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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一带一路” 打响中国职教品牌
——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一带一路”服务行动

2016 年 7 月，国家教育部门发
布 《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
动》；2018 年 11 月，国家教育部门
发布 《高校科技创新服务“一带一
路”倡议行动计划》，旨在加强高校
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创新
引领和人才支撑作用。上海出版印
刷高等专科学校 （以下简称：上海
版专） 紧跟国家外交和教育行动方
针，立足学校“出版印刷传媒”的
专业特色，依托行业资源，以支援

“一带一路”培训服务为起点，不断
拓展合作项目、创新合作模式，加
强与“一带一路”沿线高校和行业
的互动交流。与“一带一路”沿线
同类院校和行业企业携手合作，沿
着丝绸之路传播中华印刷文明，为

“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印刷媒体技术
领域的人才智力支持和技术服务保
障，进而促进我国和“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在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领
域的合作共赢，构建中国职业教育
与世界沟通的有力通道，提高中国
职业教育对外开放水平。

以援外培训服
务为起点，开展“一
带一路”技能培训班

学校遵循“建设国家出版印刷人
才培养基地、上海文化创意产业服务
基地、国际先进传媒技术推广基地，
三位一体的国家示范性特色骨干高职
院校”的发展定位，结合服务国家

“一带一路”的思想，坚持“请进来、
走出去”，积极开展与“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院校和企业的交流与合作。立
足学校专业特色，依托“印刷媒体技
术”等项目的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集训

基地的雄厚资源，为“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高校师生和企业员工举办技术
技能培训班，为“一带一路”建设提
供印刷媒体技术方面的人才智力支持
和技术服务保障。近年来，接收来自
俄罗斯、白俄罗斯、澳大利亚、哈萨
克斯坦、巴基斯坦等国十余期、百余
人来校进行印刷媒体技术专业的理论
培训和实践技能培训，受训学员的理
论水平和技能水平得到全面提高，为
服务当地经济发挥重要作用。这不仅
检验了学校的海外教学培训能力，也
为学校今后培养更多的外籍学生提供
了思路和方法。秉承为“一带一路”
培养国际化技能人才、有效促进中外
人文交流、提高中国职业教育对外开
放水平的使命，学校不断创新海外人
员的培训活动，借助学校特有的文化
传播、传承功能的专业群的天然优
势，把看似刻板的技术培训赋予文化
内涵，结合学校办学的专业特色，在
技术技能培训以外，还为来校培训的
学员安排了石刻技术、中国书法、中
国国画等文化课程，让学员在技术培
训和文化活动中感受博大精深的中华
文明。很多学员通过培训交流活动对
中国和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有
的回国后成为了当地印刷企业的技术
骨干，有的则来上海继续攻读学历留
学生，成为了知华、友华的坚实力
量。

学校与美国、法国先进传媒院校
合作，引进优质职业教育资源，目前
办有 4 个国家批准的中外合作办学项
目和一个非独立法人的中外合作办学
机构。学校利用中外合作办学的集群
优势，将“一带一路”技能培训与中
外合作办学项目相结合，2018 年，来
校培训的白俄罗斯国际技术大学师生
加入到学校与美国奥特本大学合作举
办的广告设计与制作中外合作办学专
业项目学习，与上海版专学生共同走
进美国外教开设的“2D 设计”、广告
制作等课堂。三国师生同堂学习的新
颖形式为中外师生创造了开放融合的
学 习 环 境 和 积 极 活 跃 的 学 习 氛 围 ，
极大激发了学生们的创新思维和学习
热情。

以对接世界技
能大赛标准为依托，
推进教育教学改革
和“一带一路”服务

世界技能大赛是推动职业院校改
革与发展、提升与检验教育教学质
量、培养双师型教师队伍、选拔优秀
高技能人才以及深化国际间交流合作
的重要平台。学校以参加世界技能大
赛为契机，以国际先进技术标准为参
考，积极推进专业建设和教学改革，
如印刷媒体技术专业从世赛技术标
准、竞赛模块、能力要求等方面入

手，对原有培养方案、课程体系等进
行深入改革，使其紧跟世界产业发展
趋势、满足国际化人才能力需求。在
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原国
家新闻出版广电部门的大力支持下，
学校建有世界技能大赛“印刷媒体技
术项目”中国集训基地，承担世界技
能大赛国家队集训任务。学校培养的
王东东和张淑萍在第 42 届与第 43 届世
界技能大赛印刷媒体技术项目中分别
获得铜牌和银牌，创造了我国印刷行
业高技能人才在具有奥林匹克水准竞
技台上的奇迹，圆了印刷人在国际技
能大赛上的“中国梦”。技能育人和技
能精神已经成为学校的品牌文化，形
成辐射效应，上海版专学生以技能为
贵、以技能为荣。2018 年，上海版专
选送的 14 件学生作品在被喻为全球印
刷界“奥斯卡”的美国印刷大奖 Ben-
ny Award （第 68 届班尼奖） 中全部
获得了金奖。

