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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立德树人 实践特色办学
——常州工学院土木建筑工程学院应用型人才培养纪实

按照行业企业要求办专业教育

地方新建高校的专业教育必须解决好两个
问题：一是“姓地”，二是“属供”。“姓地”
就是要做好地方这篇文章。必须紧贴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的需要，在服务地方行业企业转型升
级中找准定位、有所作为；“属供”就是要做
好专业人才供给这篇文章。必须适应高教发展

“普及化”的阶段性规律，精准适应需求侧，
致力于专业人才的供给侧改革。为此他们确立
了“产教融合”——供给侧和需求侧同频共振
的专业建设战略和“面向地方、融入行业、培
养现场工程师”的应用型专业教育定位。

江苏省是全国建筑大省、强省，在全国建
设市场占有重要地位。建设行业是建设“强富
美高”新江苏的一支重要力量。随着建设市场
的变化，建设企业对人才的需求也呈多样化细
分的趋势。为此他们确立了需求导向和差异
化、错位发展的理念，遵循以优质供给满足有
效需求的逻辑，着力提高专业人才的供给质量。

按照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要求，自觉“把人
才培养嵌入到行业企业的发展需求中”，对人
才职业结构进行“市场细分”，精准把握职业

（岗位） 需求。他们兼顾职业需求和学科要
求，按照基础相对稳定、拓展适当灵活的思
路，确立了“1+N：一个基础多样拓展”的专
业培养方案重构。前 3 年着力夯实“1”这个
学科基础，按照 《专业指导性规范》《专业类
教学国家质量标准》 和 《工程教育认证标准》
的要求做好坚实的学科支撑，满足学生未来知
识迁移和继续深造的要求；后 1 年契合行业职
业需求进行灵活的“N”拓展强化，着力打造
执业核心能力和职业素养。

根据南通四建、常州一建、苏中建设等合
作企业的要求，他们在土建类专业开设了安全
管理、钢结构、BIM 等专业方向。在土木的基
础上，为企业“定制”培养安全管理、钢结
构、BIM 等复合型人才，精准对接目标市场。
2015 年全国首批为南通四建集团“定制”培养
的土木—安全管理专业人才被企业全部接收，
广受好评。他们还契合建设行业跨专业协同的
需求，模拟建筑设计院工作模式，与常州大学
开展校际多专业协同毕业设计；契合建设行业

跨文化交流的需求，与丹麦 VIA 大学、澳大利
亚阿德莱德大学开展专业合作教育项目和专业
Workshop 中外联合教学项目。

解决好了“姓地”和“属供”两个问题，
就能变专业人才供给本位、学校主导的“批量
生产”为需求本位、行业企业主导的“按需定
制”，割除了专业教育同质化、“就业难和招人
难”的结构性难题、供给和需求脱节的顽疾。

在工程背景下开展工程教育

应用型人才有着和学术性人才不一样的成
长环境要求。面向职业、以解决一线复杂工程
问题为培养目标的应用型专业教育，不可能在
传统的课堂背景下实现。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必
须破除封闭课堂中的“自导自演”。为此，他
们进行了“在工程背景下开展工程教育”的教
学组织方式重建。

他们通过与行业企业和学生交流，了解到
企业和学生对教学不满意的是：“一、课上讲
的有什么用？二、讲的这些怎么用？三、课上
讲的书上、网上都有。”由此他们开始了教学
组织方式重建的探索。按照“成果导向”“学
生中心”的理念，确立了更加关注课程的工程
背景，更加突出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技术能力
和非技术能力培养，更加关注学生在学习过程
中的主体地位和其主动探究的重建原则。

在第一课堂上，大力推行项目式教学、任
务式教学、研究性教学等翻转课堂教学组织形
式。通过具体的项目任务引导学生自主分析项
目问题、研究和探索解决问题的途径、方法和
实施方案。教学组织方式的重建把学习重点由
知识记忆、知识积累向分析问题、研究问题和
设计解决问题的方案转变，学习要求从关注最
终的考试成绩 （学习结果） 向更加关注学习能
力培养 （学习过程） 转变，学习行为从教师垄
断课堂向学生主动、积极参与转变。教、学两
旺，很好地解决了课堂上玩手机多、打瞌睡
多、开小差多“三多现象”。

利用与企业共建的国家级别“大学生校外
实践教育基地”、省级“实践教育中心”等校
企协同育人平台，积极培育第二课堂，推进以
工程训练为主要内容的创新创业。学院在人才
培养方案中专门设置了“创新学分”，学生需

要获得“创新学分”取得毕业资格。用创新学
分建立起了“学院发起、企业支持、团队创
新、学生参与”为显著特征的激励机制，引导
学生走进企业、走进平台、走进项目，建立起
一二课堂联动的立体化育人体系。

