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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桂林旅游学院

文旅融合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密不可
分。要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
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让人们
在领略自然之美中感悟文化之美、
陶冶心灵之美。党的十八大以来，
桂林旅游学院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
教育方针，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
才，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旅游教
育，秉承“创特色名校 育旅游能
人”的理念，弘扬“敢为人先 追

根植行业
多元协同育人才
随着文旅产业向智能化、数字
化、信息化不断转型升级，文旅产业
融合发展对旅游院校人才培养提出了
新的更高要求。学校坚持根植行业，
加强顶层设计、加强产学研交流和资
源对接、加强技术创新及业态创新，
不断创新校企合作模式，深化多元协
同育人机制。
学校顺应旅游业对应用型人才的
需求，按照“按需设专业、对标建专
业、集群强专业、适时调专业”的思
路，推动专业链与产业链同向同行。
现有的 28 个本科专业覆盖了旅游业传
统六要素和新业态，打造了与现代旅
游产业集群对接的五大专业集群。学
校大力推行校企合作，进行产教融
合。学校与企业共定方案、共建基
地、共建师资、共编教材、共开课
程、共评质量，探索开展校政企产学
研“六共”协同育人新机制。近年
来，学校与山东浪潮集团共建数据科
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培养旅游数据
应用型人才；与桂林美葆公司共建艺
术类专业，实施“工学交替”双导师
工作室制，培养现代文创产业应用型
人才；与桂林吉福思中国罗汉果有限

求梦想”的桂旅精神，始终以立德
树人为根本，坚持红色基因传承，
着眼文旅融合育人，构建了“一轴
两翼三能力四融通”人才培养模
式，形成根植行业、多元协同、红
色导航、文旅融合的育人特色，努
力培养满足党和国家需要的高素质
应用型文旅人才，为文旅产业和广
西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强
大动力。

公司共同探索“产学研+扶贫”协同
创新模式，培养大健康产业应用型人
才；与广西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等
企业共建 6 个现代产业学院，推动人
才培养供给侧与产业需求紧密互动，
促进课程内容与技术发展对接、教学
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形成了应用型
人才培养新路径。
2018 年，学校“国际旅游城市高
职酒店管理人才进阶培养模式改革与
实践”获国家教学成果奖一等奖，该
奖项是目前旅游类院校获得的仅有的
一项国家教学成果奖。该项目根据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知
行合一”的原则，构建了酒店管理人
才“五融五共三层次”进阶培养新路
径，使旅游人才培养与区域经济发展
需求对接。它凸显了应用型教育的特
点，将创新创业精神有机融入，对于
提升酒店管理专业教学质量、实现培
养目标具有重大意义，产生了很好的
社 会反 响 ，《中国 旅游报》《广西日
报》 等多家媒体加以宣传报道，引起
广泛关注。

红色文化铸魂
文旅融合育人才
文化本身是一种教育力量，文化
自信是立德树人的基础，也是立德树

在校内红色文化教学实
践基地为学生开展现场教学

学校工艺美术专业美葆
班教学现场
人的途径。培育高尚道德情操离不开
先进文化的引领。学校将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的传承、创新、发展与教育相融
合，以红色文化传播为导航，构建课
程育人平台、活动育人平台、育人基
地三位一体的“文旅融合”育人平
台，创建“四维进阶”育人模式，让
大学生在文化体验中坚定理想信念、
提升道德品质、追求高尚情操，将文
化自信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一是依
托课程开展文化研习，凸显文化认知
教育。学校将地方红色文化、民族文
化融入到课程教学中，让学生在课程
中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目
前，学校共开发了“大美中国”
“广西
陶瓷文化”“广西民族音乐文化”等
39 门文化类课程。“桂北红色旅游文
化研习与实践”课程教学中，把“湘
江战役”等地方红色文旅资源融入课
程教学，编写了 《湘江战役革命故事

