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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铁路职教高地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巡礼
建设理念、目标与特色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坚持
依托铁路行业办学，突出铁路特色育
人，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和高
铁“走出去”战略，对接铁路产业发
展和技术升级，锚定高铁和城轨产业
高端，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以专
业群建设为核心，以师资队伍建设为
关键，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产教融
合为抓手，以体制机制改革为动力，
紧紧围绕“一加强、四打造、五提
升”的十项改革发展任务，按照“高
起点设计、高标准建设、高质量发
展”的建设思路，打造“12358”标杆
院校，通过实施“建平台、树标杆、
筑高峰”三步走战略，建成“引领改
革、支撑发展、中国特色、世界水
平”的“支撑高铁建设，铸就筑路先
锋”高水平高职学校。

阶段性成果

部、国家优秀教材两部，出版活页
式、工作手册式等新型教材 9 部；主
持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13 门。获省
级教学成果奖 4 个；学生技能大赛、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获国
家奖 13 项、省级奖百余项。
3. 技术技能积累。建成国家应用
技术协同创新中心两个，陕西省高性能
混凝土工程实验室。搭建轨道交通创新
服务平台和区域经济综合服务平台，开
展技术服务 77 项，技术服务额累计
2363 万元；聚焦 BIM 技术，开展培训、
技术服务 51 项，技术服务额达 1562.8
万元；承接马来西亚雅益轩项目和华为
公司在荷兰的通信基站 BIM 项目。获
BIM 技术应用成果奖 23 项，获“龙图
杯”全国BIM大赛施工组一等奖，省级
高校科学技术奖两项；获评省级校外创
新创业实践教育基地两个，省级以上科
技竞赛奖项 50 项，专利授权 147 项。
4. 师资队伍建设。获批国家职业
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两个，国家技
能大师工作室一个，全国优秀教师两
人，国家“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
地两个。获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

1. 党的建设。学校党委连续 4 次
获得省级高校先进校级党委，领导班
子考核优秀。创建全国“样板支部”
和 省 级 “ 标 杆 院 系 ”“ 样 板 支 部 ” 4
个；连续 3 年入选全国铁路五四红旗
团委；获全国职业院校“战疫课堂”
课程思政案例 18 项，陕西省网络思政
育人文化成果一项；思政教师获全国
高校思政课教师年度影响力人物、全
国高校思政课教学能手等多项荣誉，
赴省外作思政教学经验交流 30 余次。
2. 人才培养。学校主持国家专业
教学资源库两个，主持参与制定国家
专业教学标准 5 个。主持国家职业教
育虚拟仿真示范实训基地专业课程与
教学资源建设规划项目两个，国家职
业教育示范性虚拟仿真实训基地培育
项目一个。开展“1+X”证书试点项
目 24 项。入选“十三五”规划教材 4

学 能 力 比 赛 国 家 奖 4 项 （一 等 奖 一
项），省级奖 28 项。入选全国职业院
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典型案例
一个，获评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两
个，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三秦工
匠、教学名师等 4 人次。获评陕西省
师德标兵一人，陕西省师德建设示范
团队一个，获省思政课教师“大练
兵”比赛“教学骨干”和“教学标
兵”荣誉奖项 5 项。
5. 校企合作。学校立项国家示范
性职业教育集团一个，与中铁一局集
团公司等共建国家生产性实训基地 3
个。与中铁四局、中铁宝桥集团有限
公司等共建轨道交通未来产业创新研
究院；与中铁上海工程局、中铁十四
局集团公司等共建中铁高铁学院、铁
建盾构学院等 8 个产业学院，高铁智
慧建造、城轨智慧建造和铁路智能运
维 3 个协同创新中心，15 个技术应用
研究中心。现代学徒制培养人数 1020
人，新增校外实训基地 27 个，稳定合
作企业 304 家，合作企业接收实习生
7306 人次/年，合作企业接收就业学生
6424 人/年，企业捐赠仪器设备价值

