。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的“集
成式”高铁人才培养实践，不仅使
得人才培养呈现出整体有序、有章
有法、前后贯通的新格局，更生动
诠释了“离不开、广认同、可交
流”的办学特点与品质，使学校成
为高铁时代高铁人才培养的领跑
者。 （王丽英）

“合作发展，是我们的核心战
略。无论是教育教学资源建设，还
是人才培养，乃至职业精神塑造，
都需要校企的密切配合。以后的发
展，我们将坚持并进一步深化校企
合作、深化产教融合。”南京铁道职
业技术学院院长张颖超如是说。

学校创新推出“以集成模式建
设高铁教学站场”构想，积极联合
高铁产业链的龙头企业，组建了以
学校和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公司为

“双主体”，并吸纳其他高铁企业参
与的高铁教学站场建设管委会，形
成“1 （南铁院） +1 （中国铁路上
海 局 集 团 公 司） + Ｎ （其 他 伙
伴）”实训台开放建设机制，集聚

各方人才、技术和信息等方面的优
质资源，率全国之先建成技术同
步、全真设备、连接铁路正线的

“两站一区间”高铁教学站场。
高铁教学站场集成了高铁各系

统和多型号技术装备，形成有机衔
接、功能完备、仿真运行的高铁大
联动实训系统；通过多专业联动实
践创新项目的实施，实现了高铁调
度指挥、信号控制、动车组检修、
接触网维护、线路养护等多工种协
同训练，融教学、培训、技能鉴
定、工程实验、技术研发等功能为
一体，满足了多样化需求。

“列车开进校园”不仅有效破解
了铁路专业学生无法在企业现场开

展实践技能训练的难题，确保技术
与现场同步，有效满足高铁岗位联
动实训的要求；还通过建立跨专业
联合实训协调机制，实现高铁多工
种协同训练，解决了现场因安全生
产要求无法进行系统级故障排除训
练的困难。

在此基础上，学校进一步提出
“以集成的路径培育高铁职业精神”
的目标，坚持“德技并修、知行合
一”的育人理念，遵循感知、理
解、践行的养成规律，发挥“双主
体”合力育人优势，系统设计培育
路径，集成实现文化熏陶的外生路
径、课程思政的内生路径、多种体
验形式的实践路径，将高铁精神融
入校园文化建设，在润物细无声中
涵养高铁精神；将高铁精神纳入专
业教育，让学生从专业视角理解感
悟高铁精神；将高铁精神融入实践

教学，让学生多渠道体验和践行高
铁精神，为高铁技术技能人才铸铁
路魂。

为达成高速铁路技术技能人才
培养的整体更优目标，学校创新推
出“333”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通过
创新行政班级、教学班级、项目团
队三类不同的教学组织形态在专业
学习不同阶段的实施，全力满足
学生的个性化发展；通过集成课
程思政、实践养成、文化熏陶的
三种不同路径，全力提升学生的
职业素质；通过将校企协同、专
业协同、岗位协同贯穿于人才培
养的全过程，优化组合人才培养
过程中的各类资源要素，全力促
进学生职业能力的养成；不仅塑
造出学生“一专多能、一岗多
责”的职业技能，更铸就了自身的
鲜明特色。

紧跟行业紧跟行业 与中国铁路同行与中国铁路同行

携手企业携手企业 走合作发展之路走合作发展之路

锤炼专业锤炼专业 为高铁培育尖兵为高铁培育尖兵

落实“职教 条” 职教新时代20 开启

大爱育人

家是什么？是阳光，给身心温
暖；是绿洲，给生命希望；是灯塔，
给灵魂指路。

内地民族班的孩子为了求学，离
家几千里。身为教师，首先要给他们
一个家，也必须给他们一个家。可孩
子不是吃穿不愁就能拥有安全感，不
是参加几场活动就能产生归属感。这
个家必须有家长、有关怀、有爱，而
这个家里的爸爸妈妈，更不是孩子们
能轻易叫出口的。

2018届毕业生曲杰在毕业晚会视
频中含着泪水说：“罗老师，我就要
毕业了，我想叫您一声‘爸爸’！”在
场的师生无不为之动容。曲杰是孤
儿，在翔宇中学，她第一次过了一个
有蛋糕有蜡烛有歌声的生日，而这个
生日是罗爸爸精心为她准备的。罗文
龙老师在接班之后得知她的身世，便
用心给她一份温暖，除了给她买学习
用品买衣服给她零花钱，还接她到自
己家，与爱人孩子一起给曲杰包饺
子，与她聊家常，这份实实在在的家
庭温馨让曲杰终生难忘。

