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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工程学院

“霸蛮”精神培育善打
“硬仗”人才
当“霸蛮”的湖湘文化血气与时
代发展方向有机结合，迅即转化为湖
南工程学院敢打硬仗、善打硬仗的实
践品性及卓越的育人品质，而学校万
千学子和校友所展现出的担当精神，
更为“撸起袖子加油干”的时代精神
树起鲜活范例，给人深刻启迪。

应用人才
卓越品质
作为首批“卓越计划”实施高
校，湖南工程学院十年磨一剑，紧紧
围绕“应用型人才培养”办学定位，
不断提升学生的工程意识、工程实践
能力及工程素质，在成就卓越人才的
同时，彰显出学校卓越的治学能力。
学校高度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
体性、协同性，全面修订了人才培养
方案，对接国际工程教育认证标准，
整合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高度注重
教师的“第一资源”作用，按学历与
专业实践经历并重、专职与兼职并
存、教学与科研并立的原则，建立了

一支具有工程经历和行业背景的高素
质师资队伍；高度注重“实践育
人”，与近 300 家大中型企业携手构建
了“长三角”“珠三角”“长株潭”三
大校企联合培养基地群、两个国家级
别工程实践教育中心、1 个国家级别
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的基础上，
特别构建了以项目制、轮岗制、双导
师制、准员工化为内涵特征的“入企
学习模式”，全面激活学生的“应用
质能”。
“卓越计划”实施以来，其人才
培养质量受到用人单位的高度赞誉，
满意率超 95%；学生获批省级以上科
创项目近 200 项，在省级以上大学生
科创竞赛中获奖 300 余项。
与此同时，学校的“卓越计划”
教改成果入选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教改
优秀案例；两项实施成果获湖南省高
等学校教学成果奖，其中“理念引
领，模式创新，机制保障——地方院
校应用型卓越工程师培养的探索与实
践”获一等奖；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等 5 个试点专业获批国家级别、
省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专业。

先锋人才
敢闯会创
“创新创业为高校的应用型人才
培养设下的应用式问题，是一场令人
期待的教育应用。”湖南工程学院校
长易兵教授如是说。
为了更好地培养敢闯会创的先锋
型应用人才，学校特别设立了创新创
业学院，对人才培养、课程和教材建
设、学科竞赛、实践平台建设、项目
孵化、文化建设等进行顶层设计与归
口管理，切实将创新创业教育贯穿人
才培养全过程。
实践布局上，学校系统构建了以
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基地为主体、各
二级学院专业类“双创”教育中心和
基地为两翼的“一体两翼”创新创业
孵化基地发展格局，不仅为大学生创
新、创意、创造、创业提供了坚实的
基础，更有力地促进了校企合作、实
践育人。
现如今，学校的“‘双创’孵化

基地”不仅成功立项湖南省“双创”
示范基地、省教育部门大学生创新创
业孵化示范基地、省科技部门大学生
科技创新创业能力培养基地，还同步
建有部省共建大学生创新教育智创实
验室和湖南工程学院创客空间；23 个
省级“双创”平台，覆盖 11 个教学单
位；与湘电集团等数十家大中型企业
合作建设的 25 个国家级别、省部级实
践教育平台、教学实践基地，不仅实
现课内与课外、科学与人文、教学与
实践有机结合，更有力有效激发学生
创新精神和创业潜能，培养学生创造
思维和创业意识。
此外，学校积极组织学生参加
“青年红色筑梦之旅”“创业服务三湘
行”等大型社会实践活动，鼓励学生
成立创新创业社团，举办创新创业大
讲堂等，校园内的“双创”氛围活泼
热烈。
2016—2019 年，全校本科生获批
国 家 级 别 立 项 48 项 ， 省 级 立 项 155
项，推荐湖南省大学生科技创新创业
菁英培育计划项目 6 项；学生获各类
学 科 竞 赛 、 创 新 创 业 竞 赛 、“ 挑 战

杯”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等国家级
别奖励 171 项、省部级奖项 647 项；并
涌现出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大奖专
业户”宋永攀、设计艺术学院“举起
镜头 记录青春”的毕业季策划团队
辛巴影像屋、机械工程学院“让视频
转着看”的哦买嘎科技刘川枫团队、
受投资机构青睐的管理学院“轻享校
园团”等众多创新创业典型。