2000 余万元。
6. 社 会 服 务 。 成 立 铁 路 培 训 学
院，开展社会服务和技能培训项目共
计 65 项。承办中铁北京工程局、中铁
二十局集团公司等企业技能大赛 12
项，为中铁一局、七局等企业员工开
展工程试验员、测量员、BIM 建模师
等职业技能培训 10 期；承接中国铁路
西安局新员工培训，陕西省职业院校
教师高铁专业技能培训；面向陕西省
开展农村危房改造、中小学教师信息
技术等 6 类培训班 9 期；开展乡村道路
改扩建、施工管理等 9 类培训 5000 人
次；各类培训总量达 6.25 万人日。
7. 学校治理。形成了以章程为统
领的现代大学制度体系和党委会、校
长办公会、学术委员会会议、教职工
代表大会、财经委员会会议、专业群
联席会议等“六会共治”的治理格
局，扩大了二级学院在人才招聘、教
学资源分配等方面的自主权，激发内
生动力，推动二级学院自主管理、自
我约束、规范运行、科学发展。学校
建成完善的内部控制管理机制，获评
陕西省文明校园、全国职业院校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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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人桃李满天下

诊断与改进典型案例一项。
8. 信息化建设。学校开发大数据
分析与质量监控平台一个，建成高性
能云计算中心一个，互联网出口带宽
达 24.5GB，智慧教室 60 间。仿真教学
实训平台、教育教学管理信息化系
统、财务智能机器人、一站式网上办
事大厅和网络安全监测预警等平台综
合运用。学校被评为全国教育后勤信
息化建设优秀单位、省级智慧校园示
范校，连续 3 年被评为陕西省教育信息
化建设先进单位。连续 3 年在陕西省高
校网信部门主任工作会议上作经验交流
发言；作为全国职业院校教学诊断与改
进试点院校，为全国高职院校诊改工作
提供了“陕铁模式”和“陕铁经验”
。
9. 国际合作。学校与欧亚国际协
会、中铁一局、中铁二十局集团公司
等联合发起成立高铁建设国际人才教
育职教联盟；与俄罗斯萨马拉国立交
通大学合作成立中俄合作办学机构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萨马
拉交通学院，培养 600 余名国际化技
术技能人才；紧随中国高铁“走出
去”企业，在肯尼亚设立“鲁班工

坊”，连续 3 年承担肯尼亚蒙内铁路员
工培训项目，分 6 批次选派教师赴肯
尼亚蒙内铁路开展工务、电务、车
务、信号等培训 8300 人日，与北京恒
华共建卢旺达职业技术学院，举办菲
律宾国家铁路局工程项目管理培训
班、马来西亚吉隆坡建设大学铁路技
术研修班，培养国际铁路人才、研修
生 32 人，培养国际生 6 名。
10. 宣传推广。主流媒体每年多次
宣传报道学校办学经验和成果。2021
年 8 月 4 日，《人民日报》 以“党的十
八大以来教育援藏助力西藏改善办学
条件、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为雪域
高原浇灌希望的花朵”为题，报道了
陕铁职院学生崔创军助力西藏拉林铁
路 建 设 的 先 进 事 迹 。 2021 年 6 月 17
日，《陕西新闻联播》 报道了陕西省
“永远跟党走”宣讲进基层系列活动走
进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2020
年 11 月 26 日，《中国青年报》 以“厚
植劳动精神德技双修，扎根铁路一线
建功立业”为题报道了学校劳动育人
典型经验做法。
（王津 焦胜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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琢玉英才遍神州