在工程背景下开展工程教育解决了学术性
教育与应用型需求之间的矛盾，既填平了企业
需求和学校供给的现实鸿沟，克服了企业招入
人才需要“继续教育才能就业”的难题，又解
决了学生对所学何用的困惑，增加了其学习兴
趣，从而在实践层面实现了人才供给和人才需
求的“无缝对接”，提高了人才供给的质量。

跟着工程师学习工程技术

应用型人才需要应用型教师来培养。不能
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老师，就不能承担培养能
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人才的重任。为此，他们
着力打造校内双师双能型师资和产业教授两支
队伍。

一方面，借助于通过“把人才培养嵌入到
行业企业发展的需求中”建立起来的校企协同
机制，送教师到行业企业挂职研修、合作研
究，提高专业教师的工程实践能力。目前，在
专业教师中具备双师双能型资格的占比已达
73%，很多教师做到了“顶天立地”。另一方
面，“把企业资源嵌入到学校的人才培养过程
中”，聘请产业教授实际参加人才培养方案制
定、教学案例编制、教学讲义编写及具体教学
活动。业界的许多工程专家，比如常州一建总
工顾国忠、技术中心主任张岚、南通四建总工
张赤宇、苏中建设安全总监韩志刚、振华港机
高工刘榴、江苏远瀚设计总师朱坚等 30 余位
专家，作为常州工学院土木建筑工程学院的产
业教授参与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

跟着工程师学习工程把人才供给和人才需
求的“无缝对接”切实落到了实处。2011 土木工
程—安全管理班的潘艳兰同学说：“双师型教师
和企业专家来授课，让我们不出校门在大学课
堂上进行了‘无缝学习’，学习和工作贴得更近了。”

用行业企业的满意度检验工程教育

专业教育的成效如何、质量高低不能由学

校“自吹自擂”，而是应当交给用户来评判。
学校依据评价意见来完善人才培养方案、改进
教学内容、改善教学活动。为此，他们建立了
以 《专业标准》 和 《课程标准》 为依托，以目
标达成度评价为关键，依据达成度评价结果持
续改进教学的 PDCA 循环质量保证体系和专业
质量文化。

依据专业定位和行业企业职业要求及国家
《专业类教学质量标准》，确立本校 《专业标
准》，明确专业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按照课
程支撑专业的逻辑，分解毕业要求指标，确立

《课程标准》，明确课程学习目标。把 《专业标
准》 和 《课程标准》 以制度形式确立下来，作
为质量管理和质量保证的基本依据。

围绕 《专业标准》《课程标准》 的有效实
现，重点抓好课程这个人才培养的“最后一公
里”。积极探讨课程目标实现的有效途径和方
式方法，推进基于目标导向的教学改革。强化
教学过程管理，以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结果反
思教学内容、教学组织和教学考核，提示下一
教学环节的改进重点。

用行业企业的满意度检验工程教育把教学
质量的关注点由教师的“输入”转向了更加关
注学生的“产出”，把教学质量评价由偏于督
导专家的主观判断转向基于 《专业标准》《课
程标准》 的“目标达成度”客观评价，很好地
实践了“基于成果的教育”的理念。同时，从
课程入手，对于课程目标、内容要求、教学实
施、考核及目标达成评价提出刚性要求，从制
度上避免了教学的“任性”和“弹性”。对教
什么、怎么教、考什么、达到什么程度等提出
了要求，使质量有了标准、教学有了范式、管
理有了依据。

常州工学院土木建筑工程学院的专业教育
形成了鲜明的“需求导向、产教融合、创新创
业、持续改进”的特色。这些做法在学校审核
性评估中被专家作为典型案例给予高度肯定。
改革的受益者是学生。根据江苏省招生就业部
门的信息和第三方的研究报告，近几年该院毕
业生的就业率、毕业生就业竞争指数、毕业半
年后的薪资、毕业 5 年的职业及薪酬发展、考
研出国率等质量指标在全省非 211 高校同专业
和全国同类院校同专业均处于领先水平。

（郭献芳 李雄威 司克辉）

常州工学院是一所新建地方高
校，土木建筑本科教育起步于2000
年。在我国名校林立、历史悠久、实
力卓著的东南沿海高教的花园里，常
州工学院土木建筑工程学院这棵小草
也为这方繁荣的春天贡献了自己的一
抹新绿。二十年磨一剑，从2009年
的国家特色专业建设点、2012年的
省特色专业、2016 年省重点专业
（类）、2019年省品牌专业、2019
年省一流专业建设点，到现在土木工
程、建筑学双双冲击国家一流专业建
设点。一步一个台阶，走出了一条受
到业界好评的特色办学之路。

