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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职业学校的专业建设，不

仅是中等技术人才培养的重点，也

是学生实现人生价值通往理想高峰

的平台。较高的专业认同感，能很

好地激发学生的自豪感和责任感，

从而将职业当成自己的事业。中职

班主任必须给予学生正确的专业引

导，努力培养学生的专业认同感和

专业情怀。

小李是汽修班的学生。从入学

起，他就没有认真上过一天学。文

化课上，他总是趴在桌子上睡觉，作

业从来不做；专业课上，他老是躲在

最后面，不仅不认真观摩老师的演

练，而且从不动手操作。疫情期间，

不仅缺席所有的线上课，而且不接

听电话，不回复短信。他的家长工

作忙，平时很少在家，拿他一点儿办

法也没有。

后来我了解到，中考失利后，因

为没有考上普通高中，小李有些心灰

意冷。学校，是他爸爸帮着选的；专

业，也是他爸爸帮着挑的。家里对他

的学习也没有什么要求，只希望他安

稳毕业就行。

这样说来，小李的问题就十分明

显了。因为中考失利，迫不得已选择

中职，家庭对他的学业没有要求，没

有就业压力，所以他也没有什么学习

动力。当初报志愿时，小李并不了解

汽修专业，看不到专业的发展前景，

感受不到专业的魅力，对自己的专业

缺乏认同感。

怎么想办法让小李走进专业？

小李很喜欢摆弄计算机，特别擅

长做 PPT。我决定先忽略他的学习

态度和作业问题，邀请他加入班级主

题班会与班级活动的策划小组。

每个学期，我们班都有两次与专

业有关的主题班会，还有两次专业主

题活动。小李走马上任后，先后协助

制作了 4次主题班会的 PPT，参与策

划了 3 次主题活动。每次他都会跟

同学一起收集大量与专业相关的素

材。那些高精尖的生产工艺和流程，

那些高性能高品质的汽车产品，那些

手艺精湛的技术工匠，让他眼前一

亮。他主导制作的PPT，无论是色彩

搭配、文字解说，还是版面设计，处处

彰显着“汽车人”的自豪。他的努力

得到了同学们的一致肯定，他本人也

被冠以“PPT大师”的美称。

作为主题活动的策划人员，小李

有更多机会与优秀学长、专业名师、

企业负责人接触。每一次汽修人才

讲座、企业参观，都让他了解到更多

的汽修专业知识，感受到汽修专业的

独特价值。

观念慢慢改变了，但技能上不

去，小李仍无法获得真正的专业认

同感。

我校汽修专业采用的是现代师

徒制教学模式。新学期开始，我联

系了实训课老师，请他专门挑选小

李做小徒弟，单独手把手教授他技

能。班主任的重点关注，专业老师

的重点帮带，同伴的重点关爱，使小

李迅速赶了上来。二年级时，小李

凭借出色的汽修技能，成为本专业

的技能小明星。

教育的效果取决于学校和家庭

教育影响的一致性。那年春节，小

李全家在外旅游。大年三十晚上，

车子抛锚了。周围的汽车维修店都

关门了，一家人被困在路上，不知道

怎么办才好。情急之下，小李给我

打电话。在我的指导下，他克服了

内心的焦躁和畏惧，最后竟然成功

发动了车子。一家人都对他竖起了

大拇指。

从那以后，小李全家都支持他学

汽修。三年级，班级开展模拟面试活

动。我特意邀请了小李的家长扮演

行业的面试官，让小李看到家长对他

的关注，也让家长有机会看到小李的

成长。

专业技能的意义在于学，更在于

用。学以致用才能让学生更真切地

体会到专业技能的价值。

我班先后开展了系列班本专业

建设活动，诸如“实操能手我评选”