杰出人才
时代担当
“校友，是一所学校的宝贵财
富，不仅展现了学校的人才培养质
量，为学校带来了集体荣誉感，更为
在校学生树立起一个个有影响力、有
生命力的学习标杆。”湖南工程学院
党委书记陈岳堂认为。
为了营造学先进、赶先进、当先
进的校园风尚，湖南工程学院高度重
视校友文化建设，积极宣扬先进典
型，引导学生从杰出校友身上汲取成
长正能量。

细数湖南工程学院的杰出校友，
既有以全国道德模范文花枝为代表的
“道德风尚典范”，也有以北京邮电大
学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院长邓中亮为
代表的学术界典范；既有以全国劳动
模范黄国诚、格力电器集团执行总裁
黄辉、湖南机油泵公司董事长许仲秋
为代表的企业界典范，也有以浙江泰
荣针纺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刘训林、
深圳市珑熙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德
林为代表的商业界精英。
此外，湖南工程学院的杰出校友
中，还有广东省相关领导、株洲市相
关领导、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
年阅兵式第一排接受检阅的邢承勇
等，以及千里援疆的李祖林、扎根边
疆的谢薪云等援疆学子。
这些活跃在各行各业的杰出校友
和更多在各自岗位上默默奉献、默默
发光的湖南工程学院校友一起，生动
地诠释了湖南工程学院“霸蛮”的担
当精神与“勤学、务实、圆融、卓
越”的育人品质，共同成为源于地域
又超越地域的时代担当。
（吴朝建 刘盈盈 李芳郴）

以实绩践行使命担当
——聚焦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优秀毕业生的创业故事
范敬程，钛度家居公司创始
人，2016 年 6 月毕业于江苏财经
职业技术学院电子信息工程专
业。在校期间，大胆进行自主创
业尝试，开设了江苏财经职业技
术学院首家快递收发点。2015
年在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大学
生创业中心成立华夏旅行社，主
要承接财院师生班级旅游、游
学、团建等项目；同年建立财院
首家“干洗吧”，为师生提供干
洗服务。在校期间，多次荣获奖
学金、翔宇立志奖学金、优秀创
业大学生等奖项。
毕业后在上海打拼的范敬
程，偶然发现家居用品需要维修
更换、用户却找不到专业技术人
员提供服务这一商机，于是到一
家家居品牌公司从事售后服务工
作。两年多的从业经历让他成为
业内精英。不仅如此，他还清醒
地意识到：国内蓝领技工越来越
稀缺，未来谁能有序、有组织掌
握蓝领工人群体，谁就能够占据
家居家装服务市场一席之地。

校园中完成初创
2017 年初，为积极响应“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的号召，更好地领导
和扶持好学生的创新创业工作，江苏
财经职业技术学院成立了创新创业学
院，并建立起针对学生的创业孵化基
地。基地欢迎在校生或毕业 5 年以内
的毕业生前来创业，并提供优越的创
业孵化条件。这对范敬程来说真是个
天大的好消息，他很快就向母校递交
了申请，作为首批入驻企业进入创业
孵化基地，
“钛度家居”由此诞生了。
范敬程把目光投向未来家居后市
场的安装和维修方向：为家庭提供家
居建材与家具的安装、维修服务。依
托母校提供的优越办公环境和各项扶
持政策，很多学弟学妹加入到了“钛
度大家庭”中来，成为了公司发展的
“原始股”。
2019 年 7 月 ， 公 司 正 式 上 线 运
营，范敬程每天考虑的事情是如何让
钛度家居的服务在目前竞争还不算太

激烈的市场中，快速脱颖而出，抢占
市场制高点。通过大家的不懈努力，
短短两个月时间，钛度家居实现合作
厂商达 200 多家，其中不乏绿地、万
科、碧桂园等业内翘楚，在全国覆盖
100 个城市，技工达到 2000 余人，日
均订单量由初始的 10 单增长至 300 多
单，越来越多的学弟学妹也加入了
“钛度大家庭”
，公司逐渐站稳了脚跟。

困境中成功突围
经过几个月的运营，在取得一定
业绩的同时，钛度家居公司的问题也
逐渐暴露了出来。此时，他们充分利
用身处母校创业基地的优势，在江苏
财经职业技术学院创新创业学院教师
的精心指导下，通过头脑风暴会议等
方式，发挥每个人的思维优势，提出
各自的设想和方案，最终找到突破困
境的办法——在保持为 B 端商家提供
服务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互联网思
维，积极开拓 C 端客户群，业务直接
对接各大电商平台的卖家，为广大电