四十二讲》 内部讲义，制作了湘江战
役虚拟现实教学资源。遵循应用型人
才培养规律，让学生先在红色文化教
学基地进行体验学习，再进入课堂进
行理论学习，课程考核以学生的讲解
能力和水平为考试内容，让学生沉浸
式体验老一辈革命家的崇高信仰和大
无畏精神。二是结合专业开展文化传
承，凸显文化认同教育。学校成立了
“文化美旅”课程思政研究中心，指导
相关专业建设了 19 个校内文旅基地，
在纵向与横向项目中引导学生结合专
业开展文化传承教育，增强专业能力
和文化认同。在桂林抗战文化名人雕
塑群等 8 个校园红色文化景观的建设
项目中，充分发挥各专业优势力量参
与项目建设，旅游管理专业师生负责
设计红色旅游路线，传播学专业师生
负责红色景点讲解词撰写，工艺美术
专业师生负责红色文化景观设计与制
作，英语专业师生负责红色讲解词翻
译。通过上述方式，学生在专业学习
过程中，进一步增强了文化认同。三
是文化传播体现行业特质，凸显文化
自觉教育。学校紧紧围绕学生文化传
播力培养开展体现旅游行业特质的文
化传播活动，整合了 22 个文化传播实
践项目。加入“红色文化传播社”的
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定期讲解校内 8 个
红色文化景观的历史故事和内在含
义。学校“青马·小燕”团队每年定
期到桂林象山、王城等景区景点志愿
服务 600 人次，为游客讲解桂林文化
故事。网络与新媒体专业学生制作
“油茶—中国式咖啡”“嗦口米粉”等
微媒作品，通过新媒体传播民族文
化。音乐表演专业学生用独创的广西
少数民族乐器展演“交响乐”300 余
场，有效传播了广西少数民族音乐文
化。四是文化创新助力社会服务，凸
显文化自信教育。学校整合了 27 个社
会服务项目，集科学研究、毕业设
计、社会服务、作品创新于一体。新
闻专业和旅游管理专业学生走遍广西
74 个红色景区景点，挖掘地方红色文

化旅游资源，创新编写 《广西百个红
色故事》 等 4 本红色读本，策划了广
西 10 条红色旅游精品路线；2015 年以
来，共有 6000 多名桂旅学子参与广西
游客满意度调查，每年为广西文旅产
业发展提供“广西游客满意度调查蓝
皮书”
。国际酒店管理专业通过毕业设
计每年为 32 家企业创新定制服务方
案；音乐表演专业师生根据“桂剧”
创新开发的“桂戏广播体操”
，较好地
服务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电子
商务专业学生创新“直播带货”方
式，服务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该成果
获评 2021 年广西高等教育自治区级教
学成果特等奖。

服务国家战略
创新国际旅游人才培养机制
学校积极服务国家战略，探索国
际化办学新模式，创新国际旅游人才
培养机制。一是互联互通，构建中国
—东盟旅游教育联盟。学校主动服务
“一带一路”倡议，与东盟 10 多所院
校建立深度合作关系，并在印尼雅加
达合作建立海外校区，在泰国华欣合
作建立海外教学点，在菲律宾马尼拉
建立海外办公室，促进共商共建课程
落到实处；搭建一批功能各异的国际
业务平台，促进国际人才培养的功能
模块有序运行；以价值教育促进文化
认同，螺旋式构建出中国—东盟旅游
教育联盟协同育人机制，实现培养具
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的中国—
东盟国际旅游人才目标。二是融合创
新，建立面向国际的中国化课程标
准。学校通过与世界旅游组织、瑞士
洛桑酒店管理学院等合作办学，引进
世界领先的教育理念与课程标准，整
合中国文化特质和东盟旅游业差异化
需求，按共同体机制所需的知识、能
力和态度，构建面向国际的中国化课
程标准。在应用型本科酒店管理和旅
游管理专业建立“中英双语+中华文

化+专业能力”的教学内容，以及针
对不同国家合作项目灵活组合课程结
构的“校本课程+国别课程+国际通用
课程”三层一体的柔性课程体系，有
效解决了人才培养与国际旅游业人才
需求脱节的问题，适应中国—东盟旅
游业协同发展不断提出的新要求。三
是有序衔接，打造立体化跨国教学资
源平台。学校“一带一路”国际学院
牵头整合国内外教学资源，构建“交
互式共享平台、开放式自主学习模
块、线上线下动态教学模式”的立体
化跨国教学资源平台。通过建设国际
师资库、远程跨国同步教学系统、高
水平东盟旅游职业培训、多模式学历
合作教育、多层次旅游科学研究等业
务有序衔接，实现国内外合作方的教
学资源双向流动支持学校教学，克服
学校国际教学资源不足的问题，促进
教育对外开放持续反哺学校的国际化
内涵建设，有效满足学校及东盟各个
教学点的差异化需求，不断优化共同
体协同育人机制。四是校企合作，打
通国际教学资源内化通道。学校注重
校企合作顶层设计，大胆探索混合所
有制国际教育机制。通过校企合作的
市场力量盘活中国—东盟旅游教育共
同体各方资源，支持学校走进东盟建
立海外校区，同时吸引东盟院校到桂
林合作设立校中校，实现中外学生双
向跨国跨校园培养，突破国际教育的
时间、空间和资源约束，驱动各类国
际教学资源内化到学校，为学校的国
际课程走进东盟提供综合性保障。该
成果获批 2019 年广西高等教育自治区
级教学成果特等奖。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学校将进一
步凝练学科专业特色，不断提高应用
型文旅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升服务
文旅产业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
力，朝着行业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应用
型旅游大学的目标奋勇前进，为建设
“壮美广西”“世界级旅游城市”添砖
加瓦！
（刘旸 陆经钊 李海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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