随着学校在世界技能大赛上的不
俗表现以及在技能培训领域影响力的
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海外院校，尤
其是“一带一路”沿线院校慕名来校
学习交流，学校不失时机地宣传技能
精神，呼吁兄弟院校利用世界技能大
赛平台共同切磋技术、提高教育教学
水准，以加强“一带一路”技能交
流、推动技能运动事业发展。哈萨克
斯坦阿拉木图印刷学院 2018 年专门派
两名将代表哈萨克斯坦参加第 45 届世
界技能大赛印刷媒体技术项目的候选
选手赴上海版专进行“印刷媒体技
术”项目技能培训。这是哈萨克斯坦
在世界技能大赛“印刷媒体技术”项

目的首次尝试，此前该国并不了解该
项目的比赛规则、比赛内容和大赛所
要求的技术标准，在培训过程中，上
海版专秉承“以世赛标准培训，以世
赛规则要求，与世赛无缝衔接”的宗
旨，从世赛技术标准、竞赛模块、能
力要求等方面对哈萨克斯坦选手进行
有针对性的训练，高质量、高水平、
高标准完成对哈萨克斯坦选手的培训
任务。经过培训，两位选手不仅熟
知了比赛规则、比赛内容、比赛技
巧，理论水平和实践操作水平都得
到 了 全 方 位 的 锻 炼 和 提 升 。 据 悉 ，
其中的一位预备选手将代表哈萨克
斯坦出征 2019 年 8 月在俄罗斯喀山举
办的第 45 届世界技能大赛。

以建设海外“毕
昇工坊”为发力点，
开展技术输出和办
学标准输出

2019 年 6 月，上海版专与乌兹别
克斯坦塔什干纺织与轻工业学院正式
签约，挂牌成立“上海出版印刷高等
专科学校驻塔什干纺织与轻工业学院

‘毕昇工坊’”。“毕昇工坊”的建立是
上海版专国际化发展的又一重大举
措，也是学校对服务国家“一带一
路”倡议的积极响应。通过搭建“毕
昇工坊”平台，未来将向“一带一
路”沿线高校和企业提供印刷包装技
术、出版传媒技术等方面的职业技能
培训，传播中华文明，把学校优秀教
育成果输出国门与世界分享，为我国
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与

世界对话交流搭建实体平台。“毕昇工
坊”还将为两国印刷企业提供服务，
培养一批既能服务当地经济发展需
要，又熟悉中国技术、产品的本土技
术技能人才，借此助力中国产能“走
出去”。“毕昇工坊”乌方主任、塔什
干纺织与轻工业学院校长奥诺尔波耶
夫·波赫基尔·奥奇波耶维奇先生表
示：“前期，两校经过远程多轮友好磋
商，最终促成‘毕昇工坊’落地，体
现了两校谋求国际合作发展的热忱和
诚意以及两校高度一致的办学理念。
依托‘毕昇工坊’的方式建立合作伙
伴关系，体现了两校严谨务实的办学
风格和在国际合作办学方面的创新精
神。乌兹别克斯坦青年很看好中国的

职业教育，也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
相信‘毕昇工坊’可以成为两校在人
才合作培养领域共赢发展的平台。也
希望两校可以搭实、建好‘毕昇工
坊’这一平台，聚集各自教育资源和
当地行业、企业资源优势，为本国和
当地社会发展提供人才、技术和智力
服务。”未来一段时间，上海版专还将
在“一带一路”沿线继续布点，建设
若干“毕昇工坊”，形成助推学校国际
化办学的合力和服务国家倡议的发力
点。

上海版专的办学特色早已在出版
印刷行业和国际职业教育领域形成品
牌效应，成为尚无出版印刷类专门院
校的国家竞相效仿的对象。孟加拉国
家印刷协会主动向上海版专抛出橄榄
枝，提出深度合作的邀请，双方签订
合作协议，约定上海版专将协助孟加
拉国家印刷协会在当地建设一所“上
海版专标准”的印刷学院，依托与中
国承揽海外大型工程的“走出去”企
业合作，为孟加拉国印刷院校和企业
提供技术培训和设备输出，提供高水
平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服务和职工再就
业培训服务。前期，上海版专组建专
业团队就办学理念、办学定位、办学
模式、专业设置、培养方案等对孟加
拉国进行指导，根据上海版专的专业
指导，目前孟加拉国已经做好了印刷
学院的选址、建校方案策划等筹备工
作。后续，上海版专还将联手中国

“走出去”企业，通过提供技术支撑、
人才支持、设备供应、经验咨询等方
式协助孟加拉国建设该国印刷学院，
为孟加拉国及周边国家培养更多出版
印刷人才提供基地保障。

以“互学互鉴、
学术共生”为指引，
搭建“一带一路”学
术交流、互访平台

上海版专通过联合教研室共建、
教师互访交流、通用教材分享、召开
研讨会等多形式、广维度地互动交
流，推动与“一带一路”沿线高校学
术对话与合作，搭建学术交流的通道
平台。