科技铸精英

商做末端服务。这样做能帮助商家很
好地解决两大难题：订单低频和订单
不规律。让自己在与商家的合作中变
得更加“不可或缺”，彻底摆脱困局，
实现成功突围。
说干就干，钛度团队积极沟通各
平台的家居品类电商卖家，从 5000 多
个电话营销中获得了 300 家家居旗舰
店的长期战略合作合同。其结果是每
月增加订单 6000 多单，技工需求数量
更是猛增至 1.6 万余人。同时，线下商
超、直营店等 B 端商家直营订单量也
呈现出上涨趋势，先后同华为、安
踏、乔丹等品牌的门店货柜供应商签
约成功，公司业务增长进入了“双
核”模式。

奋斗中做大做强
2019 年的“双十一”，对创立不
久的钛度公司来说无疑是一次大考。
进入 10 月，他们就成功对接各大电商
平台，做到提前布点，招募技工并做
好业务培训，能够做到将电商平台的

订单就近派给技工师傅来进行处理。
公司要求技工师傅必须在 48 小时内与
消费者预约安装时间，钛度公司要对
服务质量实行全程监控。通过精心准
备加上努力拼搏，钛度人在“双十
一”期间完成订单量达到 5 万多单，
优质的服务让他们赢得了业绩和口碑
的“双丰收”。
2019 年 公 司 营 业 额 达 到 1500 万
元，单日订单峰值达到 8000，累计服
务用户超 50 万。同时，钛度家居旗下
拥有专业技工逾 2 万人，外围师傅多
达 5 万余人。核心技工每天有 3—5 单
可接，确保其月收入不低于 1 万元，
带动就业的作用十分明显。截至目
前，钛度公司服务覆盖全国 302 个城
市、1627 个区县，签约商家超过 800
家。设置了一二线城市合伙单位 23 个。
范敬程表示，未来，钛度公司将
加强“社区 O2O”模式建设，完成城
市服务商布局，完善县及乡镇区域服
务，实现一小时响应到户服务、最后
50 米社区全方位服务。范敬程希望通
过钛度人的不懈努力，把钛度的企业
标准做成家居服务的行业标准，把钛

度公司早日做成家居后市场服务的标
杆式企业。
钛度公司的发展壮大离不开江苏
财经职业技术学院的扶持和帮助。江
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在国家“双创”
思想指导下，把培养具有创新意识和
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作为自己的人
才培养目标。为此，早在 2017 年，江
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就与淮安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合作成立了“淮
安创业大学”，极大地推动了学校创新
创业工作的开展。江苏财经职业技术
学院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工作方
法，在做好创新理论、思维的学习和
培养基础上，对学生的创业实践提供
了全力支持，范敬程的钛度公司正是
学校创新创业工作的一个成功案例。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
园”，在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广大师
生的共同努力下，定将有越来越多的
学生和项目在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这块“营养基地”生根发芽，盛开出
更多、更艳的“创业之花”，以实绩践
行使命担当。
（高建军 邹 瑄 孟文玉）

启航飞天梦

——大连市金州高级中学“科技教育”掠影
“培养什么人，是教育的首要问题。”大连市金州高级
中学 （以下简称“金州高中”） 的“科技教育”及以此为
引领构建的特色教育体系框架，对“培养什么人”给出了
优秀的答案。这所有着 74 年建校史的全国航天特色学校，
在新的时期新的教育精神指导下，探索出了以“科技教
育”为核心特色的教育理念和方法，走出了自己的特色办
学之路，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精英教育”模式
培养时代英才
被誉为“总统的摇篮”的美国耶
鲁大学的校长被问及应如何培养精英
人物时提到，真正的精英人才应具有
社会责任意识、人文精神、科学素
质。金州高中秉持“文化立校，科学
育人”的教育理念，以国家课程和校
本课程为两翼，全力打造“科技教
育”特色。国家课程和校本课程构建

