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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职业技术学院：

校企合作共育技能型人才

近年来， 许昌职业技术学院始终把
校企合作作为建设 “双师型” 教师队伍、

培养技能型人才和扩大就业基地的一个
重要渠道 。 学院按照市场和企业需求 ，

开设了机电一体化技术、 汽车检测与维
修技术 、 园艺技术等专业 ， 并在师资 、

设备、 培训、 就业等多方面与企业建立
了紧密的联系。

学院机电工程系与航天集团郑州电
子技术有限公司签订校企合作协议：企业
安排学生实习， 接收优秀毕业生就业，同
时在机电工程系建立生产性教学基地，由
企业免费提供加工原料、加工图纸和技术
服务等。 目前，该教学基地每天除了完成
学生的实训任务， 还可以生产近百件产
品。 随着市场对汽车维修人才需求的增
加，学院又与企业联合组建了汽车维修有
限公司，并取得了一类汽车维修资质。

学院建筑工程系利用科研优势 ， 与
许昌勘察设计院、 建筑设计院合作， 开
办了设计、 施工、 勘察等多家企业。 以
许昌颍川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有限公

司为例， 该公司自
2005

年成立以来， 先后对
许昌

11

项建设工程进行质量检测， 在服务社
会的同时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该系还充
分利用自身所办公司、 企业开展实践教学，

把课堂搬到建筑工地， 形成了产学一体化的
办学模式。 园林园艺系校内生产性教学基地
在服务教学和科研的同时开展花卉生产， 还
参与了许都公园绿化设计、 许扶运河公园环
境设计及施工， 与许昌林科所合作开展科技
攻关和科研推广活动。

目前， 学院与
84

家企业建立了产学合作
关系， 建起了

151

个校外实训基地。 企业全
方位参与人才培养工作， 为学院提供实习场
地， 仅

2007－2008

学年， 许昌广杰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等

6

家企业就向学院捐赠了价值
760

多万元的设备。 不少企业还设立专门奖
学金， 鼓励学生学习， 接收优秀毕业生， 实
现了企业、 学校、 学生三方受益。

前校后厂、校企合作模式的创新，实现了
专业哺育产业、 产业反哺专业， 走出了一条
“专业加公司”、 产学结合的发展道路。 近年
来，该院毕业生就业率一直保持在

95%

以上，

通过“订单式”培养，就业网络已发展到北京、

上海、苏州、深圳、东莞等地。

■

本报记者 陈强

【信息速览】

【职教畅言】

【人物简介】

朱光力：教授。

1982

年
1

月毕业于湖南大学机制工艺与设备专业，

曾在湖南邵阳学院任教；

1992

年至
1995

年在深圳华源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任技术部经理， 从事生产线技术改造工作；

1995

年
11

月至今在深
圳职业技术学院任教。

1999

年被评为广东省“南粤教书育人优秀教
师”；

2006

年获第二届广东省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

2008

年获第四届
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

主讲“塑料模具设计”、“模具
CAD/CAM

实训”、“液压与气动”等课
程，其中两门课程分别在

2005

年、

2007

年获得国家级精品课程；主编
并正式出版的教材有：《塑料模具设计》、《模具设计与制造实训》、《模
具
CAD/CAM

实践教程》、《液压与气动技术》。

主持或作为主要参加者的省、市、校级科研、教研项目
6

项，企业横
向项目

3

项，获得专利
3

项；在专业核心期刊发表科研论文
20

余篇。

【名师语粹】

———诚信为人、 敬业爱岗、 踏实工作， 是师德规范的最高境界。

———勤勤恳恳、 脚踏实地、 放眼未来、 自强不息， 机遇是给有准备的人。

———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 只要我们努力拚搏， 就可以开创出一片属于自己的
天空。

