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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办学目标，加强制度建
设，构建职校思想文化

学校以“深化改革，全面开放，多元发展，争
取一流”为发展目标，以“立足地方，对接企业，
服务县域经济；深化改革，规范管理，提升教学质
量”为发展理念，以“立足职教，强化特色，精工
强技，有效教学”为办学理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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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
发挥学校为县域经济建设服务的功能，培养各行各
业技术技能人才。

2016 年以来，学校充分发扬了民主，广泛听取
教职员工的意见，重新修订了包括 《霍山职业学校
章程》《霍山职业学校中长期发展规划 （2015—
2020）》 等在内的 200 多项规章制度，并使制度规
范真正得到师生的认可，成为自我约束自我管理的
行为规范，变被动为主动，变要我做为我要做，自
觉遵守、共同践行；注重制度规范的激励导向，让
制度引导人、让事业激励人、让成就凝聚人，形成
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局面。

强化“三风”建设，提升队
伍水平，构建职校团队文化

霍山职业学校“团结务实、精艺力行”的校
风，集中反映了职校人“团结向上、务实求真、追
求完美、身体力行”的良好工作作风；“严谨敬业、
诚道践行”的教风，充分展示了职校人“心无旁
骛、敬业尽职、诚实守信、躬身实践”的良好工作
态度；“仁礼乐学、修业慎行”的学风，基本形成了
职校学生“知仁明礼、勤学苦练、谨言慎行、乐在
其中”的浓郁学习氛围。

把师德师风建设放在首位，教育引导广大教师
争做“四有”好老师。抓好领导班子、中层干部、
班主任和骨干教师队伍建设，形成一个“团结一
心、开拓进取、业务精湛、作风过硬”的领导集体

和一支“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合作团队；
注重教师业务素质的提升，竭力打造“双师型”教
师队伍。近年来，学校组织教师申报了多项国家、
省、市级课题，并通过结题验收；组织编写出版

《中等职业教育研究概论》《传统文化教育读本》《中
等职业学校的素质教育》 等多部专著和校本教材；

“文化引领，特色创新——积极探索中职学校内涵发
展新路径”等多项教学成果获市级特等奖和一、
二、三等奖；在全省中职学校“三优”评选、全省
职业院校校企合作主题征文、全国职业院校“创新
杯”说课大赛和微课比赛中，累计有 150 多人次分
获不同奖项的一、二、三等奖，学校多次获评优秀
组织单位。

坚持知行合一，升学就业并
举，构建职校专业文化

学校出台或修订 《霍山职业学校专业发展规
划》《霍山职业学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等文件，强
化专业设置与管理的职责，及时将新技术、新工
艺、新规范纳入教学标准和教学内容，强化学生实
习实训。为更好地服务霍山县经济的发展，学校以
数控技术应用、电子技术应用和现代农艺技术三个
省级示范专业与示范实训基地建设为龙头，全面带
动计算机、机电技术、汽车维修、文秘管理、文化
艺术等传统专业发展，并增设了旅游服务、中药、
中草药种植、茶叶生产和加工等专业，在区域内形
成特色，形成品牌，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学校多次成功承办市级中职学校学生技能大赛
和霍山县职工职业技能竞赛，组织学生参加各级各
类技能竞赛。2019 年，在全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
职组比赛中，学校荣获一等奖 2 个、二等奖 10 个、
三等奖 10 个，另有 2 个项目入选参加国赛，获得三
等奖，突破学校历史成绩。同时，在历年对口高考
中取得优异成绩，一大批学生被省内外本专科院校
录取，圆了他们的大学梦想。

落实立德树人，开展社团活
动，构建职校环境文化

2015 年以来，学校以社团组织为依托，以元
旦、五四、国庆等为节点开展“文化科技节”“体育
艺术节”“读书感恩节”“技能大赛节”等系列校园文
化活动，安排每周不少于半天的社团活动课，给学生
提供充分的展示才艺的机会和平台。利用职业教育活

动周，开展“企业家进校园”“劳模进校园”“优秀毕
业生校园分享”“民俗文化进校园”和学生“进企
业”“进社区”等系列活动，让学生感受企业文化，
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为学生就业做好准备。

