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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队伍的素质是决定校企合
作、人才培养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
因素之一，“双师型”教师培训和发
展，也成为职业院校教师队伍建设
的特色和重点。河南工学院多年来
始终高度重视校企合作，积极为广
大师生搭建科研平台，培养了诸多
生产、建设、管理、服务一线的专
门人才。

校企合作模式的引
入与深化

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
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
系，加强高校与企业之间的联系与
合作，将产业、教学、科研融合，
是高职教育与普通院校共同面临的
新课题。高职教育的培养目标与普
通高校有所不同，以培养高素质高
技能应用型的专门人才为主。因
此，河南工学院很早就引入了校企
合作的模式，要求在各项相关专业
课程的培养中，适当融入企业参
与、实际操作的实践过程，在企
业、高等职业院校和科研院所之间
的合作实践中加强学生的角色体

验、过程体验和环境体验。2016
年，河南省教育部门出台了 《关于
遴选首批河南省中等职业学校“双
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工作的通
知》，河南工学院顺利入选首批认定
10 个单位 （学校） 为河南省中等职
业学校“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
地名单。2017 年，河南工学院与北
京云泰数通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联
合举办“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工
作——信息技术类计算机应用专
业，首批参加培训203人；2018年河
南工学院再次与北京云泰数通互联
网科技有限公司联合申报计算机应
用专业培训，并与苏州一甲文化艺
术有限公司联合申报增加文化艺术
类美术绘画及工艺美术专业。在校
企合作的教学实践模式下，河南工
学院不断建设特色专业，优化专业
结构，根据专业人员培养目标，以
服务发展为宗旨，以促进就业为导
向，在具有就业内容的教学需求和
职业资格标准的基础上，选择市场
导向性强的企业项目作为实训内
容，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是河南工
学院办出专业水平和特色的重要措
施。

“双师型”教师培
养与校企合作的结合

“双师型”教师是高职教育教师
队伍建设的特色和重点，河南工学
院领导十分重视“双师型”教师队
伍的建设工作，教务处及各二级学
院 （部） 对建设具有双职称、双素
质教师队伍的工作进行了周密安排
和积极准备。将“双师型”教师培
养与校企合作相结合，使教师既成
为知识的传播者，又成为实践技能
的示范者，是当下高职院校培养应
用型人才的关键所在。以“双师
型”教师培养培训工作建设为抓
手，河南工学院推进职业教育改革
暨产教融合工作的顺利展开。通过
参加试点专业师资培训、举办省级
师资培训班和组织学生培训与考试
的工作，河南工学院与北京新奥时
代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北京机床研
究所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新松机器
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等多家著名
企业开展了深度合作，并签订了相
关协议。在推进“双师型”教师培
养培训工作、有效促进“三教”改

革和产教融合，以及师资培训、学
生学习和实践等多方面进行了多领
域、多角度的探索与合作。这些探
索与合作是河南工学院主动适应我
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主动融入产业
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发展进行的有
益尝试。在“双师型”教师培养的
示范引领作用下，校企合作与教师
培养工作得以在现代信息技术与教
育教学的深度融合中不断创新。河
南工学院长期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不断推动实践性教学在教学中的运
用，持续推进“双师型”教师培养
与课程教学改革，既在完善过程评
价制度、持续推进课程改革创新方
面进行了颇有成效的探索，又有效
增强了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全面
提高了学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和创新驱动发展能力。河南工学院
始终继续坚持试点引领、示范推
动，实施一流课程建设计划，着力
打造更多具有高阶性、创新性和挑
战度的“双师型”教师团队与培养
课程，提升课程的高阶性、创新性
和挑战度，加大一流课程培育建设
力度，全面提升课程建设水平和人
才培养质量，同时将办学思路真正

转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上来，
转到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上来。

创新应用型技术技
能型人才培养模式

高等职业教育担负着为区域经
济、社会发展培养高技能人才的重要
使命，人才培养质量的高低不仅关系
到学校的发展，而且也关系到国家建
设的全局。加强和改进高职院校思想
政治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
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
心力。河南工学院“双师型”教师队
伍的建设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全面贯
彻落实全国全省教育大会精神，注重
内涵建设，把高质量发展作为主题，
把担当作为、狠抓落实作为主调，通
过教师与教学环节统筹发挥好学校和
企业、人才培养与市场就业的作用，
不仅可以在教师与学生之间形成牢固
的专业与情感纽带，丰富当前教学内
容，加强高职教师及学生的思想教
育，还有利于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建设，创新应用型技能型人才培养模
式。另一方面，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
工作也是我国高校的优良传统、鲜明