——聚焦安徽省当涂第二中学推动教育特色办学跨越式发展
百年沧桑，盛事辉煌。安徽省当涂第
二中学 （以下简称“当涂二中”） 是省示
范高中，坐落于马鞍山市下辖当涂县的姑
孰镇，初创于 1921 年，前身为实业家徐
静仁先生兴办的“当涂县私立静仁职业学
校”，中国近现代爱国主义者、杰出教育
家黄炎培先生亲自为学校创办剪彩揭牌，
文化底蕴厚重，人才辈出。
百年树人桃李满天下，十年琢玉英才
遍神州。百年来，当涂二中在中学教育园
地孜孜以求，辛勤耕耘，为社会培养了一
批又一批有用人才，为国家发展、民族振
兴、人民幸福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
要贡献。特别是，2011 年 9 月承办安徽省
对口支援新疆内地高中班以来，学校十年
如一日，架起了安徽与和田两地学子交流
交往交融、互学互通互建的桥梁，为安徽
省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赢
得了很高的社会声誉，其辉煌业绩永载当
涂教育发展史册。学校先后被评为省绿色
学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示范学
校、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全国
青少年校园篮球特色学校、全国青少年人
工智能活动特色单位、全国特色学校创建
重点科研单位等，连续 6 年被评为“人民
满意单位”、当涂县“科技创新”优秀学
校，2018 至 2020 年在县教育部门年度考
核中连续 3 年被评为优秀等次，在全县高
中学校督导评估中被评为仅有的优秀等
次。
当涂二中以“立德树人”为教育核
心，坚持“科研兴校，特色发展”的办学
理念，秉承“报国、励志、勤学、成人”
的精神，坚持“静以修学，仁以修身”的
校训，促进教学质量提高，教研成果显
著。学校在 2010 年由“完全中学”转为
“高级中学”
、再由市级示范高中升格为省
级示范高中后，特别是 2011 年承办安徽
省对口支援新疆内地高中班学校以来，以
特色新疆班的创办为重要契机，在改革中
创新和发展，大力推行素质教育和民族教
育，在特色办学的生动实践中谱写了新的
篇章，开创性地形成了具有民族融合特色
的办学实践经验，让学校焕发了勃勃生
机，极大地推动了学校更好更快地发展。
社址：
北京海淀区文慧园北路 10 号

以文化人
推动学校特色书香发展
一方面，学校通过增加硬件设
施，积极改善办学条件，为创造良
好的校园学习环境打下基础。除了
小桥流水、绿树成荫的优美自然环
境，学校还配备了齐全的体育设
施、标准实验室、多样化阅览室及
其他多功能教学辅助设施。学校注
重书香校园建设，打造室外文化阅
读长廊、阅读报亭等，让校园每一
处都成为文化浸润的场景，真正实
现让校园每个角落都使人产生美的
体验，让一草一木一墙一砖都能产
生自我完善的追求。正如校歌的歌
词：“让我们用激情点燃青春，向着
辽阔蓝天，放飞我们的梦想！追寻
文明之光，遨游知识海洋，为成
人，为成才，为成功，让我们奏响
生命的华章！”
学校对办公综合楼、教学楼、
科技楼等在内的现代化教育教学及
生活设施，按照“布局合理、功能
完备、设施一流、文化浓郁、环境
幽雅、和谐安全”的标准，进行整
体规划布局，将校园分为教育教学
区、图书阅读区、实验体训区、行
政办公区、学生宿舍区、学生食堂
区及体育活动区七部分。学校还借
助校园网站和“安徽省当涂第二中
学公众号”等信息共享平台，实现
校园一网通和多媒体教学。通过线
上线下双向办学条件的完善，深入
推进书香校园的营造。
另一方面，学校以“静仁文
化”和“美美与共”的和美精神为
核心，开展校园文化建设，努力提
高“软实力”。首先，选择以“静仁
文化”为主题，不仅因为学校创始
人是徐静仁先生，更在于静、仁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位置。静是
修养的关键，仁是儒家的核心。欲
达至仁境界，须从静处着手，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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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必然表现出静的精神气质。学校
以“静仁”作为文化主题，既体现
出学校的特色，又具有深厚的文化
内涵。
中国文化是追求和谐的文化，
和而不同，别而有序，融会贯通。
学校新疆班的创设很好地体现了这
一点，既根据新疆班学生特点制定
合适的教育方案，以满足其个性化
发展需要，又充分尊重、理解新疆
籍学生的文化特色，并主动创造条
件，以促进他们更好地融入到学校
氛围中，充分体现了学校“美美与
共”的和美精神。和美表达了学校
的教育原则和发展愿景，即在尊重
不同中，促进每个人朝着美好的方
向发展，并最终实现美美与共的教
育理想。

智能在科技创新中的作用。在对校
园文化的继承与创新相统一的基础
上，深挖优势特质，吸收经验教
训，融合学校特色体系，酝酿和蓄
积新的动力与资源，在特色形成和
品牌建构的过程中实现内涵式发
展。不仅办学质量得到提升，学生
得到发展，也提高了家长满意度和
社会的认可度、知名度。
当涂二中多样化有特色的教育
发展，开拓了高考升学路径，满足
了不同学生的需求，让有艺术潜力
的学生，回归到他们擅长的领域，
实现学生的个性化发展；通过特色
教育，促进学生“美育贯穿、全面
发展”，在带动学生学习激情的同
时，也使其综合素质得到了全面提
升，真正落实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育人目标。