紧抓契机 教育发展硕果丰

漳 平 ， 其 名 取 自 “ 邑 居 漳 水 上
流、千山之中，此地独平”之意，位
于福建省西南部。这片山水灵秀之地
以其特有的历史人文资源，为漳平一
中的不断发展提供了深厚而肥沃的土
壤。

漳平一中创办于 1941 年，1997 年
被评定为福建省普通中学一级达标学
校。近年来，在漳平市政府部门及教
育主管部门的关心和大力支持下，漳
平一中坚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始终把“以学生健康成长为本，
为学生终身发展奠基”作为总揽全局
的办学理念，以“团结、严谨、励
志、进取”为校训，坚持“弘扬三乡
文化，提升学生素质”的办学特色，
坚持“勤勉自强、和谐发展”的校
风、“敬业严谨、善导求精”的教风和

“好问、会学、深思、探究”的学风，
不断提升学生素质，在教育教学方面
取得了突出的成效，得到社会各界的
广泛赞誉。

优先发展教育、提高漳平一中办
学水平，是漳平市政府部门经济社会
发展总体战略规划之一。借助漳平市
创建全国可持续发展经济区和省“文
明城市”的良好契机，漳平一中把推
进课程改革、更新教育发展观念、促
进持续发展、办人民满意的学校作为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正确办
学方向的重要举措，确立了可持续发
展的理念，把“拼搏”和“进步”作
为学校的发展动力，以“精细管理、
质量第一、科学育人、全面发展”为
主旨，指引学校发展方向，形成学校
人文内涵。

与此同时，漳平一中先后荣获国
家基础教育英语教学评价试验项目示
范校、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
校、福建省“文明校园”、省教育科研
基地校、省花园式单位、 省 绿 色 学
校、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省阳光价
费公示示范单位、省教育科研基地
校、省读写教学研究基地学校、龙
岩 市 教 育 系 统 先 进 集 体 等 荣 誉 称
号，并被中国教育学会评定为国家

《英语课程标准》 阅读目标校本化实
验学校。

潜心育人 深植“三乡”有特色

创办怎样的学校、培养怎样的学
生、走怎样的发展道路，这是学校办
学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指引学校长
远发展的参考坐标。课程是教学的中
心，也是教改的重点。课程改革的中
心理念就是优化学生的学习，使得学
生更好地接受知识，培养自己独立思
考的能力。

漳 平 是 国 家 级 别 “ 中 国 花 卉 之
乡”“中国水仙茶之乡”和“中国现代
民间绘画之乡”，拥有“三乡文化”的
深厚积淀。如何将“三乡文化”与学
校教学相结合，广泛开展文化育人？

漳平一中刘炳河校长介绍，该校
教育的目标和方向是培养学生的创新
精神和综合实践能力，为学生终身发
展奠基。为此，学校提出把“三乡文
化”与课堂教学、学生实践、育人各
环节相结合，充分挖掘乡土文化，使

“三乡文化”进教材、进课堂、进头
脑。在“三乡文化”的引领下，漳平
一中梳理出“读书为生产劳动服务”

“读书为了追求更为美好的生活”“读
书要有进取精神”“学习要与社会实践
相结合”等思想，立足学生实践活
动，不断提升育人水平，并由此形成
和凝练出“弘扬‘三乡文化’，提升学
生素质”的办学特色。

据了解，漳平一中通过编写校本
课程，介绍“三乡文化”的历史渊
源，提炼精神实质，让学生充分了解
漳平的历史文化特征，激发学生爱乡
爱国情怀；充分利用广播、板报、媒
体、活动课等各种途径加强宣传；借
助“书香校园”“墨香校园”“智慧校
园”建设等文化建设培育文明细胞；
依托“三乡文化”所呈现出的精神风
貌，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特色教育活

动。另外，学校还定期组织学生到漳
平市中小学生社会实践基地进行生活
体验，到象湖红军墙、漳平电厂、工
业园区等地参观学习实践，到南洋茶
乡、永福花乡、新桥画乡等地参加茶
文化活动节、花卉节、农民画展等实
践活动。通过一系列形式多样、内容
丰富的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走出
去”，回归社会大课堂，真正体会和感
受茶文化、花文化、画文化等“三乡
文化”的无穷魅力。

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实
践，漳平一中广泛开展了“零迟到”

“ 零 垃 圾 ”“ 零 手 机 ”“ 宿 舍 4S （不
脏、不湿、不臭、不乱） 管理”“学生
生活技能大赛”“我做年夜饭”“阳光
跑操”“无声晚自习”等评比活动，帮
助学生培养“时间管理”能力，净化
学校学习环境，把“三乡文化”具体
化、生活化、实践化。同时，学校每
年定期举行全校性文艺会演、学生卡
拉 0K 比赛、元旦书画展，参加地方政
府有关部门组织举办的“小广场、大
文化”等演出活动，培养学生发现
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一系列
活动的开展，真正把学生的课堂教育
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做到有准备、有
思想、有内涵、有行动、有落实，增
进了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和科学文化
修养，更好地发挥了学校坚持正确的
价值取向、落实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主阵地作用。

