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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业界 打造地方高校育人共同体
——常州工学院积极探索传统工科专业转型发展纪实

紧扣本土属性，抓住关
键要素实现产教融合

近年来，常州市紧紧围绕建设全
国一流智能制造名城、国内领先的产
城融合示范区，不断推动十大产业链
快速发展和传统产业优化升级，2018
年 全 市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GDP） 超 过
7000 亿元。为培养适应与引领常州经
济发展的工程技术人才，学校传统工
科专业结合地方产业开展转型升级探
索。

坚持走产教融合的道路，以要素
驱动，促进产教深度融合，即：厘清
专业布局，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融
合；框定培养规格，专业标准与职业
要求融合；整合教育资源，教学资源
与产业资源融合；拓展大学文化，校
园文化与企业文化融合；创新体制机
制，管理机制与企业市场融合。在人
才培养理念、人才培养体系、实践育
人体系、师资队伍、保障机制和评价
指标体系等 6 个方面实现转变，使各
个工科专业更好地服务地方、融入业
界，培养满足地方经济发展、产业转
型升级的高水平应用型人才。

实施六个转变，促使学
校人才培养充分融入业界

人才培养理念转变：对接市场需
求转为“四链对接”的人才培养理
念。根据地方产业对人才的知识、能
力和素质要求，反向设计人才培养过
程，实现专业链、课程链、产业链、
人才链四链对接，树立“以学生为中
心、成果导向、持续改进”教育理

念，实现标准转化和知识转化。为
此，学校根据产业结构进行专业布局
调整，停办建筑电气及其智能化等两
个传统工科专业，新申报人工智能、
飞行器制造工程等 6 个新工科专业，
使 23 个工科专业与航空装备、新能源
汽车及汽车核心零部件、新材料、新
一代信息技术等常州市重点发展的十
大产业链形成精准对接。

人才培养体系转变：知识与技能
驱动转为专业认证与产教融合双向驱
动的人才培养体系。所有专业都按照
专业认证的要求构建人才培养体系，
并与产教融合双向驱动实施，使培养
目标制定、培养方案编制、培养过程
实施、培养条件建设、培养成效评价
5 个方面既符合专业认证的要求，又
凸显产教融合特色。提出“9775”人
才培养方案制定模式，将立德树人、
产教融合的理念贯穿人才培养全过
程，实现三大改变，一是树立大实践
观、创新创业教育理念，二是实行校
内人才培养方案和校外协同式企业培
养方案为一体的产教融合型人才培养
方案，三是实施“9775”人才培养修
订模式，即 90%的教师参与、调研 7
家典型企业、调研 7 家同类高校、有 5
位校外企业专家参与。实施产教融合
六大培育工程，以地方、行业、园
区、企业和平台为产教融合的五大载
体，启动“产教融合示范专业、产教
融合型培养方案、产教融合型课程、
产教融合型教材、产教融合实验实践
基地、产教融合优秀教学团队”六大
培育工程；聚焦课堂革命，通过产业
教授进课堂、工匠大师上讲台、技术
精英带实习、“企航师”指导毕业设
计等方式，把企业生产实际问题引入
课堂，实现真题真做、真教真学，使
学生在学中做、做中学、学中思。

实践育人体系转变：课内实践育
人转为课内外“双阶梯式”实践育人
体系。课内实践按照认识事物的规律
和工程实际的开展，构建基础性、综

合性、工程性、创新性逐级递进的阶
梯式育人体系，产教深度融合实施教
学，如实习基地的共建共用、实践案
例与工程案例的共融共通、工程中心
的共研共享等。课外实践坚持以学生
为主体，由学工团委发起，学院组织
实施，依托各类社团分层次、多类
别、渐进式、个性化地培养学生的素
质和能力，校企联动培养学生的“三
商、五能、四学会”。

师资队伍转变：“双师型”转为
“三特型多元化”校企融合式师资队
伍。改变师资队伍建设往往重视教师
的教学科研水平提升、学历学位的提
高、职称的晋升和人才工程培育等现
状，构建“三特型多元化”的校企融
合式师资队伍。“三特型”即三能特
征 （学术能力、应用能力、创新能
力），双优特点 （优秀的职业形象、
优良的知识结构），一技特长 （某个
研究领域有特长）；“多元化”即队伍
中具备校代表、企航师、产业教授、
工匠大师、企业导师、行业兼职教师
等多类型师资，师资队伍呈现“多师
多能”结构。使队伍具有服务地方产
业、解决企业技术难题、助推产业转
型升级的能力。

