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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舞起航空职教改革发展的“龙头”

5月6日至12日是第五届全国职业教育活动周，中央电视台 《新
闻联播》 对此以 《产教紧密融合 职教改革向纵深推进》 为题进行
了报道，国家百所示范性高职院校、陕西一流高职院校建设单位西
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师生进行实训的画面在节目中精彩亮相。

中国航空看陕西，陕西航空看西安。建校 61 年来，西安航空职
业技术学院坚持融入航空产业，以推进“航空职业教育改革试验区”
建设为契机，以航空特色专业群和技术技能创新服务平台建设为重
点，创新“政军行企校”共建共治共享机制，提升服务航空产业转
型升级能力，培育具备航空企业总师素质的领军人才，输出航空职
业教育“中国标准”，努力把学校建设成航空特色领先、国内一流、国
际知名的高水平现代高职院校，舞起航空职教改革发展的“龙头”。

服 务 区 域 经 济 发
展，“当地离不开”

西安阎良是全国仅有的涵盖航空
全产业链的国家级别航空高技术产业
基地，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西安航空
职业技术学院就坐落在基地的核心
区。建校 61 年来，学校始终坚持与阎
良区、航空基地、航空龙头企业共命
运同发展，助力陕西经济社会发展和

“航空强国梦”的实现。
着力推动专业体系建设与航空产

业的融合。学校对接航空产业链上下
延伸，不断优化专业设置，形成了以
航空制造、航空维修、航空材料、航
空管理、航空服务等为主线的航空特
色专业体系。当前，学校的 50 多个专
业 中 ， 已 建 成 4 个 国 家 示 范 建 设 专
业、1 个央财支持的提升专业服务产
业能力的专业和 14 个省级重点专业，
形成了 30 余个富有行业特色、招生就
业两头旺、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专
业。近 5 年来，学校的在校生规模保
持在万人以上，每年约有 60%的毕业
生签约中航工业、空军装备、航天科
技等大中型国有企业。

着力推动学校与航空基地建设的

融合。学校充分发挥人才培养、科技
教育、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的功能，
积极与基地开展项目合作，倡导成立
陕西西安航空城职业教育联盟，共建
了“中航工业检测及焊接人员资格认
证管理中心”等 8 个生产性实训基地
和“航空零部件再制造协同创新中
心”等 3 个应用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以及国家航空产业基地培训学院等三
大社会服务平台。其中，培训学院成
功获批“西安阎良国家航空高技术产
业基地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
成为基地工程技术人员职称晋升仅有
的培训点，为其人才资源的储备与培
养起到了巨大支撑作用。

阎良区领导表示，西航职院建校
61 年来，融入地方、服务地方，为陕
西乃至全国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 7 万
余名人才，作出了重要贡献，是航空
城的一张亮丽名片，是一所“地方离
不开”的院校。

支 撑 产 业 转 型 升
级，“行业都认可”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与国家航
空产业相伴而生、同时起步，61 年
来，学校不断探索凝练高度契合国家

战略、区域发展、职业教育发展的办
学理念和战略思路，走出了一条航空
特色立校、内涵发展强校、开放融合
兴校之路，逐渐成为航空基地产业转
型升级的跟随者、并行者、引领者。

服务航空全产业链，协同推进专
业群建设。学校始终紧跟国家战略，
对接航空全产业链形成了飞机机电设
备维修、无人机应用技术等专业群，
并围绕区域内航空制造与航空服务协
同发展、军品研制与民品开发相互促
进、整机研制与零部件制造紧密配套
的产业结构，持续拓展专业对接航空
产业的广度和深度，增强服务航空全
产业链的办学实力，成为航空职业教
育“排头兵”。同时，坚持以质量工程
为抓手，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带动专
业群获得跃升，专业教学资源库、在
线开放课程建设、生产性实训基地建
设数量和水平持续提高，专业服务产
业能力、对产业经济发展的贡献度明
显增强。学校人才培养质量也得到了
社会各界的认可，毕业生中涌现出了
全国五一巾帼标兵彭小彦、全国劳动
模范罗卓红等一批行业领军人物，共
计为航空工业培养了 7.6 万名技术技能
人才，其中 C919、ARJ21 等国内新机
型“铁鸟”试验台的技术人员 30%来
自该校，企业普遍反映西航学子下得
去、留得住、用得好、有发展。

深度融入产业集群，创新协同发
展机制。学校充分依托 61 年服务国家
航空、军队、通用航空发展的深厚积
淀，积极探索实践“政军行企校”多
元参与的协同发展机制，服务陕西省
航空产业链迈向中高端、服务中国走
向航空强国。学校与行业企业、兄弟
院校建立了有效沟通交流机制，加入
了中国航空学会、陕西航空学会等行
业组织，担任“国际航空职业教育论
坛”常任主席单位、全国航空工业职
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单位、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高职教育分会
副会长单位以及中国航空学会、中国

