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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海信集团陆续迎来一批
“新员工”，85名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信息学院学生分别进入青岛海信宽带
多媒体技术有限公司、海信视像股份
有限公司等企业顶岗实习，助力企业
复工复产、实现正常生产运转。

当前，统筹做好疫情防控与企业
复工复产工作至关重要，然而不少企
业面临用工荒问题。青岛市教育局日
前发出《关于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通
知》，提出发挥职业院校资源优势，
以实际行动支持企业复工复产。根据
海尔、海信等企业面临的用工不足问
题，青岛市教育局与有关职业院校逐
一对接和沟通，指导学校在学生自愿
的前提下，迅速组织动员符合条件的
学生赴企业顶岗实习。截至目前，青
岛市已有18所职业院校的2000多名

学生，在保障疫情防控、公共事业运
行、群众生活必需及其他涉及重要国
计民生企业、重大工程的岗位上顶岗
实习，支持当地企业复工复产。

海信集团是用工大户，受疫情影
响不少员工难以按时返岗，用工荒成
了阻碍复工复产的“拦路虎”。得知
校企合作企业复工遇到用工难题后，
青岛职院信息学院本着学生自愿、家
长知情同意的原则，迅速组织动员学
生返岗实习，同时选派6位教师指导
学生在海信集团实习援产。海信集团
相关公司为学生提供了崭新的被褥和
必备的生活用品，并严格执行错峰上
下班、分散就餐、每日消毒等防控措
施，确保安全生产。

自复工复产攻坚战打响至今，像
这样进企业当员工支援生产的学生，
青岛职院不止派出一批。该校海尔学
院通过班级QQ群、微信群等途径，

在学生中进行宣传发动，50多名学
生踊跃报名支援企业，服务海尔集
团、益和电气、中兴通讯等多个校企
合作企业；商学院主动与企业沟通用
工需求，引导学生通过“线上办公”
的方式助力企业复工复产，在得知

“国家级电子商务示范企业”青岛鼎
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复工急缺员工
后，组织 19 名专业对口、技能过
硬、能力突出的学生援助企业。

“刚开始我也有些害怕，但想到
能为战‘疫’出一份力，还能锻炼自
己的专业技能，我感到特别自豪。”
青岛平度市职教中心机电专业学生张
程说。从2月26日开始，平度市职
教中心170名学生在6位教师带领
下，走进海信集团生产一线车间顶
岗，进行为期2个月的助力企业复工
复产工作。此外，该校还组织发动
65位教师志愿者，分批加入到平度

市紧急转产医用护目镜、防护服的企
业生产中，检验、缝纫、包装……教
师们忙碌在生产医用品流水线上的不
同岗位，一切工作井然有序。

“职业院校必须明确界定恢复顶
岗实习的企业范围，严格报批程序，
坚持学生自愿和家长同意的原则，压
实企业安全防护措施，实行学生实习

‘零报告’‘日报告’制度等。”青岛
市教育局职教处处长李晓元告诉记
者，在倡导职业院校师生支持企业复
工复产的同时，教育行政部门严格落
实加强学生安全防护工作，相关学校
都安排专人，每天与实习学生联系，
了解学生实习和身体健康状况等。此
外，青岛市职业院校还积极开展线上
职业技能培训，通过“青岛教育e平
台”，面向社会免费开放150门职业
教育精品课程、100余门“一师一优
课”视频资源。

青岛职业院校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在战“疫”中提升专业技能
本报记者 孙军

我国是汽车消费大国，汽车的保
养和维修需求带来了巨大的汽车后市
场，然而市场急需的汽修人才供给现
状却十分尴尬：一方面汽修店盼着大
量的基础维修工尽快上岗，另一方面
众多“科班”出身的中职汽修专业毕
业生却很难通过用人单位的入职考
核。问题出在哪里？浙江申通时代汽
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技术总监江海荣
认为，除了学员自身的职业选择因素
外，从技能培养角度看，主要问题出
在“学”和“用”脱节上。

学用脱节问题如何破解？浙江省
杭州市交通职业高中近年来摸索出一
套全新的汽修人才培养系统——基于
整车的专业课程“理虚实学习平台”，
通过虚拟教学平台模拟整车学习场
景，学生实训全部在整车上进行，同
时开发企业学区课程让学生直接进入
企业客服环节，实现真实工作场景下
的检修操作。