———作为高职教育工作者， 必须紧跟时代步伐， 严格要求自己， 不断提高自身
的综合素质， 努力创新。

———教师应该具有积极进取和勤奋敬业的精神。 只有这样的教师， 才能为教育
工作本身的乐趣深深吸引， 才能体会到教师工作的无穷魅力。

高
职
名
师

·

朱
光
力

杨金华和学生一起进行道路勘测。

补贴农民培训
宜加什么条件

前不久， 有媒体刊登了一篇题为《补
贴农民培训不宜附加条件》 的文章， 读后
觉得作者的观点很有道理， “创业成功与
否， 本身就存在着不确定因素”， 把学员
能否成功创业作为职业学校获得补贴的附
加条件， 颇有不妥。 为了保证政府经费的
使用效益， 提高农民职业培训的质量， 我
认为， 由政府“买单” 的培训应该有条件
限制， 但不是农民培训后成功创业的比
例， 而是农民获得相关职业资格证书或技
术等级证书的比例。

首先， 政府应选好适合农民培训的专
业或技术工种。 那些劳动力市场或企业急
需和需求量大的， 同时又有一定技术含量
的专业或技术工种应成为优先选择的对
象。 因为只有这样的专业或技术工种才能
保证受训农民成功就业或创业。

其次， 慎重选择承担培训任务的职业
学校。 一所职业学校有若干个专业， 但并
非每个专业都是强项。 所以， 政府在选择
培训学校时， 着眼点不应仅放在重点校、

示范校上， 而应看该校是否在某个专业上
有优势、 有特色， 是否有被权威部门认定
的“示范专业”。

再其次， 要关注该校该专业“双师
型” 教师的比例。 职业教育及培训不同于
普通教育， 教师的学历并非越高越好。 具
有一定比例的既有专业学历证书， 又有职
业资格证书或技术等级证书的“双师型”

教师， 不仅有助于提高培训质量， 而且也
有利于学员顺利考取职业资格证书或技术
等级证书。

最后， 还要看该校该专业是否与相关
企业或生产部门建立了“产学” 合作关
系， 是否有稳定的专业实习实践基地。 学
员要想培训后马上就能上岗工作， 实现培
训与实践的“无缝对接”， 在企业真实的
工作场景中“真刀真枪” 地实习和实践是
必不可少的环节。

对于职业学校来说， 能承担培训任务
并得到政府补贴的条件， 应该是受训农民
获得相关职业资格证书或技术等级证书的
比例较高。

■

倪赤丹韩树林本报记者 张玉文

■

李红卫

目标准了 模式活了 工作火了
———青岛即墨成人教育助推新农村建设

近几年， 青岛韩青制衣有限公司发
展迅速。 该公司总经理孙立江说： “我
们能有良好的发展业绩， 关键是有一支
高素质的职工队伍， 而职工的高素质得
益于青岛即墨市金口镇成教中心校的大
力支持。”

青岛即墨市成人教育以服务当地经
济为办学宗旨， 近

3

年共培训农村劳动力
5

万余人、 推广实用技术
30

余项， 为全市的
新农村建设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人才支持
和知识支持。

农村成人教育有所作为的关键 ， 是
与当地经济发展合拍。 青岛即墨市每年
协调有关部门进行社会调查， 一方面采
取进村入户、 调查问卷、 召开座谈会等
方式， 摸准群众的文化水平、 技能水平、

参训意愿等基本情况； 另一方面深入企
业， 了解企业用工需求和各镇主导产业
及新兴产业发展对技术人才的需求。

2003

年， 该市教体局建立了即墨市企业用工
信息数据库， 包括

5065

家企业、

52165

个

用工岗位。 之后， 他们每年根据实际情况进
行修订， 并以此为依据制订出培训方案， 创
建了灵活多样的办学模式。

2007

年， 在职工培训中尝到甜头的韩青
制衣有限公司， 索性将原厂址无偿地交给金
口镇成教中心校使用，将学校办进企业，办学
经费全部由企业提供。 这种办学模式实现了
学校、企业、学生“三赢”。对学校来说，解决了
招生难、实习场所及设备不足等问题；对企业
来说，既因联合办学提高了知名度，又招收到
了高素质的员工；对学生来说，上学费用低，