成“金字塔”型的课程结构，构成了
独特的“精英教育”模式。
国家课程是由国家有关部门制定
和颁布的，是国家基础教育课程计划
框架中的主体部分，也是衡量国家基
础教育质量的重要标志。国家课程对
于人才培养的质量和规格具有决定性
作用。国家课程保证所有学生“享受
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其连续性和连
贯性、强制性和统一性，有利于学生
获得知识、发展智力，更有利于学生
在学段之间顺利过渡，并为其终身学
习打好基础。金州高中将国家课程作
为科技教育的主渠道，力求形成多层

次、多规格、多形式的基础课程，在
各个层次的教学中，尽量多角度、全
方位把握学科课程的主线，努力挖掘
学科的科技特色，探索不同阶段课程
的教学内容、形式、特点、要求、规
律和实施途径，不断提高课堂教学质
量，有效实施“科技教育”。
金州高中的校本课程是学校自己
开发的课程，是在实施好国家课程的
前提下，开发的适合本校实际、具有
学校自身特点的课程。金州高中的校
本课程既有“文化与生活”
“科学与技
术”
“社会与人生”
“体育与健康”
“艺
术与审美”五大系列教材，也有“机
器人工坊 ”“ 能源研究与材料化学 ”
“航天科普体验”等 12 个科技创新实
验室，还有尖端的航天特色课程和综
合实践活动，体系完整、内容丰富，
将社会责任教育、人文教育、法制教
育等代表高素质“精英教育”的内容
融入了科学素质教育之中，让学生学
会学习、学会做事、学会共处、学会
生存。
在众多高中学校还在追求将国家
课程上好的大环境下，金州高中将丰
富的校本课程开展起来，迈出了培养

新时代精英人才的坚实脚步。我们普
遍认为“精英教育在大学”
，而金州高
中的教育模式，让我们看到“精英教
育”在高中开展的范例。

科技贯穿教育
培养科学精神
作为一所全国航天特色高中，大
连市金州高级中学的“科技教育”在
教育教学过程中，既是经也是纬。学
校为学生编制了一张科技之网，让学
生时刻熏陶在科技的氛围中，耳濡目
染，提高素养，逐渐形成科学精神。
在金州高中，高一到高三的所有
课程都融入了科技元素，这尤其体现
在校本课程中。五大系列校本课程是
学校结合实际需求，面向高一、高二
全体学生开设的，每学期开设 8 门课
程，每门课程开设 8 个学时，具有非
常强的连续性。而在每个年级，学生
对加入创新实验室享有同等的权利。
在创新实验室的选择上，无关年级、
无关成绩，只重兴趣和能力。

学生进入校门仿佛踏入了科技
园，可以学习、可以探索、可以创
新。青春期的少男少女不是为了升学
埋头苦干的苦行僧，而是以积极快乐
的心态参与到自己喜欢的课程和活动
中的弄潮儿，把学习知识之外的兴趣
与精力，用在塑造自我、探究未知、
改造世界上。在“科技教育”的潮流
中冲浪的学生们，成果也是丰硕的：
在高中生研究性学习成果评比活动
中，先后涌现出了 《城市再生水循环
系统的发展研究》《血型的鉴别实践研
究》《关于解决普通粉笔对教师及学生
危害的调查研究》《基因改造生物带给
人类的影响研究》 等多项优秀科技成
果，其中两项分获大连市一、二等
奖，70 余项获区一、二、三等奖。

特色素质教育
启航飞天梦想
金州高中是清华大学、北京航空
航天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南方科
技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等国内众多

“双一流”高校的优质生源基地，还是
国家“十五”“十二五”“十三五”教
育规划课题实验基地，以及 《意林》
青少年作家培养基地、中国中学生桥
牌学会会员单位、全国中学生经典阅
读行动书香校园，等等。这些荣誉都
是大连市金州高级中学以“科技教
育”为核心开展的综合素质教育的成
果。
在金州高中，无论是雄伟整洁的
教学楼，还是绿草茵茵的运动场，
到处都活跃着学子们矫健的身影，
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自信的笑容。
科 技 氛 围 的 熏 陶 、 学 校 的 培 养 、教
师的教诲，让每个高中的学生都像一
只雏鹰，有朝一日，羽翼丰满，一飞
冲天。
教育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性
不言而喻。教育是立国之本，是民族
兴旺的标记。大连市金州高级中学在
素质教育的路上已经走在了前面，
作出了表率和示范。相信随着时间的
推移，大连市金州高级中学一定能向
更高的目标挑战，带给我们更多的
惊喜。
（于炳春 刘卫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