“按照汽车维修本来的样子来组织
教学”——这句最简单不过的描述，
在教学中真正实施起来。

场景“真”
整车之上的教与学

杭州市交通职业高中的主干专业
“汽车运用与维修”，是首批国家级示
范专业、浙江省品牌专业。对传统汽
修专业教学的“痛点”，该校教师感触
颇深。

“过去，我们都是在台桌上告诉学
生这是什么零件、做什么用的，然后
让学生拆开看看再装上就教完了。但
在实际汽车维修时，学生面前是一部
整车，你让他找找制动器在哪个位
置、怎么拆下来，这和在台桌上看完
全不是一码事。”教师骆瑞说。骆瑞曾
代表学校多次参加全国教学比赛并斩
获大奖，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汽修专
业教师：既能教，也会修。

该校汽修实训教室取消了方方正
正的墙板隔断，一个开放空间里，两
部举升机上的大众帕萨特整车占据了
核心位置，旁边紧挨着课桌和显示
屏，每张课桌上放着一台电脑。乍一
看，实训教室和汽车4S店保养维修车
间差不多。

在一堂“汽车半轴的更换”课
上，16名高二学生在大屏幕上看完一
段介绍汽车半轴重要性的视频后，便
开始按照教师的提示步骤在各自的电
脑上操作。学生面前的显示屏上，汽
车半轴的理论讲解、实物图片、在整
车上的位置等都有三维图像显示，就
连拆卸半轴所用到的所有工具，在电
脑上都可以同步操作。

骆瑞说，学生在课前就已经在电
脑上熟悉了学习重点，先在电脑上用
鼠标使用工具把更换半轴的流程自己
走一遍，然后留下记录，教师在平台
上根据他们的虚拟操作情况，决定课
堂上整车操作的分组安排。表现突出
的两组学生，分别到整车底盘下操
作，其他两组则继续在电脑上学习。

两组上整车学习的学生，虽然经
过理论学习、虚拟学习，但在真实的
车辆上拆卸半轴并不轻松，不仅要找
到准确的位置，还要体验如何在真实
的汽车零配件之间运用正确的工具、
使用正确的操作技能，必须眼到、手

到，更要心到。
一个“真”字，让学习的真实过

程毫无保留地展示出来。学生掌握得
如何、学到什么程度，教师一看便
知。“按照这样的过程来安排教学，可
以照顾到每一个学生，真正做到精准
化教学。”该校校长金宏说，这样的模
式也倒逼教师不断学习，提升扎实的
教学基本功和职业素养，否则学生的
问题很可能让教师下不了台。

投入“真”
理论虚拟实训相结合

让教师基于整车现场教，让学生
在整车上基于实际维修场景学，绝不
是买几辆整车往教室一放这么简单。

教学实施在时间有限的课堂里展
开，但每一个学生的学习理解，却不
完全和教师的课堂教学同步。在台桌
上，学生分成小组在一堂课上完成零
部件拆卸分装非常轻松；但在整车
上，每个人的动手能力不同、完成任
务的进程不一，几乎不可能让每个学
生在一堂课上都直接上车操作。

然而，来自汽车销售企业和汽修
一线的调研表明，100%的工作任务
围绕汽车整车展开，且绝大多数工作
任务为各零部件或分总成的拆卸、装
配和调整，很少涉及零部件或分总成
的分解维修。同时，汽车保养与维修
类的工作任务中，50%以上的工作任
务和汽车底盘相关，很多工作任务直
接或间接涉及底盘各总成件的拆卸与
安装。不上整车不行，直接上条件不
允许，怎么办？

该校通过教学项目开发、企业调
研，系统梳理了“汽车底盘构造与拆
装”常见工作任务，积累了真实、有
效、具备教学实现条件的一批教学项
目；通过数字化资源基地学校建设，
形成了完善、系统、优质的数字化资
源，并建设了大数据分析与处理环境
下的理虚实一体网络学习平台，使翻
转课堂成为教学常态；通过基于网络
学习平台的“做中学”教材开发，探
索了基于数字资源和载体平台的学习
模式；通过“一校多企”合作，建设
了实训场所、实训设备、实训过程和
企业工作高度仿真的汽车底盘虚拟实
训室，解决了基于整车的专门化课程
实践教学瓶颈，让汽修专业基于整车
的专门化课程开设最终得以落地。