保障机制转变：学校单向保障转
为产教双向保障机制助力专业转型升
级。主要从条件保障、机制保障和人

员保障为专业转型升级创造有利条
件。条件保障方面，与行业企业共建
实 验 室 、“ 三 合 一 ” 校 内 外 实 习 基
地、产业协同发展中心等，引企入
校，建设功能集约的校内生产型实习
基地、产教融合大楼、研习工厂等,校
企合作编写特色教材、共同开发实验
项目等；机制保障方面，建立协同保
障机制，校内各部门、各专业协同创
新，各专业与相关产业和企业协同合
作，实现工学结合、产教融合；人员
保障方面，多方式多途径聘任校外兼
职教师，多投入多路径培养多能型教
师。

评价指标体系转变：注重标准转
为注重“标准+产教融合”的七维评
价指标体系。结合专业建设，根据新
经济、新产业的特征要求，从培养方
案 （培养目标与规格、课程结构、学
时分配）、课程教学 （课程内容、教
学方法、课程考核）、专业教师 （参
与工程经历、了解技术发展、参与技
术 研 发）、 教 学 管 理 （符 合 质 量 标
准 、 体 现 持 续 改 进 、 体 现 工 程 实
际）、科学研究 （承担相关项目、参
与技术研发的成效、科研反哺教学成
效）、学生 （考核记录、教学记录、
毕业生跟踪反馈信息）、专业与产业
的关系 （稳定的合作关系、人员交流
机制、技术合作研发） 等七个方面构

建了较为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评价
指标不仅满足国家质量标准，同时将
产教融合的评价要求落实到各个环
节，使评价指标体现产教融合特色。

创新工作机制，通过服
务地方提升办学水平

五大发展理念推进传统工科专业
转型升级。直面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
势新挑战，充分发挥自身的传统、特
色和优势，以“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导，
积极探索转型发展的新路径。坚持创
新发展理念，以培养适应区域经济
社 会 发 展 需 要 的 应 用 型 人 才 为 目
标，架构满足学生成长、社会需求
的人才培养体系；坚持协调发展理
念，使专业设置和专业教学适应产业
发展趋势，形成专业链对接产业链的
发展新格局；坚持绿色发展理念，通
过深化内部管理改革、营造校园文化
等推动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质量的螺
旋式提升，实现健康、和谐、可持续
发展；坚持开放发展理念，与企业、
地方建立基于深度合作的同盟关系，
引入国际理念与资源，推动跨国协
作，提升专业发展潜力；坚持共享发
展理念，将“成功”理念覆盖到人才
培养的每一个环节，实现专业创新发
展。

“一院一镇”协同育人模式。六
个工科学院与常州市区 （包括常州高
新区） 及其他地区乡镇、企事业单位
积极开展了深度产学研合作，广泛吸
收地方和企业技术与管理人员助力学
校人才培养。通过一个学院对接一个
以上乡镇模式，一方面引企入教，搭
建产教协同育人的立交桥，另一方面
将每个学院对接的乡镇打造成学生实
习实训的“后花园”，为实现“毕业

设计 （论文） —企业实践—科技创新
—创业就业”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
提供强力支撑。“一院一镇”协同育
人模式受到常州市政府部门的肯定和
重视，作为产教融合的“常工院样
本”编入常州市 《决策参考》，市领
导做出批示，号召全市借鉴学习。

五个一体化建设使专业全面服务
地方、人才培养全程融入业界。人才
培育方案制定一体化、教学管理与质
量监控一体化、人才培养过程一体
化、师资队伍建设一体化、教学资源
建设一体化的五个一体化建设，形成
校企深度融合的“一体化双主体”人
才培养机制，使核心企业在错位发展
中得到了学校“人才、科技”的大力
支撑，使各工科专业在履行职能上实
现“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
务”深度融入产业界，真正使校企在
运作管理上实现“目标、责任、权
利”的一体化。

经过几年的改革与发展，学校已
成为国家“十三五”产教融合发展工
程首批立项建设高校、全国卓越工程
师教育校企联盟常务理事单位、教育
部门“数据中国百校工程”培育院
校、教育部门“卓越计划”试点高
校、教育部门综合改革试点高校，现
有工科专业中，拥有国家级别特色专
业建设点 1 个、教育部门综合改革试
点专业 1 个、教育部门“卓越计划”
试点专业 5 个、国家级别大学生校外
实践教育基地 1 个、江苏省品牌专业 3
个、江苏省一流专业 10 个、江苏省重
点专业 （类） 5 个 （含 9 个专业）、江
苏省特色专业 4 个、江苏省实验教学
和实践教育示范中心 9 个。各工科专
业与地方产业已形成深度融合、良性
互动的发展格局，日前，中国高等教
育博览会“校企合作 双百计划”典
型案例展示名单中，学校 《“多层
次、多形式、多领域”校企合作新模
式》 等两项产教融合案例成功入选。