文艺并举

民族融合

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
美术特色一直是当涂二中的办
学优势，学校在继承发扬该优势的
基础上，开发特色课程，努力打造
校园文化品牌、发展特色教育，提
升学校的综合实力和区域影响力。
每年学校都围绕艺术特色教育作
中、长期规划，并将其分为 3 个层
次：第一层次是选择学校的特色项
目，形成本校特色课程；第二层次
是发展和强化特色项目，办成特色
教育示范学校；第三层次就是在特
色教育示范学校的基础上促进学生
多元化发展，让学生终身受益。这
是特色办学的最终目的，也是特色
教育与升学的有机结合。
学校在开办美术特色班后，于
2010 年在当涂县又率先成立“当涂
二中美育艺术中心”和“当涂二中
传媒艺术中心”。学校根据国家对人
才的需求和高考形势的变化，对美
术特色班和传媒班进行了整合、优
化、再定位。学校还对人工智能教
学进行了较大投入，积极关注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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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口支援深化民族团结
开设新疆班也是当涂二中重点
办学特色。学校新疆班的开设，
是根据省政府部门、教育部门援
疆工作部署及对口支援教育发展
等相关要求的安排。新疆班从
2011 年 9 月起开设，每年招收的学
生都是来自新疆南疆和田地区七
县 一 市 的 初 中 毕 业 生 ， 包 括 维吾
尔族、蒙古族、苗族、塔吉克族等
7 个民族的学生。
在新疆班教育教学管理工作
中，学校坚持“德育优先”，将德育
贯穿教育教学的每一个环节。学校
在对新疆班学生的德育管理上，始
终坚持“严、爱、细”的原则，坚
持从新疆班的实情和少数民族学生
的实际出发，遵循其身心发展规
律，有重点、分层次、针对性地开
展德育工作，并制定了各项管理制
度和班级量化考核制度，做到奖罚
分明。在管理体系上，强调生活自
立、管理自治、行为自律，以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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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为起点、循序渐进为原则、强
化反馈为手段、自我教育为根本，
形成整体合力管理体系。通过组建
新疆班学生会和学生自主管理委员
会，督促学生思想、学习、生活、
纪律等各方面取得进步。这样既能
具体了解学生实际情况，也减轻了
教师的工作负担，培养了学生的自
主管理能力。
学校在新疆班办班过程中成功
申报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
2012 年度重点课题“对口支援新疆
高中班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的实践研究”并顺利结题，且于
2018 年 获 得 安 徽 省 基 础 教 育 成 果
一等奖。学校以该课题为抓手，
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积
极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活
动。当涂二中在新疆班实施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过程中，始终
坚持课堂教育与社会实践活动相结
合，主题教育与学科教学渗透相结
合，学校教育与家庭、社会教育相
结合，开展了一系列研究活动，努
力做好新疆班德育工作，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加强了学生对伟大
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
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的教育，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
怀，积极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
当涂二中新疆班架起了安徽与
新疆“交融交往交流”的桥梁，办
班 10 年来，已有 7 届学生毕业，500
多名学生考取全国各级各类高等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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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为新疆和田培养了一批又一批
德才兼备的各民族人才，为和田地
区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百年风华
凝心聚力星火传承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
头越。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是我党领导和团结各民族繁荣
发展的 100 年；今年也是当涂二中建
校 100 周年，对口支援新疆高中班创
办 10 周年。从峥嵘岁月到如今国强
民安，当涂二中的百年风雨征程，
也是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
扎实办学的百年历史。学校始终坚
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坚持以
党建引领推进学校教育事业，以创
办新疆班为突破口发展民族教育，
弘扬和培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
大民族精神，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
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
未来，学校将继续秉承厚植家
国情怀的优良传统和艰苦创业的探索
精神，积极实践新思路、新机制，不
断增强办学活力，提高教学质量和效
益，并通过新疆班的教学开设，推行
混班教学，创建学校教学特色，积极
响应“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国梦”的总目标，加强民族团结和融
合，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包容性、凝
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
（曹维栋 夏永豪 汪红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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