如今，该校学生只要在电脑上轻
点鼠标，就可进入汽修的虚拟情境，

“像玩游戏一样”开始学习。平台上不
断更新的影像教学资源，刷新着师生
们的教学体验。通过“理论—虚拟—
实训”结合，大大降低了整车学习损
耗成本，提升了教学效率，学生的学
习方式也在悄悄发生改变：只要想
学，随时随地。

对接“真”
校与企的无缝衔接

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的客观要
求，企业则是职业真正落地的土壤。
但企业运行和学校运行是两套系统，
如何有效协同为统一目标发力？该校
的做法是换位思考、真诚投入，真正
从企业角度规划学生学习流程。

在企业学区工位建设时，该校围
绕“一个理论教室、一块实训场地、
若干特色配置”，开展“1+1+X”标
准化建设。目前，该校已经在浙江申
通汽车有限公司、浙江申通时代汽车
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浙江瑞泰汽车有
限公司建成3个企业学区，每个企业
学区均标准设置一个可容纳20人左右
进行理论学习的教室，实训场地包括
一到两个专用实训工位，学生在企业
工学交替学习期间，该实训场地上的
实训工位优先满足学生学习需求。

根据教学需要及各企业特点，该
校建设了相关的特色配置。浙江申通
企业学区的教学项目以钣金油漆为
主，该学区配置了一系列钣金油漆项
目相关的实训设备及耗材；浙江申通
时代企业学区以精加工项目为主，该
学区配置了一个精加工实训室，实训
室可开展轮毂拉丝、大灯修复、智能
钥匙选配等汽修精加工项目；浙江瑞
泰企业学区以故障诊断及汽车总成拆
装为主，该学区配备了汽车故障诊断
设备和汽车总成拆装区。

企业学区群试点班级由一位行政
班主任管理，再由企业技术总监担任
企业班主任，分别在3个企业学区开
展教学。企业工位相对空闲时，学生
在工位进行顶岗练习；企业工位相对
忙碌时，学生在专业教师带领下，依
托信息化设备与手段，在理论教室进
行流程的重构与温习。这样既不给企
业增添额外成本和负担，还让学生通
过实习给企业提供了服务。

在一节通用品线班企业学区课堂
上，“杭州工匠”江海荣为学生演示：
打开汽车发动机舱的制动液油壶盖
时，要先将周围清洁干净，以免杂物
进入；在倒入时，为保持清洁，要将
抹布垫在油壶下方……他的一丝不苟
和干净利落，深深地吸引着学生们。
学生们在真实案例中真切地感受到，
课堂上学习可以反复，但在实际检修
中必须“零失误”“一次修好”。

其实，职业教育的课堂，应该就
是如此真实的“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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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永川区妇联联合永川区淘金职业技术学校举办“茶竹姐妹·巧手
课堂”直播，当地知名厨师蔡道奎演示了从拌料、烹饪，直至“重庆小面”
出锅的整个制作过程。观众可以通过微信、抖音等途径学习“重庆小面”制
作方法，丰富他们在疫情防控期间居家餐桌的美食内容。 陈仕川 摄

“重庆小面”网上学

业界脉动

“王院长，我的机器运转不起来
了，请您支援。”“我的生产线出了点
儿状况，能否派专家过来帮忙诊断一
下。”不久前的一天，广东省中山火
炬职业技术学院装备智造学院院长王
龙一直忙着接听企业朋友的电话，电
话那头的语气一个比一个急迫，王龙
隔着手机屏都能“闻”到那一股股火
急火燎的焦灼味道。而另一边是自己
学院的同事：“院长，派我去吧，我
熟悉这个工作。”“我这段时间没课，
我愿意去。”

这是王龙接到中山市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指挥部发来的《关于成立口罩
机设备安装调测技术专家组的函》，
并转发给院内各位教师后不到半个小
时出现的情景。半小时内，晏华成、
唐林新、李庆达、张亚民、丁立刚等
5位装备智造学院教师临“危”受
命，组成中山火炬职院专家小组，准
备前往对口企业开展口罩生产设备的
安装调测工作。

在专家小组成立的第二天，5位
教师就赶赴广东恒鑫智能装备股份有
限公司，参与多台HX107型口罩机
的装配与调试。几天后，他们又赶赴
中山市嘉信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协助调
试口罩生产线。