职教学会、中国机械工业教育协会理
事单位，还牵头组建了陕西航空职教
集团。

全国航空工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
委员会主任刘井宏指出，航指委是平
台，校企合作是途径，培养满足企业
需求的技术技能人才是目的，西安航
空职业技术学院是一所在行业内有影
响力的学校。

传 承 部 队 优 良 传
统，“部队信得过”

学校曾隶属空军系统 40 年，2001
年由空军装备部移交陕西省政府部门
管理，但学校始终坚持了服务航空产
业的办学宗旨，由此得到了空装部

“一如既往”的支持，而军工基因和部
队传统的长期浸染，也促使学校在发
展过程中能打硬仗、勇于争先，为国
家航空工业和空军系统企业输送了大
量优秀的技术人才。

融入军工企业精神坚持服务航空
产业。学校由部队移交地方时，服务
面向与运行机制都面临着关键性抉
择，但学校始终坚持“航空报国、强
军富民”，因此空装系统对学校的支持
政策不变、力度不减，先后捐赠型号
齐全的军机发动机 56 台、飞机 25 架等
设备，并在教师顶岗锻炼、学生实习
就业等方面给予了充分支持。与此同
时，学校也在空装部的支持与主导
下，深化与军工企业的协同育人模
式，由原来的“兄弟”关系变成了合
作的“伙伴”关系，成功地实现了机
制转型。

着力推动以士官培养为核心的军
民融合。作为拥有深厚军工传统的航
空院校，学校积极响应军民融合战
略，成立陕西省首家士官学院，并积
极构建多兵种士官人才培养新体系，
在现有空军、陆军士官定向培养的基

础上，还将进一步拓展兵种，增加培
养专业，做大做强士官定向培养。同
时，探索新时期士官定向培养模式，
实现军队院校教育、部队训练实践、
军事职业教育“三位一体”新型军事
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做强做优军事
职业教育的品牌。2018 年，为庆祝建
校 60 周年，在学校举办的推进“一流
学院、一流专业”建设大会上，中国
人民解放军某部与学校“军地合作共
建单位”揭牌，学校将与部队在人才
培养、人员培训、技术合作等方面开
展合作，对部队现役军人和退伍军人
进行培训。学校先后被国防部门、教
育部门确定为陕西仅有的一所空军、
陆军定向直招培养士官院校。

贡 献 西 航 职 教 标
准，“国际可交流”

紧跟“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
合作，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集聚校内
外优质资源，通过“引进来，走出去”
的方式，积极交流、共享职业教育国
际化模式和中国职教模式，为“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提供西航职教标准。

引 进 来 ， 开 展 国 内 外 交 流 与 合
作。学校积极引入国内外优质教学资
源，先后与美国、德国、加拿大、新
西兰、新加坡、泰国等 10 多个国家和
中国台湾地区的 20 余所学校或教育机
构开展了教师访学、学生交流、资源
共享、文化交流、国际大赛等多种合
作项目，并大力选派骨干教师及管理
人员到职业教育发达国家进修访学，
初步形成了外派进修的选拔、培养、
考核机制，目前有四五百名教师参加
了国际研修学习。同时，积极引进国
际先进职业教育标准，与德国纽伦堡
工商会、德国 China Window 国际信
息合作公司共同在学校创建了中德职
业培训中心，开展 IHK 国际培训认证。

新西兰怀卡托理工学院中新项目
总监托尼·奥布赖恩表示，西安航空
职业技术学院具有良好的学习环境和
完善的课程体系，今后将积极拓展双
方联合培养学生的渠道，共同就高职
院校学生核心竞争力和中新两国职业
教育合作交流搭建平台。

走出去，输出西航职教标准。学
校积极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
教育教学优质资源，与中航国际共同
为加蓬、加纳提供飞机维修专业和实
训室建设方案，加蓬共和国副总理亲
自来校访问，对学校的专业水平给予
了高度肯定；参与中国有色金属行业
职业教育“赞比亚项目”，援助赞比亚
创建职业学院，支持航空装备和企业

“走出去”战略，切实提升国际化办学
水平和影响力；选派教师赴非洲为

“走出去”中资企业开展本土化人才培
训，输出西航标准、唱响西航声音。
此外，学校还首开陕西高职院校接收
留学生的先河，先后为新加坡理工学
校 126 名学生提供历时 7 周的航空发动
机维修项目培训，选送 10 余名学生赴
新加坡交流学习，充分发挥了国家示
范性高职院校的引领作用。