（常州工学院 汤正华 张 兵）

常州工学院是一所地处国家历史文化
名城常州、省市共建的应用型地方工科院
校，自2000年升本以来，始终坚持面向
基层、服务地方的办学定位，在服务地
方、产教融合等方面积极探索，创出了一
条具有常工特色的发展新路。

“练评讲”教改激发师生成长内驱力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映月中学15年磨一剑，“练评讲”教改助力多校优质发展

“‘练评讲’教改前，少数学生体育课上怕苦怕累，没跑几圈就坐在地上
不愿动；教改后，老师讲得更少更精练，学生练得更多更有劲儿，学生互帮
互助，奋力争先。”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映月中学副校长肖伟举例说，原来
部分学生摆臂姿势不标准，教师难以一一纠正。如今各小组水平较高的
助教成为一对一的私教，帮助小组成员矫正提升。

“让学生走在教师前面，做最好的自己；让教师走在校长的前面，做
教育的先锋；让家长走进行动中的课堂，跟上教育发展的脚步。”自2005
年“练评讲”教改倡导者龙海平在南海区石肯中学、桂江一中、映月中
学推行教改以来，让地处农村、城区、城乡接合部的三类学校，迅速蝶
变成新优质学校。15 年磨一剑，如今“练评讲”教改星火已在广东、海
南、四川、贵州等15个省份呈燎原之势，惠及师生20多万人次。

重点突破让薄弱学校从恶
性循环中解围

带着破解困局的使命，2005 年石肯中学迎
来新一届领导班子。时任校长龙海平带队调研
发现，作为薄弱农村初中，学校难以走出重输
入轻输出的惯性发展路径，处于教学成绩常年
倒数、生源质量日渐下滑的恶性循环中。

学校如何在顺国家政策的“天时”，趋南
海教改高地的“地利”，谋全校上下齐心的

“人和”的基础上，重塑因材施教、知行合一
的教学模式，从困境中突围呢？

作为从教多年的教育工作者，龙海平深感
引导学生将知识内化为动手能力是“老大难”
问题。他决定聚焦主要矛盾，深调研、大讨
论、访名家，探求改革路径千百度。长期酝酿
后，自小习武的龙海平灵光一闪：素质教育和
中华武术一脉相通，都不是纸上谈兵，注重在
实操中强化学习者的能力素养。

柳暗花明又一村。多年习武实践如何为教
改提供借鉴？龙海平研究发现，部分师傅以教
为中心，不明学情就做示范，滔滔不绝地讲，

效果一般。而高明的师傅则以学为中心，先让
徒弟练习，再根据学情量身定制教学方案，使
徒弟快速成长。

“练评讲”教改“四梁八柱”逐渐清晰。
改革如弈讲技法，要尊重发展的阶段性，循序
渐进，“要让学生走在教师前面，用练习激发
他们的学习内力觉醒，实现知识输入到能力输
出的转换，逐渐学会自我学习、发展”。

“练评讲”教改注重抓主要矛盾，解决了
主要矛盾，次要矛盾就迎刃而解了。当时石肯
中学的主要矛盾就是教学相对低效，急需胜仗
提升士气。谋定而后动，学校对症下药，推动
以学为中心、以练为先导的“练评讲”教改。

“练评讲”教改强调练习，但与“题海战
术”完全不同。当时，石肯中学所有初三教师
都深入研究学情、教材，制定、精选、串联所
有重难点的高质量题目，学生在高效率训练中
查漏补缺。不到一学期，学校初三学生期末考
试、中考成绩跃升至全街道前列。

着此一子，满盘皆活，杂音尽消。学校声
誉日隆，生源向好。桂城街道相关领导加大支
持力度，助力学校跨入良性发展快车道。由
此，“练评讲”教改之路越走越宽，在石肯中
学萌芽吐绿、在桂江一中拔节生长、在映月中
学枝繁叶茂。

“关键少数”引领教师共画
教改同心圆

“练评讲”教改需要因校制宜，而这需要
熟知校情的关键少数作为旗手打好第一枪，带
动全体教师共画教改同心圆。映月中学党支部
副书记、数学学科带头人郭润萍敢于先行先
试，非常认同“练评讲”教改，学校选她作为
开路先锋。仅用一学期，郭润萍就带领数学科
组从全街道中等冲进前列，打赢了“练评讲”
教改示范战。

一炮打响，全校振奋。学校总结试点成功
经验，为“练评讲”教改旗手明确了主攻方向：成
为所在科目教改路径探索者、以生为主课堂的
组织保障者、激励学生小组共进的评价者。

教师有没有动起来，是“练评讲”教改成
败的关键。为破解改革动力层层递减的“阿喀
琉斯之踵”困境，校长要身先示范，建立学科
组、备课组捆绑评价的教研机制，引导教师做