对于长期与自动化装置、设备打
交道和开展教学的职业院校教师而
言，他们对“模具”“生产”“设备”
等是再熟悉不过了，但走进口罩生产
企业车间、面对专门生产口罩的机器
设备还是第一次，他们在口罩生产技
术方面的“实战”经验几乎为零。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确实是一
头雾水，不知该从何处下手。”晏华
成说，“但我们都知道，早一分钟生
产合格的口罩，就能生产更多口罩让

前线的医护人员、防疫人员和普通市
民得到保护，我们必须想尽办法来解
决技术方面的难题。”

“上岗”第一天，他们的午饭、
晚饭只是随便应付了一下，就开始了
解口罩相关工艺流程和操作标准，并
结合自己所学专业知识和经验，反复
进行研究学习，一直忙到凌晨2点
多，各自回家休息5个小时后，就又
来到企业进行技术攻关。

“在技术攻关过程中，我们也在
不断学习和摸索。”唐林新博士说，

“因为口罩生产设备的零部件种类
多，生产的精准要求很高，但有的装
配图纸不是很详细，我们对口罩生产
的工艺流程也不熟悉，短时间内做好
调测会有一定难度。”于是，专家组
每天满脑子几乎都是设备的各种零部
件和装配图，恨不得24小时都留在
生产车间里，以尽快把生产线组装调
测好。

在接下来的一段日子里，专家组
每天奋战超过 12 个小时，面对型

号、规格不相同的设备，他们很多时
候就在没有图纸等相关资料的情况
下，对口罩生产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逐
一进行记录，并从设备的结构和设计
原理着手，查找相关技术资料、设备
参数，深入研究控制原理并多次和厂
家沟通，希望在更短的时间内找到问
题症结和解决办法，急中生“技”促
使设备高效运转，加快口罩生产、供
应和储备。

“设备是有了，但产能不高，当
时真着急。”王龙说，几位教师在生
产现场一直在调试，经过摸索和研
究，结合对不同型号口罩生产设备的
调试，详细了解了每一个生产难点，
并以口罩生产标准为基础和提高生产
效能为目标，制订了具体的解决方
案。针对口罩鼻梁条在生产过程中容
易打滑，导致长短有误差、定位不
准、容易移位等问题造成废品率增加
的问题，他们就在机器相关位置增加
一个压轮，提升鼻梁条长度稳定性，
同时改变鼻梁条剪短点到第一超声波

压轮的距离，确保鼻梁条在被剪短前
精准定位，同时也避免了鼻梁条在导
向套里出现堵塞情况；有的设备对口
罩折边处的调整效率很低，导致折边
形状不稳定，他们就重新设计折边零
件，将折边出口处的两个零配件改成
整体件，提高调试效率和质量；对于
机器中剪线剪刀在张合处容易出现机
械卡顿现象，他们提出改变剪刀零件
位置结构，增大剪刀受力端和轴承接
触面，增加剪刀气缸压力并及时更换
已磨损的剪刀片，使剪刀张合顺畅而
避免卡顿。

“好了，好了，我们的口罩生产
线能正常运作了。”经过专家组连续
5天的奋战，随着生产线上一个个浅
蓝色口罩的顺利生产，中山市嘉信医
疗器械有限公司的口罩生产车间里一
阵欢呼。车间里的一条口罩生产线已
调试完毕，进入验收阶段，这意味着
一大批符合标准的高质量口罩即将高
效产出，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抗疫前线
以及每一个需要的人手中。接下来，
专家组还要继续对设备进行检测和微
调，同时还要对工作人员进行指导和
培训，确保生产线正常运转。

“对于我们的专业教师而言，这
次经历不仅是高职院校技术力量支援
企业，更是他们将理论知识和工作经
验又一次落地转化为生产实践的宝贵
经历。”王龙说，“面对疫情，大家勇
于站出来，尽快进入角色连续奋战，
一起将有问题的机器调试好，帮助企
业扩大口罩产量，他们的那种满足感
让人难忘，这就是我们的精神和力
量。”

5位教师不惧疫情、不讲条件、
不怕艰难，将科研与生产、知识与应
用很好地交融在一起，正是以坚定的
信念和实际的行动，真正把“论文”
写在祖国需要的地方。

临“危”受命 急中生“技”
——中山火炬职院教师把“论文”写在抗疫物资生产第一线

通讯员 李衡

中山火炬职院教师李庆达（右二）、晏华成（左一）
在口罩生产企业组装调测生产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