积极组织学生参加“文明风采”、爱国主义教育
和校园读书演讲征文等各级各类比赛活动，并取得
了可喜成绩。几年中，学生在全国文明风采大赛中
获得国家级别一、二、三等奖达 100 多人次，学校
2016、2017 连续两年获得优秀组织奖；2017 年，财
会专业廖家丽同学在全省首届校园读书征文中获特
等奖。2018 年，学校多次组织师生参加中央电视台
和县内外大型文艺活动，如霍山黄茶节开幕式文艺
演出、霍山县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暨元旦文艺汇演
和中央电视台 《丰收中国》 节目录制等。学生的精
彩演出，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大大提高了学
校的社会声誉。

注重校园环境的育人功能，突出弘扬传统文
化、制度文化、专业文化、学术文化，更大限度地
体现出职校文化底蕴和办学特色。寓意“真善美”
的教育追求的“至诚路”“至善路”“至美路”和记

录学校发展历史的“五七路”“师范路”“职高路”，
内涵不言而喻；“明德楼”“尚能楼”“励志楼”“敏
行楼”“力行楼”“践行楼”“谨信楼”“亲仁楼”“思
齐楼”“敬听楼”等楼宇的命名与校训、校风、教
风、学风和传统文化教育之载体 《弟子规》 的内容
高度一致，特色显而易见；2016 年创刊的校报 《霍
山职校》 和校刊 《匠心》，在第四届“梓桐杯”全国
优秀校报校刊评选活动中，双双获得综合金奖、编
辑金奖，学校荣获校内报刊建设特别奖和校内报刊
建设校长特别奖。“一报一刊”已成为学校文化传承
的载体、对外宣传的窗口和沟通学校与社会的桥梁。

推动校企合作，开展职业培
训，构建职校服务文化

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积极推动“校企合
作、产教融合”。采取校内实习实训、校外顶岗实
习、引厂入校、校企融合等多种形式，引入对接产
业文化和优秀企业文化；选派专业教师深入企业参
与产品研发，企业派能工巧匠参与学校实训教学工
作。先后与安徽应流集团、迎驾集团、世林集团、
优胜美公司、科皖铸造有限公司、合肥长安汽车有
限公司等多家企业建立了校企合作的长效机制，签
订了联合办学、订单委培、共建实训基地等合作协
议。为加强校企合作，学校设置有专门的校企合作
管理机构，安排专人负责，建立校企合作管理制度
和档案，确保校企合作工作的有序开展。

高度重视社会培训工作，面向企业员工和社会人
员开展就业技能、技能脱贫、新型职业农民、雨露计
划、致富带头人、特种作业等培训。一年来，学校先
后送教到应流集团、优胜美公司等 6 家企业和白水
畈、东流河、胡家河等 11 个村，举办涉及包括中药
材、电子商务、电工、压力容器、厂内机动车等11个
不同项目和工种培训，累计达 43 期 5116 人次；开展
技能鉴定25场1320人次，1188人获得相应等级证书。

彩墨长卷她含笑，最是山花烂漫时。在遍地花
开的大别山上，在争奇斗艳的职教园里，霍山职业
学校无疑是一支盛开的奇葩。凡是过往，皆为序
章。学校内涵建设是学校改革与发展的永恒主题，
承载着职业学校的存在意义与社会价值，担负着职
业学校的时代责任。学校文化建设的提升永远在路
上，身处大别山腹地的霍山职业学校将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一如既往、开拓奋进，向着打造省内领
先、市内一流的职业学校的宏伟目标迈进！

（王荣飞 杜建环 程先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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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是山花烂漫时
——安徽省霍山职业学校加强学校文化建设工作侧记

巍巍大别山滋养了
它的灵气，悠悠淠河水
激荡着它的豪情。这是
一个内涵丰富的校园，
这是一个承载未来的摇
篮。它，就是国家级别
重点中等职业学校和国
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
展示范学校——安徽省
霍山职业学校。1989
年建校以来，经几代职
教人半个世纪的努力，
学校从无到有，从弱到
强，从名不见经传的农
村职业高中，发展成为
霍山县仅有的一所集全
日制职业中专、技工学
校、职业技能培训中
心、公共职业训练基地
为一体的职业教育中
心。