特色和突出政治优势，是一切教学工
作的生命线。自今年7月河南汛灾发
生以来，在抗汛救灾的社会实践中，
河南工学院师生与河南当地企业通力
协作，广大教师不仅引领学生积极自
救，还第一时间投身到全省抗击灾情
的战斗中，自发捐赠了各种防汛救灾
物资储备。这样的社会实践活动不仅
充分体现了河南工学院师生回馈社会
的深厚情谊和博大胸怀，加强了河南
工学院与相关行业协会及企业的交流
和联系，也在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面
向上增强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和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为加快培养高素质技
能型人才进行了一次有意义的实践。

河南工学院不仅重视专业教学
的问题，还坚持贯彻党的领导思
想，转变发展理念，增强奋斗信
念，强化评价引导，积极推进高校
师生的思政建设，提升课程育人成
效和教学质量。将创新应用型人才
培养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结合起
来，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举
措。今后，河南工学院将继续提升课
程育人成效和教学质量，推动高职院
校转型发展，着力培养专业过硬、思
想积极、全面发展、为人民服务、为
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的创新应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全面
落实“十四五”规划，加快合格本科
院校建设步伐，提升服务区域经济社
会发展能力。

（董春华）

河南工学院

深化校企合作 推进“双师型”教师培训发展

以劳动精神引领卓越财经人才培养
——西南财经大学全面加强大学生劳动教育

把稳方向盘，构
建“5+4+4”劳动教
育体系

回望西南财大 96 年恢弘办学历
程，勤俭、奋斗、创新、奉献的劳动
精神是西南财大“经世济民 孜孜以
求”大学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
的历史时期，如何回答好大学生劳动
教育这道必答题，推动劳动教育与新
财经教育的融合共进？党委书记赵德
武说：“把好方向盘、做好顶层设计
是关键。全国教育大会召开以来，学
校将劳动教育纳入学校党委重点工
作，结合学校办学特色，聚焦‘五大
育人目标’，构筑‘四大实施体系’，
夯实‘四大保障’，全面构建具有学
校 特 色 的 ‘5 + 4 + 4’ 劳 动 教 育 体
系。”

“5+4+4”劳动教育体系即以劳动
价值观为核心的劳动情感态度、劳动
品德、劳动习惯、劳动知识与技能有
机统一的“五大劳动教育目标”，劳
动价值观思想引领、劳动教育课程建
设、劳动知识与技能培育、劳动实践
锻炼“四大劳动实施体系”，加强组
织领导、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健全考
核机制、强化基础条件保障的“四大
保障体系”。3年来，学校真抓实干、
抓细抓常，全面落实劳动教育体系。
学校党委及时召开全面加强新时代大
学生劳动教育工作会议，出台劳动教
育实施方案，赵德武和党委副书记、
校长卓志亲自挂帅学校大学生劳动教
育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坚持把“深入
开展大学生社会主义劳动教育 培养

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作为
高校党委书记履职亮点。完善《大学
生综合素质测评办法》《劳动教育工
作考核办法》等配套制度支撑，将劳
动教育作为学生综合素质测评的核心
指标、学校年度工作考核的重点指
标，促进压力层层传导、责任层层压
实。强化保障激励，设立劳动教育专
项资金300万元，用于劳动教育工作
开展和劳动教育奖励。

学校还跨校跨部门聚智聚力，切
实构建劳动教育“共同体”。联合四
川农业大学举办插花大赛，两校学子
同场竞技，用慧心和妙手创造花艺盛
宴，深切感受劳动创造美、培育美的
喜悦；植树节来临之际特邀四川农业
大学园艺学专家来校作讲座，指导师
生科学耕种。学校各学院积极汇聚校
外资源，金融学院、统计学院等与简
阳市金马镇、蒲江县成佳镇共建劳动
实践基地，国际商学院与四川农业大
学农学院签约合作，跟随该院师生完
整实践农作物种植、销售全流程。
2019 年、2020 年，学校相继发起新
时代财经高校大学生劳动教育论坛、
促成24所财经高校建成“新时代财
经高校大学生劳动教育联盟”，财经
高校互联互通、共建共享，共同把大

学生劳动教育推向新高度。
2020 年 3月，《关于全面加强新

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出台
后，学校把劳动教育摆在更突出的位
置，发布“实施办法”“工作指引”，
持续创新体制机制、淬炼特色品牌、
强化综合实施，推动学校劳动教育进
一步提质增效。2021年，学校大学生
劳动教育项目入选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精品项目。