实习时每月还可获得
500

多元的收入，毕业后
可直接在企业就业， 也可由企业安排出国打
工。 近

3

年来，该校已培养学生
400

多人，其中
有
300

多人出国研修或工作。他们把这种办学
模式称之为“办校入企”模式。

即墨市龙泉镇成人学校与青岛菱达机械

制造有限公司联合成立了 “青岛菱达职业技
术培训学校”。 根据协议， 学生上学全部免
交学杂费和书费。 学校每年招生

80

人， 定向
培养、 定向就业。 学校负责对学生进行文化
课教学和技能培训， 企业提供实习场所及实
验实习设备， 并每年拨付给学校

10

万元作为
办学经费。 另外， 即墨市成人教育还有 “引
企入校” 模式、 “长短班结合” 模式等。

开办实用技术培训班， 进行农业科技实
验示范与推广， 是即墨市成人教育的又一项
重要任务。 近

3

年， 全市共举办实用技术培
训

400

多期， 推广实用技术
30

余项。 龙山成
校进行名贵花卉栽植试验， 投资

4

万元在校
内建起了精品花卉基地， 引进茶花、 桂花、

茶梅等十几个品种进行试验， 成功后向农民
推广， 带起

100

多家专业户和多个花卉专业
村。 华山成校聘请专家举办畜牧养殖讲座，

孙家辛庄村村民李召华参加培训后， 把学到
的知识用于实践， 回家建起了奶牛养殖场，

经过几年的发展， 规模已达到
120

头， 年收
入
12

万元。 这些发展起来的专业户、 专业村
又成为各成校的示范和实习基地， 在农村经
济建设中发挥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推进，

即墨市各成人学校针对农民文化建设需求，

发挥自身潜力和退休老教师的才艺， 定期举
办戏曲演唱、 老年健身舞、 器乐演奏、 家庭
教育等培训和讲座。 在东部沿海协助当地文
化部门筹备举行了三届田横祭海节； 在中部
城区组建了

30

个老年舞蹈队、

40

个太极拳表
演队； 在西部组建了

6

个 “庄户” 柳腔剧团，

巡回演出近百场。 群众踊跃参与社区教育活
动， 弘扬了即墨传统文化， 丰富了农村群众
的业余文化生活。

在职教改革中做智慧型教师

伴着 《婚礼进行曲 》 的节奏 ， “新
娘” 与 “新郎” 相挽着缓步走过人们面
前。 这不是婚礼现场， 而是在日前举行
的北京市西城区

2008

年 “教育科研周” 职
教主场活动中， 北京实美职业学校教师
上的一节美容美发形象设计研究课。 该
研究课的主题是 “中职学校如何智慧地
教和智慧地学”。

中职学校教师的智慧应体现在对专
业教学的研究把握、 探求专业教学的有
效性和实用性方面。 职教教师经常遇到
这样的尴尬： “老师， 您教我们的东西
在单位用不上。” “老师， 我们都特愿意
参加单位的员工培训。” 或许这只是学生
无意的抱怨， 但有心的教师因此而反思：

“我们教的是学生需要的吗？” “如果学
生到了企业还要重新来学， 那该如何评
价我们的课程和教学？” 只有一个结论：

课程必须改革。

为此， 北京市教委 、 北京市职成教
研中心启动了 “以工作过程为导向进行

课程开发” 的第二轮课程改革。 这次课程
开发 ， 强调学生学习的内容来源于工作 ，

关注学生的职业成长过程， 使学生获得综
合的职业能力， 保证学生顺利就业 ， 并能
在职业岗位技术进步与发展中适应不断变
化的新需要。

以北京西城外事学校牵头的饭店服务
与管理专业项目组为例。 该项目组在对

50

家企业和近
300

名毕业生的调查中， 发现的
普遍性问题包括： 中职学校专业教学内容
与职业岗位要求距离较大， 多数学生进入
企业后还要进一步培训； 学生不能全面了
解企业的工作流程和主要工作内容 ； 课堂
教学理论多 、 实践少 ； 实习课程安排少 。