近年来，学校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
持“四个自信”，特别
是“文化自信”，全面
贯彻党和国家教育方
针，把握“以服务为宗
旨，以就业为导向”的
办学方向，落实“文化
引领，特色创新”的工
作思路，全面提升办学
内涵，合力打造职教品
牌，走出了一条具有地
方特色和自身特点的
“文化兴校”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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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强工科交融发展 办有“文化力”的高校
——厦门工学院践行现代大学理念，突出应用型服务地方经济纪实

做强工科 多学科交融发展

现代大学重视专业设置与学科建设。在一
般民办大学选择以文科类、经管类、计算机类
专业为主要办学方向的时候，厦门工学院毅然
选择以工科为办学主体。这就意味着学校在教
学设备、师资配置上比一般文、管类专业要投
入更大，而且收效也相对缓慢。但是，学校董
事长李德文认为，工科是国家和地方经济建设
发展所急需的，所以，必须坚定不移地选择走
这条道路。

学校近些年建设了一大批工科实验室，又
投入巨资建起工程坊，并且与西安交通大学合
作，获得该校的大力支持。学校设置了机械实
训中心、电子电气实训中心、虚拟实验中心、
创新实践中心、机械实验室等实验与实训场
所。学校还投资建设“工程文化馆”，对学生
进行工程文化教育。

学校为满足各学科、各专业人才培养建设
需要，建设各类实验室、实训室、校外实习基
地，与众多知名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广泛开展
产学研合作。学校现有 4 个省级教学示范中
心、3 个省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还有若
干高校示范性、应用型专业群，高校服务产业
特色专业，高校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等。

学校不但重视以地方经济与科技发展需求
来设置专业，而且还着力构建文、理、工相互
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学校着力发展商学院、
文化与传播学院、艺术学院所属的文科专业，
努力构成文、理、工相互融合的人才培养优
势。

今年 1 月份，学校德文商学院落成。学校
以此为平台，强化商学的国际化办学，提升商
学服务地方经济的能力。学校还与厦门大学经
济学院、王亚南经济研究院签订了合作协议，
推动向海外输送硕士研究生，同时为高端化的
社会培训提供师资支持。

学校不仅在专业设置上以工科为主体，而
且重视专业设置的动态调整。2017 年，学校将
原来的机械工程学院改制为机械与制造工程学
院，合并组建新的“计算机与人工智能学院”，
培养未来新工科复合型应用人才。

前不久，“西安交大、英飞凌”智能制造
管理联合实验室厦门工学院基地揭牌。实验室
将为中国其他类型的制造企业提供智能制造管
理等方面的研究和指导，助力“中国制造”的
转型升级。同时，学校还与中国移动集美分公
司共建联合实验室，进一步加强校企合作。

立足地方 育应用型人才

最近，福建省教育部门批复同意学校建设
“闽南石雕艺术与产业发展研究中心”。福建石

材资源丰富，闽南地区石雕更是继承中国传统
艺术精髓，闻名全国。该基地将进行闽南石雕
艺术技法工艺、加工工具及设备、石雕与石材
产业经济等方面的研究。这是学校立足地方经
济发展，培养应用型人才的一个侧影。

学校成立了以教授为主的专门研究课题团
队，课题组多次深入到我国石雕之乡——福建
省惠安县多家石雕相关企业，就石材圆雕、浮
雕等粗、精加工技术设备制造方案进行探讨，
并就人才培养进行深入对接。在企业技术改
造、设备需求，人才培养等方面，帮助企业解
决实际问题。

学校坚持应用型的办学思路，重视学生的
实践实训。近几年投入大量资金建设实训基
地，建设有“工程坊”、“创客坊”、“艺术
坊”、“文创坊”、商学院“金融坊”实训基地
等等，对学生的能力培养、创新意识的提升起
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学校注重把“知识为本”的教育转变为
“能力为本”的教育。而其中的“能力为本”，主

要强调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创造性的应用能
力。学校成立了“创新创业教育基地”，为创新
创业教育创造条件。学校让学生跨专业、跨学
科，交叉学习和训练，并聘请企业工程师、高
管前来指导，以此提升学生创造力和应用能力。

前不久，学校举行第五届“互联网+”大学
生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学校邀请 5 位来自投
资界、企业界的老师担任评委，其中包括墨客
众创空间创始人蔡立伟等人。学校“互联网+”
大赛历时近 3 个月，报名总数达 588项，通过比
赛，学校涌现出一批市场潜力较大、社会效益较
好的高质量项目，充分展示了学生的创新能力。