夯实主阵地，建
好劳动教育“金课
群”

走进西南财大面积达600余平方
米的烹饪实训基地，中式烹调区、西
式烘焙区、餐饮礼仪体验区、多媒体
实时教学系统、新风循环系统……现
代化多功能设施一应俱全，学生身着
白衣、头戴高帽，挥刀、弄铲、切
菜、颠勺，忙得不亦乐乎。“真是知易
行难啊，切肉剔骨操作困难，火候也
不易掌控！”公共管理学院2017级学
生刘海幸在烹饪课学习中由衷感叹。
自2019年10月起，学校已有350余名
学生在此完成了3个学期的烹饪技能
通识课程的学习。许多学生还是第一
次做饭，他们从烹饪课中找到了劳动
的乐趣，并表示回家以后也会多尝试
做饭，努力掌握更多生活劳动技能。

和烹饪技能课一样，今年3月开
课的果蔬种植技能实训课在学生中间
也反响热烈。学生在“校内助教+校
外专家”双重指导下，平整田地、播
撒种子、施肥除草、铺膜保温，让一
粒粒种子从秧苗出芽、叶展葱茏直到

果实满枝。春风夏雨中，学生坚持每
周去田间劳作，为辣椒防治疫病、为
玉米田挖排水沟，为西红柿黄瓜搭架
子、除杂草……栉风沐雨 16 周，以
满园硕果提交这堂田间思政课的合格
答卷。

烹饪技能、果蔬种植等课程的
开设只是学校建设劳动教育“金课
群”的一个缩影。卓志介绍：“西南
财大将劳动教育纳入学校人才培养
方案，设立 2 个学分的劳动教育课
程，积极建设包括三大类课程的劳
动教育课程体系。”第一类以思政必
修课为主干，安排不少于8学时的劳
动理论教育专题课程，通过“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思想道
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大学生职业生
涯规划与创业基础”等课程，充分
发挥思政必修课的劳动育人功能，
促进德育、劳育协同并举。第二类
以特色选修课为抓手，开设“果蔬
种植技能实训”“烹饪技能实训”

“红十字救护员技能培训”等系列劳
动技能类实训课程。第三类课程着
力挖掘好专业课程中的劳动教育元
素，主要包括专业教学的实践类课
程和顶岗实习，实现劳动教育与专

业知识教育的有机统一。三类课程
有机结合，形成了综合性、实践
性、开放性、针对性的劳动教育课
程体系。

此外，学校以劳动教育“主题
班会、主题团日、主题党日”活动
为载体，开展丰富多彩的劳动精神
大学习大讨论。通过邀请“大国工
匠”“时代楷模”和抗疫英雄等走进
校园，带领师生走进“两弹城”，通
过表彰学生道德模范和志愿服务、

西部与基层就业、创新创业
先进典型等形式，以学

习劳模、学习时代楷
模、学习身边典型引
领学生深植劳动情
怀 、 培 养 劳 动 精
神；将劳动教育与
校园日常学习生活有

机结合，重点报道“最
美楼妈”“最美保安”“后

勤孺子牛”等普通劳动者的先
进事迹，在校园网、官微、校报、
宣传橱窗等宣传阵地大力弘扬社会
主义劳动价值观，在校园营造了浓
厚的劳动文化氛围。

创新四矩阵，深
耕劳动教育实践体系

当前，人工智能、大数据、云
计算、区块链……新一轮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正在加快演进，新经
济、新技术、新业态不断引发、催
生新财经。面对全新的历史方位，
西南财大积极把握新时代财经教育
的劳育特点，创新打造蕴含生活劳
动、生产劳动、创新实践、志愿服
务4个层面的“劳动实践矩阵”，让
学生在多形式、多层次、富有新财
经特色的劳动实践中获得劳动体
验、习得劳动本领、创造劳动价值。

——— 建 设 “Swufe 校 园 生 活
家”生活劳动矩阵。将“我校园
我爱护”“我寝室我清洁”等活动常
态化、制度化，组织“美丽片区”

“卫生寝室”评选，设立宿舍管理、
餐饮服务、校园绿化等勤工助学岗
位；打造“易班劳动教室”“烹饪实
训基地”，开展烹饪技法、急救护
理、消防安全、环保卫生等日常生
活技能培训，补齐学生日常生活劳
动短板。

——建设“社会大课堂”生产
劳动矩阵。统筹校内外劳动教育全
要素、全资源，建设校内和汶川
县、广汉市等校外20余个劳动教育
实践基地，让学生走进田间地头、
工厂车间真正出力流汗，开展日常
农业、工业、服务业劳动知识与技
能类教育培训。