而2019届毕业生索南求措更是
把班主任许男老师认定为自己的“爸
爸”。在她即将高考时，父亲因病去世
了。家人为了不耽误她的高考没让她
回家。一方面忍受着巨大的悲伤，一
方面顶着升学的压力，索南求措感觉
自己要崩溃了，而许男老师按照藏族
的习惯，在沈阳市找到了一家藏传佛
教的寺庙，和藏语老师一起开车带着
她到寺庙去点酥油灯，转动转经筒。
回到学校后又为她找到一间空教室来

祷告，每一天都给她买好吃的……有
了“许男爸爸”的守护，索南求措安
然地度过了人生一段痛苦的时光，顺
利地完成了高考。

虽然人们常说“血浓于水”，但
如果水里含着爱，这份沉甸甸的浓烈
似蜜甜，比酒醇,胜花香。这就是大
爱的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说，翔宇中
学民族班教师有时胜似父母。因为有
理性的爱，宽严相济；有感性的爱，
大爱无声。

改变从点滴开始

青春期的孩子总是向往成功，可
什么是成功？忠于自己热爱的事物，
是成功；不断努力追求自己的目标，
是成功；改正缺点，端正人生态度，
也是成功。

藏族学生初来乍到，学习习惯和
生活习惯与校园里汉族学生存在着巨
大的差距，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恐惧
感和自卑感，也产生了一些复杂的心
态。为了改变他们的现实状况，王成
宏老师在学生中间开展了“四小”教
育活动，即“改掉一个小毛病，学会
一个小本领，养成一个好习惯，取得
一点小成绩”，并在班级实行量化考
核，推行了自习课“六不准”。他还
充分发挥学生们的自身优势和特长，
如：教汉族学生一句日常藏语，但也
要从汉族学生那里学习一句东北方
言；为汉族师生表演锅庄舞；举办藏
语硬笔书法活动和藏语诗会……这些
举措拉近了同学之间的距离，增加了
他们的相互了解，促进了同学间的友
谊，短时间内使这些藏族孩子在校园
里获得了存在感、自信力、自豪感和

幸福感。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给学生一

个抬抬脚就能达到的“小目标”，用
目标记录和鞭策孩子们的成长。如果
没有足够的耐心和细心，就没有孩子
们一点一滴的进步。倾听一朵花开的
声音，需要教育者弯下腰来，静静地
等候。

每逢节假日，学校都组织民族学
生的参观活动，了解沈阳，熟悉汉族
文化，所有班主任和分管领导都住
校，陪伴学生过节并度过休息日。藏
族学生在艺术节、体育节都表现出非
凡的民族特质，并每年代表沈北新区
参加沈阳市中学生文艺汇演，成为汉
藏文化的传播者。学校的格桑花合唱
团演唱的《瑶山夜曲》在2018年沈
阳市民族学校文艺汇演舞台精彩亮相
并荣获二等奖，为本次汇演增添了浓
厚的民族风情，真情演绎了中华民族
大团结的绚丽画卷。

何以为师

在翔宇中学走访期间，韩丹校长
讲述了诸多催人泪下的故事，不禁让
笔者感叹一句：作为三江源班的老
师，可谓甜中带酸，酸中有泪，泪中
含笑，五味杂陈。故事的内容是这样
的：这是寒假沈阳开往西宁的火车，
班主任李庆华老师护送她的112名学
生乘车返家。夜已深，学生们沉浸在
梦乡里。而李老师却依然巡视于火车
车厢过道，久久无法静心，内心时刻
牵挂着家中即将临盆的女儿。在她途
经北京时，女儿已经进了产房，一直
没有消息传来。不久，电话响起，正
是女儿，李老师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妈妈，母子平安，你不用惦记了，
一切都很好。”“好，好，好……”李
老师再也忍不住，泪水流下来，心里
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平静下来，李老师打通了韩丹校
长的电话，汇报护送孩子的情况，顺
便提了一句女儿顺利生产的事。“什
么？你女儿生孩子？那你知道这几天
是预产期，怎么不和我说一声？哪有
妈妈不在身边的！我可以安排别人护
送啊！”韩丹校长着急地连连发问。

“没事儿，家里还有别人，可学生们
必须得有我。”韩校长哽咽了。

做了两年的三江源班的班主任，
李老师早已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
她逢人就讲：“我有112个藏族儿子
和女儿！”

谁不爱自己的家庭？谁不愿意累
的时候躺下来歇一歇？只是，顾了

“大家”不得已才舍下“小家”。守护
是烦琐的、劳累的，但内心是充实
的、幸福的，因为她见证了学生们的
成长，宛如园丁亲眼看着自己种植的
小树渐渐长大。这样的故事在翔宇中
学还有许多许多，三江源班的教师们
用真诚的爱谱写出美丽的歌谣。年复
一年，花开花落，尽管工作时那般辛
苦，但当累了、倦了，抬头仰望，满
天繁星宛如一个个晶莹的梦，而教师
们，就是造梦者。