学校注重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让学生在
各类大赛上有所收获。在第十七届中国大学生
广告艺术节上，学校王静老师指导，由2016级
广告学王昭、邹璐璐、孙晓玉、李港同学共同
制作的参赛作品 《雨暖阳，常相伴》 获得学院
奖银奖。在2019年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福建赛
区决赛中，王锶琪、向美燕获得国家级别一等
奖。在第五届海峡两岸大学生职业技能大赛暨

创新成果展上，郭雪怡等同学组成的团队，荣
获国际贸易经营实战沙盘竞赛本科组二等奖。

学校坚持“应用型、地方性、国际化”的
办学定位，积极对接地方经济与文化建设的需
要，积极推动国际化办学，与英国、加拿大、
美国等国家的部分高校建立了合作关系，并在
学校内部进行国际化教学实验。学校还将逐步
试点小班化教学、双语式教学、招收国际生，
逐步接轨国际化。

根植传统文化 提升“文化力”

学校强调“文理交融、学科交叉、通古博
今、博学、慎思、明辨”等教育理念，同时，
根植传统文化，以书院制立体育人，努力把学
校办成一所有“文化力”的大学。

学校倡导“立德树人，以文化人”的办学
精神，建设以传统文化为基本元素的校园文化
表达体系，对学生展开全方位、全过程的人格
完善教育。走进学校的五大书院，不
仅可以看到各种独具特色的文化装
饰，看到书屋、书房、咖啡吧、谈心
室等功能室设置，而且可以看到书院
为每一个学生都建立了一份形式精美
的“成长记录册”，上面详细记录着
学生每个学期的学习、生活、工作情
况，记录着老师与学生间交流的细
节。

学校有 50 多个学生社团，每一个
社团都由学生自主组织、自主活动。
学校的合唱社团更是做到了“高大
尚”，著名交响乐女指挥家郑小瑛经
常前来指导。

在学校开设的人文通识课程中，
有两门很特殊。一门是“音乐鉴赏与
练 习 ”， 面 向 全 校 所 有 专 业 学 生 开
放。而与此相配合的是，学校以艺术
学院为依托，组织了全校性的合唱
团、管弦乐团、打击乐团，使校园里
弦歌不辍。学校还开设“射艺课”，
讲授中国传统的射箭技术和射箭古代
礼仪，学校为此专门建设了一个“观
德射艺园”。这些课程做到动静相生，
使学生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之中修炼身
心，实现自我提升。

近年，学校在音乐厅旁边的“园中园”上又
建设了一座空中“音乐港”，专门提供给学生自
主表演。学生在这里组织的音乐会、歌舞晚会
以及其他演出，其精彩程度远远超出了人们的
想象。虽然是工科院校，但是扎实的音乐底蕴
使学校音乐水平不断提升。学校艺术学院音乐
专业 2019 届考研成绩斐然，两名学子通过严
格选拔，被波兰两所高校录取为硕士研究生。

学校熔炼和发扬“厦工精神”，将学校创
办成为一所既有大学文化的“开放、自由、包
容精神”，又有工科的“精细、严谨、缜密精
神”，还有“企业家拼搏创造精神”的大学，
形成独特的校园“文化力”。

2017 年，学校在福建省教育部门发布的福
建省民办本科院校发展潜力排行榜排名首位。
近些年，学校毕业生的就业率都在 97%以上。
一批批优秀学生或升学深造，或奉献企业、行
业，或积极创业，展示了厦门工学院学子的优
良素质。

厦门工学院厦门工学院““孔子广场孔子浮雕群孔子广场孔子浮雕群””

厦门工学院大门口高大牌石撰刻厦门工学院大门口高大牌石撰刻：：““立德树立德树
人人，，以文化人以文化人””办学理念办学理念

厦门工学院全智能信息化厦门工学院全智能信息化““工程文化馆工程文化馆””

厦门工学院厦门工学院““工程坊工程坊””学生数控创作车间学生数控创作车间

厦门工学院是经国家教
育部门批准设立的全日制普
通本科院校。在十多年的快
速发展过程中，学校保持定
力，坚持做强工科，实现多
学科交融发展，做到立足地
方，育应用型人才，同时坚
持“立德树人，以文化人”，
努力办一所有“文化力”的
高校，为地方经济建设培养
了一批又一批合格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