——建设“专业练兵场”创新

实践矩阵。以实习实训、创新创业
实践、劳动竞赛品牌项目构筑财经
劳动教育“铁三角”，举办光华创业
大赛、管理咨询精英挑战赛、财税
实务技能大赛等全国性品牌赛事，
引导学生创造性地解决新财经实际
问题。在学校自主研发、被誉为

“金融科技黑客马拉松”的“成都八
零高校金融科技产品与研发大赛”
中，西南财大学子与北京大学、加
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世界一流名校
学子同台竞技，在80个小时的极限
挑战里，使用机器学习、区块链、
金融工程和全栈软件开发等前沿技
术，对特定金融科技应用难题给出
自己的解决方案，在极具挑战的创
造性劳动中深刻体验劳动的苦辣酸
甜，收获满满的幸福感、成就感。

——建设“西财蓝”志愿服务
劳动矩阵。建立日常志愿服务自选
菜单，引导学生积极参加精准扶
贫、“三支一扶”、大学生志愿服务
西部计划、暑期三下乡、“把西财带
回母校”等志愿服务类劳动实践项
目，培养学生站在中国大地、主动
担当作为的实干精神、奉献精神。
依托投入上亿元巨资、海内外赢得
盛誉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这一

“学术创新+专业培训+志愿服务”平
台，学校组织万余名学生走进全国
29 个省份 4 万户家庭，面对面收集
中国家庭资产、消费等一手数据。

从中俄边界到雷州半岛的渔村，再
到北上广深等中心城市，学生以科
学严谨的调查助力国家财经决策，
更用汗水和脚步丈量祖国广袤大
地，在立足中国大地、解决中国问
题的志愿服务中弘扬劳动精神、锤
炼奋斗品格。

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
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这一观念
深入西南财大学子的心中。小到整
理内务、洒扫庭除，大到竞赛科
研、公益服务，劳动文化氛围日益
浓郁，“劳动之花”绽放在校园每一
个角落。学校的草坪里、大道上、
教学楼中，处处活跃着学生参与劳
动的身影；清扫校园、管理公寓、
农田耕作、义务帮厨……学生干得
热火朝天。近3年来，西南财大学子
在校内外各类劳动实践中共参与
51000余人次。

（陈思 杨婧岚）

仲夏时节，西南财经大学 （以
下简称“西南财大”）“耕读田园果
蔬种植劳动实践基地”硕果累累、
果蔬飘香：黄瓜头顶黄花，番茄笑
红了脸颊，粗壮的玉米秆上是硕大
的玉米棒……比田间作物收获更大
的，是选修“果蔬种植技能实训”
课程的学生自身的成长：

“原来，所有的美味于生产者而
言，都是几经起落的心血。选修了果
蔬种植这门课，我真正扛起一把锄
头、戴上一顶草帽、自己耕种一块土
地。我学会了克服烈日、不怕蚊虫叮
咬，不怕脏不怕累，更专注于体会生
命力的蓬勃、自然馈赠的神奇，以及
一粥一饭的来之不易。”“天有不测风
云，多日劳作未必有结果。一些种子
没有发芽、幼苗生长缓慢甚至染病枯
萎……看到丝瓜结出幼果的那一刻，
我觉得所有的付出和努力都是值得
的！我学到的远不止农业生产的知识
与技能，还有关于付出和回报的人生

道理。”在课程收官的主题班会上，
学生的分享渗透情感、热烈走心。

和选修果蔬种植课的学生一样，
在锅边灶前的烹饪实训中、在扶贫支
教的乡村课堂上、在走乡串户的中国
家庭金融大调查中、在金融科技产品
研发大赛的极限挑战里……万千西南
财大学子在丰富多彩、富有新时代特
点的劳动大课堂中深刻体验劳动之艰
辛、感受劳动之幸福、焕发劳动之热
情，一步步在劳动中成长成才。2018
年以来，西南财经大学全面贯彻落实

“五育并举”教育方针，将加强新时
代大学生劳动教育作为重点任务融入
人才培养全过程，积极把握新时代背
景下高等财经教育的劳育特点，探索
具有西南财大特色的“5+4+4”劳动
教育体系、建好劳动教育“金课
群”、深耕劳动教育“实践系”，努力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学校劳动教育进入
提质升级新阶段。

24所财经高校联袂成立
“新时代财经高校大学生劳动教育联盟” 学校烹饪实训基地的烹饪选修课

学生在校内外劳动教育基
地进行农业劳动

学生为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收
集金融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