融航空报国之精神，纳现代工业
发展之风骨。建校 61 年来，西安航空
职业技术学院在发展过程中一直敢啃
骨头、能打硬仗，大胆改革、奋勇争
先：办技校，被誉为“西北一枝花”；
办中专，成为全国重点中专；办高
职，办成了全国优秀示范院校。如
今，站在陕西“双一流”院校建设单
位、国家优质高等职业院校的新起点
上，学校必将牢牢抓住大有可为的发
展机遇期，加强党的建设，打造技术
技能人才培养高地、技术技能创新服
务平台、高水平专业群、高水平双师
队伍，提升校企合作水平、服务发展
水平、学校治理水平、信息化水平、
国际化水平，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奋力迈向更高水平。

（周 岩 赵居礼）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大赢嘉”是怎么炼成的

“嘉庚学院学生的综合能力强，沟通能力突
出，这都是作为一个优秀员工的必备特质。”

“我们对嘉庚学院的学生非常满意，每年的业务
能力考核，他们的总体排名都比较靠前，这是
非常能说明问题的”⋯⋯在前不久的一场校园
招聘会上，戴尔、浙江省建工集团等企业的参
会代表都不约而同提到了嘉庚学院毕业生的好
口碑。

2018 年 11 月出炉的两项报告也为这样的
“好口碑”提供了数据支持——在福建省教育评

估研究中心发布的 《福建省本科高校毕业生竞
争力之月薪调查报告》《福建省本科高校毕业生
竞争力之晋升调查报告》 中，嘉庚学院毕业生
平均月薪位列全省综合性大学第四，毕业生晋
升总监级高管人员占比高居全省综合性大学第
二。

如果说，赛场考验的还是青年学子对于专
业知识的掌握和运用情况，那么，职场里、社
会上凭的就是“真刀真枪”了。换句话说，能
在市场上立起来的“嘉”式口碑已不仅仅是

“赢”字所能概括。它是理念+制度+“护航编

队”，从岁月里萃取出来的花朵。
所谓“护航编队”，在该校指的是为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精
神而进行的平台建设。截至目前，学校已建成
微柏工业机器人创新实验室等 8 个校企合作创新
平台，为促进人才培养、提升教师科研能力、
增强服务地方经济和企业的能力等诸多领域创
造了良好条件。

在该校开展应用型科研的道路上，
校企合作平台成了重要抓手——它充分
发挥跨院系、跨专业、跨学科的属性，
实现造血功能；充分利用学校的利好政
策，吸引更多教师、学生加入，提升了
队伍的研究能力；同时，又以行业发展
和企业需求为导向，探索和建立了深化
校企合作的有效途径。

2018 年，嘉庚学院迎来建校 15 周年
庆。年轻的校友苏令相以“嘉”人的身
份为母校送上了两份礼物：一是其创立
的厦门贵在互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捐献
30 万元，在该校设立“令相产学研先锋

奖学金”“令相自强之星奖学金”；另一份是其
所负责的“贵在互联”项目在第四届中国“互
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中，获得
了金奖，为母校赢得荣誉。

不难发现，在专业课堂、全国赛事、校企
合作创新平台里沉浸多年的嘉庚学院毕业生们
一出校门就将展现出与众不同的气质。通俗的
说法叫作“上手快，动手能力强”，同时又以

“校友”的身份反过来充实到母校的校企合作创
新平台上，实现了校内外多渠道多力量的加权
提升与协同创新。

平台护航，校企校地联姻

邓伟根，嘉庚学院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学
生，同时也是学校此次出征全国大学生机器人
大赛的战队队长。“参与竞赛既是实践也是学
习，这是双向互动、融会贯通的过程。”邓伟根
说，他从大二就加入战队，3 年间随战队出征了

三项大赛，理论学习和创新实践交叉进行，交
互作用，这让他迅速成长。

“我因为参赛并获奖，还获得了 5 个专业选
修课学分和 2 个技能选修课学分的认可。”在嘉
庚学院，像邓伟根这样在课堂、实验室、赛场

来回穿梭的学生很多，对他们来说，其间没有
取舍之难，更不存在后顾之忧。

原来，嘉庚学院从人才培养方案入手，设
置了创新型实践教学体系，建构了各种产教融
合平台，打通了各种学用结合渠道，实现协同
共育；这切实鼓励并有效引导了学生积极参加
各类社会实践、科学研究、创新创业、竞赛活
动等创新创业实践活动，真正实现了将实践创
新能力培养贯穿于人才培养全过程。

“不能简单地将创新创业教育理解为竞赛或
者创业，它是一个对高等教育全面覆盖的教育
理念。”在与新入职的教职员工座谈交流时，嘉
庚学院副院长戴一峰总会化身“金牌讲解员”，
进一步阐释学校自创办以来，为什么坚持、又
是如何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学校的学科专业建
设与发展规划中的。他说，不断推进的教学改
革顶层设计都是紧紧围绕全面落实“实践育
人”理念来展开的。