情牵一处

广大三江源学生积极融入沈阳新
家乡，融入学校大家庭，涌现出许多
表现突出的优秀学生。11年来，翔宇
中学有 8 届毕业生全部升入高等院
校，尤其2015年翔宇中学玉树毕业

生的本科率达到60%，刷新玉树教育
史，2018年翔宇中学玉树籍达哇才仁
同学摘取了青海省藏语理科的桂冠，
果洛籍才本多杰和义西卓玛分别夺得
青海省理科第二名和第五名的好成
绩，在青海异地民族班的历史上再次
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2012年的玉树家长不会忘记，那
年翔宇老师来藏区开家长会，家长们
围在帐篷周围，一夜都没合眼，就是要
用守护表达对老师们的爱戴和感激。

2014届学生不会忘记，毕业前最
后一个晚自习，82名藏族孩子齐刷刷
地跪倒在教室里，长跪不起，那跪拜
礼是对恩师和学校至高无上的感谢与
不舍。

2018 年的高考陪考老师不会忘
记，一到玉树，无数条洁白的哈达拥
了上来，挂在老师们的脖颈上，那是
藏族人民最质朴最真诚的欢迎！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民族教育
是神圣的事业，翔宇中学每一位教育
工作者倾情致力于教育教学工作，以
高度的敬业精神和严谨负责的作风从
事民族教育工作，以执着不懈、坚韧
不拔的意志，倾力做好本职工作，出
色完成内地民族班的责任担当。在翔
宇中学，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已经一步
一步变为现实。用情教育学生，用爱
关怀学生，用心培养学生，用发展的
理念造就学生是翔宇中学永恒的追
求，“完美自我，善待他人，服务社
会”是翔宇中学的办学理念，“办人
民满意的教育、办适合学生发展的学
校”是翔宇中学崇高的使命。全体翔
宇人精诚团结，凝心聚力，敢为人
先，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努力创造
翔宇中学更加光辉灿烂的明天。

（代 果 江 山）

党的十九大以来，民族教育事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坚持把教育作为民族地区抓团结、抓发展的基础性工作，始终“优先发展、重点支持”民族教育。
依托东中部和西部较发达城市优质教育资源，不断加大内地培养少数民族人才力度。

实践证明，举办内地民族班是中国特色培养少数民族人才的伟大创举，是落实党的民族政策的生动实践，有力促进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切实增强了党
的感召力和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充分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加快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和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作出了重要贡献。

近日，笔者来到了辽宁省示范高中沈阳市翔宇中学——一所拥有6500名师生员工的寄宿制学校，亲眼见证了这所学校亮丽的风景——民族教育。

互助携手心连心 民族教育一家亲
——记辽宁省沈阳市翔宇中学内地民族班

2008年7月，青海省教育部门下
发红头文件，即青海省教育部门“关
于做好 2008 年内地重点高中在青海
招生工作的通知”，委托沈阳市翔宇
中学培养三江源藏族学生，此文件抄
送国家教育部门民教机构、辽宁省教
育部门等相关部门及招生学校。自
此，拉开了翔宇中学民族班的序幕。

截至目前，在校青海省三江源地
区学生 1026 人，分别来自青海省青
藏高原腹地玉树州和果洛州。11 年
来，翔宇中学为青海藏区提供了
3000个高中学位。该校共115个教学
班，其中民族班 19 个，所有班主任
都精挑细选，具备爱岗敬业、勤勉奉
献、严爱相济的特点，班主任在上岗
前都进行了严格培训，了解藏族文化
特色、民俗风情、宗教信仰、饮食习
惯、地域特点等，能迅速与学生沟
通。为全力保证藏族班的教学质量，
翔宇中学优选了 97 位授课教师，其
中各学段教学主任赫然在列。

这些十五六岁的三江源孩子，远
离家乡，没有父母的呵护，没有亲友的
关心，翔宇中学全体教职工承担起关
怀、教育的重任，让这些高原孩子在校
期间能够得到全面的学习和成长。

用韩丹校长的话说，承担了内地
民族班就选择了奉献、选择了坚守。
她曾25次到达青海省，6次到达玉树
州，6次前往果洛州，面对海拔4000
米以上的高原气候和环境，面对高原
缺氧，忍受了各种身体的不适。但因
为工作需要，因为责任，因为民族教
育情怀，也因为不能辜负青海省教育
部门和玉树州果洛州教育部门的信
任，为回馈民族教育的一份承诺，她
坚持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