2015 年，上海版专就与莫斯科国
立印刷大学 （现莫斯科理工大学） 正
式签署合作协议，确立两校共建“印
刷传媒与信息科技联合教研室”，旨在
印刷传媒职业教育领域开展合作交
流，加强我国与俄罗斯在出版印刷传

媒产业领域紧缺人才的联合培养和学
术交流，通过学生交换学习、教师互
换、远程教学、互发科技文章、课程
合作开发、网络课程共享等形式提高
各自的专业教育水平，带动创新资源
共享。两校共建教研室以来，开展了
一 系 列 卓 有 成 效 的 学 术 交 流 活 动 ，
取得了很好的互动效果，两校互派
学生到对方在该教研室印刷和包装
工艺方向进行专业学习；俄方学生
在上海版专国家骨干高职院校建设
项目“出版与传播空中教室”网络资
源库空间进行学习；两校在己方国家
学术期刊上互发、联合发表多篇科技
文章等。

上海版专还与世界技能组织保持
密切合作。2018 年，世界技能组织主
席西蒙·巴特利正式受聘为学校荣誉
教授，定期到校为师生授课并参与学
校高技能人才培养政策、大赛竞赛标
准与组织管理以及世界技能人才培养
标准等方面的研究。学校借助于西
蒙·巴特利深厚的职业技能理论和在
世界技能组织以及各个领域的影响力
推动学校事业的发展，其成果直接惠
及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
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印刷学院教师叶
列娜·德米特里耶夫娜在 2018 年带着
该国两名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选手来校
培训期间，自己也接受世界技能大赛
参赛技术标准和参赛模块流程培训，
并学习研究了中国在世界技能大赛的
选手、教练、专家的选拔机制和选拔
方法，为哈萨克斯坦在世赛专家选
拔、任用方面提供决策参考和工作经
验。通过在上海版专的集训，教师叶
列娜·德米特里耶夫娜的理论水平和
技能技巧得到进一步提升，回国后经
过层层考核，成功受聘为第 45 届世界
技能大赛“印刷媒体技术”项目哈萨
克斯坦国家队的技术专家。

为弘扬优秀传统印刷文化，传播
当代印刷发展理念，展示中国印刷业
发展成就，服务“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印刷业更快更好发展，上海版专承
接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部门批准的重
点工程项目“丝路书香工程”出版印
刷人才培养项目，组织骨干教师研究
国家印刷产业发展宏观规划，以印刷
业“走出去”要求为出发点，从“一
带一路”受众对中国印刷文化的关注
点入手，依托作为世界技能大赛集训
基地的优势，编撰了印刷技术培训教
材。教材强化理论高度和技术应用广
度，梳理了印刷媒体技术项目的具体
训练内容，形成了完善的印刷媒体技
术项目培训教材体系。此套教材目前
已在斯里兰卡和纳米比亚等“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用于印刷技术从业人员
的培训工作。

为促进与“一带一路”职业教育
交流和合作，上海 版 专 与 “ 一 带 一
路”教育领域和出版印刷行业领域
举办多次学术研讨会，曾联合德国
职业教育代表团，国家商务部门援
外培训项目——“俄语国家大学校
长研修班”，埃及、巴基斯坦、孟加
拉国、印度、马来西亚、德国等“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印刷行业企业专
家团，召开多期“一带一路”印刷教
育与技能人才培养研讨会，共同探讨
新形势下印刷产业的开放、转型、融
合和创新发展，研讨加快“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印刷教育发展，促进印
刷教育水平的提高。

（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国际
交流处 国际教育中心 王丹）

第第4545届世赛印刷届世赛印刷
媒体项目哈萨克斯坦媒体项目哈萨克斯坦
选手来校培训选手来校培训

落实“职教 条” 职教新时代20 开启

校长陈斌向塔什干纺织与轻工业学院正式授牌校长陈斌向塔什干纺织与轻工业学院正式授牌，，成立成立““上海出版上海出版
印刷高等专科学校驻塔什干纺织与轻工业学院印刷高等专科学校驻塔什干纺织与轻工业学院‘‘毕昇工坊毕昇工坊’”’”

世赛银牌获得者世赛银牌获得者、、世赛申办大使张淑萍为来自世赛申办大使张淑萍为来自““一带一路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学生上课沿线国家的学生上课

法国国际音像学院合作办学项目授课现场法国国际音像学院合作办学项目授课现场

白俄罗斯国立技术大学与第白俄罗斯国立技术大学与第4545届世赛参赛选手张在杰同堂上课届世赛参赛选手张在杰同堂上课

三国师生同堂学习三国师生同堂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