教师到企业一线通过观察、 访谈 、 收集资
料等形式， 了解了企业的职业活动和工作
流程以及质量标准等。 在这个调查和研究
的过程中， 教师重新认识了自己所从教的
专业， 也真正了解了学生未来的工作 ， 从
而确立了职业教育 “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

的课程观、 行动导向的教学观、 多元评价
的质量观。 这个研究过程， 为更智慧地教
与学作了进一步的铺垫。

■

本报记者 苏婷

以产业为依托
产学研合作办学

广东省中山市沙溪理工学校是首批国家级重点中
等职业学校。 学校以当地产业经济为依托， 设置了工
艺美术、 汽车运用与维修等

10

个专业， 建立了中山市
休闲服装工程研究开发中心， 不断拓宽产、 学、 研一
体化办学之路。

学校自创办以来， 已为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
展培养了近

3

万名各类中高级技能人才和管理人才。

在
2007

年、

2008

年的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服装技能大
赛中， 该校师生选手代表广东省参赛， 夺得了

4

个一
等奖。

荨

工艺美术专业学生在制作工艺品模型。

茛

汽车专业学生在上发动机拆装实训课。

本报记者 鲍效农摄

■

本报记者 孙军通讯员 李雨生

福建省邮电学校
喜迎

50

周年华诞
福建省邮电学校日前举行建校

50

周年
庆祝大会。 会上还举行了福建省通信职
业教育集团、 国家级通信技术实训基地
揭牌仪式。

福建省邮电学校创办于
1958

年， 先后
挂牌为福州邮电学校、 福建邮电专科学
校、 福建省邮电技工学校、 福建省邮电干
部学校 （培训中心）、 福建省邮电学校、

北京邮电大学福州分校。 办学
50

年来， 学
校紧跟邮电通信事业发展的步伐， 形成了
鲜明的办学特色， 培养了

1

万多名优秀通
信技术和管理人才， 为福建邮电通信事业
的迅速发展和进步作出了贡献， 被誉为福
建省邮电通信企业人才的摇篮。

（龙超凡徐锡光）

浙江省宁海县
“万龙”职教奖励基金颁发

浙江省宁海县第三届“万龙”职业教育
奖励基金颁奖典礼日前举行， 来自全县各
职业学校的

20

名教师和
46

名学生分别获得
了每人

2000

元和
1000

元的奖励。

“万龙” 职业教育奖励基金由宁波万
安股份有限公司和宁波金龙五金有限公司
捐资

50

万元设立。 奖励对象为热爱教育事
业、 吃苦耐劳， 在教学改革等方面作出显
著成绩的职业学校教师和学习勤奋、 德智
体全面发展且有创新能力的优秀学生。

（陈云松）

朱光力： 用责任演绎精彩人生
“我们最愿意听朱老师讲课， 一个很

难懂的问题 ， 经他一比喻就形象化了 ，

让人记得特别扎实。” “朱老师对所有同
学一视同仁， 用心回答每一个同学的问
题。” 在采访第四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
获得者朱光力的过程中， 深圳职业技术
学院许多学生发自内心的话语深深感动
着我们。

朱光力把教书育人作为自己的责任，

把对学生的爱融入了教育事业， 融进了
课堂。 他常说： “诚信为人、 敬业爱岗、

踏实工作， 是师德的最高境界。”

“教授手上要有油”

朱光力深知， 作为高职院校的一名
教师， 除了能把理论知识讲得深入浅出
以外， 还必须有较强的动手能力。

朱光力有着丰富的企业经历 。

20

世
纪

90

年代初期， 已是副教授的朱光力从
内地一所高校来到深圳一家大型外资企
业工作。 经过深入的市场调研， 朱光力
发现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是企业在激烈的
市场竞争中取胜的法宝。 经过一次次的
比较， 他提出了一个技术改造方案， 使
生产效率提高了一倍， 而生产成本却降
低了一半 。 因此他被提拔为技术部经
理 ， 有了非常好的经济待遇和发展前
途。 可是， 对于朱光力来说， 教书育人
始终是他心中割舍不下的情结 。