着眼未来 创新思路绘蓝图

教学质量是学校的立身之本，紧
抓教学质量是一所学校可持续发展之
源。在新形势、新要求下，如何打破
传统德育的窠臼，创新德育形式，丰
富德育内容，形成全员育人、全程育
人、全方位育人的德育工作格局，是

每所学校都必须思考和践行的重大教
育命题。

漳平一中以“三乡文化”精神为
引领，依法治校，严谨治学，坚持

“以学生健康成长为本，为学生终身发
展奠基”，以“全面育人、全面发展、
办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工作目标，在
管理机制、课程建设、特长培养及校
园文化等方面都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
色。在此基础上，漳平一中制定了 3
年发展规划，提出了“三个进一步”
的发展规划，即：进一步加强学校基
础设施建设，通过校园改扩建工程，
改善硬件设施，提升学校办学条件；
进一步规范内部管理，完善机制体
制，优化师资队伍，深化课程改革，
提升教育质量；进一步加强文化建
设，打造书香校园、墨香校园，用文
化环境育人，拓展发展内涵。力争把
漳平一中建成龙岩市一流高中学校。

在“三个进一步”发展规划的指
引下，漳平一中以“加强教育、加强
管理、加强教研、寻求突破”为工作
主线，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
措施——

在德育教育方面，学校充分整合
利用社会、家庭、学校三位一体的德
育教育体系，坚持立德树人、科学育
人，着重加强行为习惯养成教育、思
想品质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前途理
想教育、感恩教育等，让学生在实践
体验中内化道德素养、外化精神面
貌，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形成良好的行为规范与学习习惯，提
高核心素养。

在提高教学质量方面，学校始终
把推进课堂教学改革、探索教育教学
新模式、完善育人环节、研究新的有
效教学方法和途径放在重要位置，通
过强化教学管理、完善各种体制机
制，大力提升教育质量，着力培养学
生的创新能力、综合实践能力，并力

争通过不断努力，实现“教学质量优
良、办学特色鲜明、学校持续发展”
的目标。

在科研兴校方面，学校提出，要
以新高考改革为动力，以教研组、备
课组的教研活动为载体，以小课题研
究为突破口，认真抓好教研教改工
作；做好教研科研课题的申报、研究
工作，以日常教学活动为主阵地，深
化教科研活动的开展；持续深入开展
教师专业成长论坛，提升教师的专业
素养，提炼具有特色的科研成果，形
成鲜明的学校教育特色。

在提高师资水平方面，学校高度
赞同“教师的高度决定学生的高度”
这一理念，并将持续实施“教师成长
工程”“名师工程”以及新老教师“结
对子”帮扶工程等，深入开展党员教师
立足岗位、锻铸“师魂”系列活动，加
强专业引领，鼓励进修培训，建设一
支具有现代教育教学理念、勤于思
考、勇于探索、乐于奉献的教师队伍。

“想要成功，还需要有理想和目
标，有了理想才会有方向。明知前路
艰辛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这才是
当代青年应有的精神，这才能让我们
的未来更加光彩。只有奋斗过，拼搏
过，努力过，才会知道成功离我们其
实并不遥远。让我们一起，争做‘鸿
鹄之志追梦人’！”这是漳平一中高三
学生李梓彤在“国旗下演讲征文展
播”活动中的一段话，表达了全体学
生的心声。

新的发展蓝图已经绘就，漳平一
中将继续坚持弘扬“三乡文化”的办
学特色，建设“勤奋+精良”的师资
队伍、培养“合格+特长”的学生、
创办“规范+特色”的学校，在不断
推进新时期教育改革的进程中，为青
年学生搭建提高素质、抒发梦想、施
展才华、蓄力未来的舞台。

（江 山 代 果）

福建省漳平第一中学

挖掘“三乡文化”底蕴 搭建提素育才舞台

全国教育大会提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
石，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德政工程，对提高人民综合素
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增强中华民族创新创造活力、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面对机遇与挑战并重的新纪
元，国家需要大量的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人才，而学校作
为人才培育的摇篮，改革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式，促进学生
全面发展，也成为当务之急。

立足教育改革发展大潮，对标全国教育大会提出的新要
求，让教育工作者对新时代、新教育有了更深刻的认知，也让
福建省漳平第一中学 （以下简称“漳平一中”） 进一步探索

“弘扬三乡文化，提升学生素质”办学特色的步伐更加有的放
矢、坚实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