“练评讲”教改“合伙人”，不做机械执行者。
映月中学英语教师杨志的课堂过去常常上

演“独角戏”，如今她通过翻转课堂引导学生
课前预习、练习，备足“粮草弹药”，在课上
打起小组擂台赛。

“练评讲”教改注重激发学校学科带头人
直面痛点、乘胜追击。齐读课文等传统教法，
学生厌倦，教师难辨学情。问题是什么？为什
么？如何通过“练评讲”教改去解决？杨志带
领英语全科组教师，用教科研“利器”破解教
学难题，探索出小组内赛读、小组间赛读、小组
间挑错、教师就共性问题点评的创新模式。教
师们摸索出初中英语不同课型的“练评讲”教改
实施路径，连续 3 年拿到区级以上科研奖项。

以生为主的课堂组织形式易出现“一抓就
死、一放就乱”的问题，怎样破解呢？“练评讲”
教改探索出了“熟知学情、聚焦难点、做好导演、
动态放权”的行动路径。郭润萍强调说，教师要
胸有一盘棋，根据学生自主管理能力的变化动
态调整放权力度，收得住、放得下。

“跑 400 米时，小组第一名和最后一名达
标时间如相差 5 秒以内，整组就可以少跑，否则
就得多跑。”体育课上，教师肖伟善用评价“指挥
棒”，引导学生强化团队合作，超越自我。

“练评讲”教改充分发挥先锋教师的
引领作用，打赢科组优质发展攻坚战。教
师罗静荷临近退休，杨志向她传授教学绝
招。全科组齐心协力，近几年学校英语中
考排名从末位升至前列。

映月中学各科组教师变单兵作战为集
体攻关，音乐等科组“平地起高楼”，学
校多数科组在全街道数一数二。“练评
讲”教改更让 3 所学校很多教师化茧成
蝶。朱红妹、崔伟德、吴奶珠、何咏天等
一批青年教师坐上“直升机”，从新兵变
为当地语文、体育、生物、历史等学科骨
干教师。

学生在适才扬性中全面发展

《中国石拱桥》 语文课成为映月中学初二
（4） 班学生的赛场。各小组充分运用所学，力
争首个在课文中找全 7 种说明方法所对应的语
句。下定义说明方法作为难点，学生具鑫慧首
个突破，为小组夺得冠军立了大功。

在有趣好玩的参与状态中，学生从“要我
学”变为“我要学”，他们主动求知，运用所
知所学破解问题、提升能力。“学生们各有所
长，学校要为他们提供适合的教育，适才扬
性”。“练评讲”教改鼓励教师运用面向人人的
教育理念，让每个孩子都成为更好的自己。

映月中学每个班都分成 7 个助教小组，每
个小组都通过自愿申报、竞选，选出一名助
教、若干名学科助教。学生人人都有助教岗
位，这给天资聪慧的拔尖学生创造了“天高任
鸟飞”的广阔天地。学校学生赵嘉颖作为助教
上课时，胸有成竹地讲述重难点，让外校参观
的教师错以为是新进教师。

原来学生陆叶的数学成绩老在及格线徘

徊。胡幸妍等小组成员为她把脉开方、精准帮
扶，陆叶很快达到特优。映月中学教师专挑小
组内成绩不太好的学生提问，将其表现作为小

组考核的关键指标，促使助教小组成为互帮互
助、共建共享的学习共同体。

“练评讲”教改注重五育并举。“练评讲”
教改助力学校在升学等方面成为区域教育“领
头羊”后，就转型升级，更着力推动助教模式
在“课堂内外都开花”，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映月中学的社团活动基本上都是学生助教“挑
大梁”。寒暑假，学生根据兴趣爱好组成各种
社会实践小组。

“练评讲”教改更坚持德育为先，孕育出
“分组助教管理”德育模式。映月中学学生助

教成为班会导演和主演，从主题设计到具体操
作都丰富多彩。

通过不断探索、提升，“练评讲”教改愈
加完善。映月中学连续 3 年参加南海区教学绿
色评价，学生各项测评指标均位居全区前列，
更吸引了广东省内外 4 万多人次的学校管理
者、专家慕名前来取经。学校毫无保留地分享
经验、辨证开方。

“一起来更精彩。”跨区域教育研究联盟成
立后，“练评讲”教改带动 92 所学校共奔优质
路，助推区域教育打赢脱贫攻坚战，美美与
共。目前，“练评讲”教改已在福建、湖南、
江西等地生根开花，帮助更多学校打赢优质发
展攻坚战。

（佛山市南海区映月中学校长 龙海平）

映月中学学生助教小组互帮互助映月中学学生助教小组互帮互助，，共共
奔全面发展路奔全面发展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