1995

年， 他来到刚刚建校的深圳职业技术学
院任教， 虽然待遇、 条件与企业相比差
了很多， 可朱光力却感到很高兴， 因为

他可以将自己在企业积累的经验传授给
学生。

尽管朱光力有
3

年的企业工作经历 ，

为适应不断发展的高职教育， 他仍然经
常一个人在实训室拆装液压、 气动回路，

以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动手能力。 他先后
通过省、 市举办的理论和实操考试， 获
得了广东省劳动厅颁发的计算机高级绘
图员证、 深圳市劳动局颁发的数控铣床
中级工操作证以及广州机械研究所颁发
的计算机辅助模具设计师证书， 成为一
名真正的 “双师型” 教师。

在许多人眼里 ， 教师就是穿着整齐
地在教室里给学生上课， 可朱光力却经
常穿着蓝色实训服， 带着学生一起在实
训室操作机床及各种设备， 弄得满手油
污 。 看到给自己上课的教授都不怕脏 ，

学生动手操作的积极性就更高了。

教学与生产无缝对接
朱光力经常深入企业了解专业人才需

求情况，并为企业提供技术服务。深圳西丰
城实业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塑料产品生产
的大型公司。 该企业曾在注塑某透明塑料
产品的生产过程中， 发现注塑出来的产品
表面出现银丝现象。为解决这个难题，朱光
力深入企业生产一线， 通过分析注塑成型
工艺参数、 调试设备和回到学校做对比实
验，发现问题出在模穴中的气体上。经过对
模具结构进行改进和调整注塑工艺参数，

朱光力为企业解决了这一难题。

朱光力到企业调研时曾接到一个项
目———自吸式热水淋浴器的模具设计与
制作 。 他把这个项目引进了模具

ＣＡＤ ／

ＣＡＭ

实训课程教学中。 根据设计，这款热
水淋浴器不需要任何动力即可将热水吸

上高处并喷洒下来， 且可实现冷热水的便捷
调控。实训课上，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开动脑
筋设计模具，自己购买模架及相关配件，并到
企业动手完成模具的加工与组装。 正是凭借
这个项目， 杨笑新等同学捧回了广东省第八
届“挑战杯”二等奖。同时，由于这款产品实用
性强、售价便宜，受到市场的青睐。

正因为朱光力着眼于把教学内容与生产
和生活实际相联系， 他目前已获得自吸式混
水器、 透明塑料内应力仪两个实用新型和全
自动立体车库一项发明专利， 成为学校里一
个名副其实的 “发明家”。

让学生体会成功与快乐
朱光力深知， 要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

就要让学生在学习中体会到成功与快乐。 在
模具

CAD/CAM

实训课上， 朱光力都会让学
生设计一款塑料放大镜。 为了设计出满意的
作品， 同学们一起讨论， 拿出了各种不同的
设计方案。 看着自己设计和制作的放大镜，

他们高兴地说： “没有什么比这更快乐了，

因为这是我自己设计的。” 学生自然对专业
课学习多了一份信心。

作为国家示范性建设专业———计算机辅
助设计与制造专业的创始人和首任专业主
任， 朱光力带出了一批专业骨干教师。 从备
课到讲课， 从板书到表达， 朱光力都会对青
年教师进行细心指导。 现任该专业主任的周
旭光就是朱光力一手带出来的。 谈到朱光力
的指导， 他深有体会地说， 朱老师特别强调
课堂教学的重要性， 他常说只有把每堂课备
好， 讲好每堂课， 才能让学生以较少的时间
获取较多的知识， 年轻老师一定要重视备课
和讲课这两大环节。 在朱光力指导的教师
中， 有

5

人取得副教授资格， 两人目前分别
担任本专业的正、 副主任， 他带出了一支实
力雄厚的专业教学团队。

从学院首届 “金牌教师” 到 “南粤教书
育人优秀教师”， 再到第四届高等学校教学
名师， 无论获得多么高的奖项， 朱光力从不
沾沾自喜。 他时刻铭记着 “教书育人是教师
的天职”。

朱光力在给学生上实训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