顶层设计，构建平台打通渠道

学科竞赛是与输赢密切相关的活动，但对
嘉庚学院来说，它的意义更多地体现在检验与
反馈——检验办学理念与培养成效，反馈培养
过程中需要加强、完善的部分。

如果把人才比作高校的产品，那么适销对
路就是检验人才的重要标准。适什么销，对哪
里的路子？2003 年，嘉庚学院在创办伊始就
明确提出，对人才要素的界定和需求应该随着
时代的变迁而变化，人才培养的根本不在于知
识的传授，而在于能力的培养。

这一认知像准绳一样，稳稳地描绘出一所
不一样的大学的发展图景——紧紧围绕“以学
生为中心”的核心办学理念，立足市场需求，

全力营造因材施教、因势利导、尊重个性、激
发潜能的教育环境，着力培养具有创意、创
新、创造、创优、创业等五种能力的复合型、
应用型、创新型人才。

也就是说，学生走出课堂能上赛场，出了
校门能“好用”是嘉庚学院作为人才培养机构
的坚定初心与内在要求。为此，学校在教学实
践中不断探索，发展思路从最初的“以有效教
学见长”发展为现在的“教学与科研并举，以
有效教学见长”，“这带来的是更高质量的能力
培育和更活跃的创新意识，让学生成为最大的
受益者。”嘉庚学院院长王瑞芳说，这是一个
良性的、螺旋上升的循环。

理念先行，以学生为中心

美丽的厦门大学嘉庚学院欢迎你美丽的厦门大学嘉庚学院欢迎你。。林汇鑫摄林汇鑫摄

55月中旬月中旬，，佛山佛山，，第十八届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第十八届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RoboMasterRoboMaster20192019机甲大师南部分区赛酷炫机甲大师南部分区赛酷炫
起跑起跑。。厦门大学嘉庚学院厦门大学嘉庚学院（（以下简称嘉庚学院以下简称嘉庚学院））机器人战队在单项赛之步兵对抗赛和英雄远程射机器人战队在单项赛之步兵对抗赛和英雄远程射
击赛中双双成功突围击赛中双双成功突围，，顺利进入全国总决赛顺利进入全国总决赛。。

66月伊始月伊始，，天津天津，，20192019年第六届全国大学生工程训练综合能力竞赛全国总决赛激情开赛年第六届全国大学生工程训练综合能力竞赛全国总决赛激情开赛。。嘉庚学嘉庚学
院代表队一举拿下特等奖院代表队一举拿下特等奖11项项、、一等奖一等奖11项项、、二等奖二等奖22项项，，获奖级别和数量均位居福建省参赛高校首位获奖级别和数量均位居福建省参赛高校首位。。

现在现在，，这所有着这所有着““不一样的大学不一样的大学””之称的高校又多了一个昵称之称的高校又多了一个昵称：：““大赢嘉大赢嘉。。””这是谐音式的创意这是谐音式的创意
点赞点赞，，更是外界对该校学子学科竞赛能力的花式肯定更是外界对该校学子学科竞赛能力的花式肯定。。而对学校来说而对学校来说，，这是自这是自 20032003 年办学以来年办学以来
的不忘初心的不忘初心，，也是被评估认定为全国民办院校榜首后的再接再厉也是被评估认定为全国民办院校榜首后的再接再厉。。

这里的这里的““全国民办院校榜首全国民办院校榜首””指的是指的是，，今年年初今年年初，《，《20142014——20182018 年全国普通高校学科竞赛评估年全国普通高校学科竞赛评估
结果结果（（本科本科））TOPTOP300300》》出炉出炉，，该校名列全国近该校名列全国近 30003000 所高校的第所高校的第 179179 位位，，领衔全国领衔全国 730730 多所民办高多所民办高
校校、、260260 多所独立学院跻身全国多所独立学院跻身全国 200200 强强。。值得一提的是值得一提的是，，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主办的此项评估活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主办的此项评估活动
已成功举办了已成功举办了33年年，，嘉庚学院两次登上全国民办高校及独立学院榜首嘉庚学院两次登上全国民办高校及独立学院榜首。。

成绩与荣誉都属于过去成绩与荣誉都属于过去，，更有意义以及让人感兴趣的是去梳理以下这个问题更有意义以及让人感兴趣的是去梳理以下这个问题：：““大赢嘉大赢嘉””是怎是怎
么炼成的么炼成的？？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机器人战队厦门大学嘉庚学院机器人战队
““TCRTCR””。。周康妹摄周康妹摄

美丽美丽““嘉园嘉园””位于厦门湾南岸位于厦门湾南岸。。陈淼森航拍陈淼森航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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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RTCR””战队机器人战队机器人 （（22 号机器号机器
人人）） 在比赛中在比赛中。。赛事方供图赛事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