“超级工匠我来秀”“教学秘书我来

当”“志愿服务我愿做”“汽修技能进

我家”等。一开始，小李游离于这些

活动之外。自从在“汽修技能进我

家”活动中尝到了甜头，获得家长的

称赞和肯定之后，他就有劲了，先后

参与了班级和学校的多项志愿服务，

带着汽修小技能走进校园，为老师服

务；走进社区，为邻居服务。小李所

在小组还利用擅长的短视频拍摄技

术，开设了班级的抖音平台，为班级

同学录制汽车维修知识小视频，获得

了不少称赞和肯定。

除了活动之外，小李还参与了校

级、市级比赛。在这些实践活动、技

能比赛中，小李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存

在感、满足感、价值感和幸福感。

我曾听过这样一个故事。29 岁

的米开朗琪罗雕刻出旷世巨作《大

卫》，世人问他是如何创作出来的，他

说，大卫本来就在石头里面，自己只

是让大卫走出来了。每一个中职生，

都是独一无二的“大卫”。他们被包

裹在职业生命的石头中，默默无闻，

平淡无奇。作为教师，我们要做的就

是看到他们职业生命的存在，竭尽所

能帮助他们勇敢地走出来，成为一个

“职业大卫”。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当阳市职业

技术教育中心）

2021 年 3 月，江西制造职业技

术学院教职工的朋友圈被这样一条

消息刷屏了：“在 2021年全省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中，我校200余名学生参

加了高职组 39 个竞赛项目，获得一

等奖 13 项、二等奖 15 项、三等奖 13

项，在全省高职院校团体总分中排

名第四，连续三年跻身全省团体总

分前五行列。”

取得这样的成绩实属不易。位

于英雄城南昌的江西制造职业技术

学院创办于 1978 年，前身是江西省

机械职工大学。学校推行产教融合

的职业教育模式，实施产教对接、学

研结合、训赛融通的培养思路，构建

了“产学研训赛”五维联动的人才培

养新模式。2020年4月，学校被省教

育厅认定为江西省优质专科高等职

业院校。

“产学研训赛”五维联动

市场的需求是职业教育办学的

导航标，市场需求在哪里，办学的突

破点就在哪里。江西制造职业技术

学院牢牢抓住市场这个关键要素，面

向产业推进共享互融，从而强化学生

岗位技能培养。

“我 2017 年考入智能控制技术

专业，刚入校就踏上了学校产学研

训赛的列车，从专业课学习到合作

企业实习，再到参加省赛、国赛，一

个都没有落下。”2019年全国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高职组“制造单元智能

化改造与集成技术”赛项一等奖得

主曾得城说。

坚持产教对接，实现教学与生

产 的 融 合 ，是 学 校 教 学 的 主 要 抓

手。学校鼓励教师、学生承接企业

横向课题和外协生产任务，推行理

实一体化教学；紧跟岗位核心技能

培养需求，紧跟企业新技术、新工艺

发展，将企业真实项目融入教学、课

程，推进项目化教学的课证融通；积

极面向行业、企业技术发展，推进校

内实训基地的资源共享、功能互融，

实现基地设备生产化、环境真实化、

教学任务化。

坚持学研结合，引领技术与项

目 的 融 合 ，是 学 校 教 学 的 重 要 助

手。学校坚持推进教学、科研互动，

鼓励教师为企业开展科研技术攻

关，鼓励科研生产人员从事教学活

动，实现教学、科研的相互交叉与融

合；以企业实际问题解决为重点，将

企业技术研发项目、科研课题和创

新性研究引入教学过程，整合为教

学内容，以典型案例为主线进行教

学设计，全面实行和推广启发式或

互动式等教学方法；将大量鲜活的

实践案例凝练为紧跟生产实际需求

的选修课、实训专题和毕业论文选

题等，将学生带入实践领域。

坚持训赛融通，促进创新与训练

的融合，学生通过项目实践实训和技

能大赛锻炼实现个人技能的飞跃。

学校注重依托企业的真实生产项目

和技术研发任务，确立科技竞赛和科

研创新活动内容，组建学生科技创新

兴趣小组，组织学生团队参与科技项

目研究，开展“学生团队+教研平台+

企业项目”的创新能力训练实践，并

在专家、名师指导下将其提炼、总结

为“挑战杯”、创新创业大赛的竞赛项

目。2021 年 5 月，在第十七届“挑战

杯”江西省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

竞赛上，学生作品《精密成型模具表

面复合强化及尺寸精确控制研究》荣

获特等奖。

学校还坚持开展全校性技能活

动月或技能比武活动，以赛促学、以

赛促教、以赛促训。“每年5月是学校

技能活动月，在这期间学生沉浸在浓

浓的技能比拼氛围中，大家在比中增

动力、在学中强本领、在赶中争一

流。”智能制造分院院长范洪斌介

绍。与此同时，江西制造职业技术学

院强调整合竞赛资源，将参赛作品转

化为教学资源、案例等成果，以竞赛

内容贯穿指导专业教学工作，将省

赛、国赛等竞赛项目引入学生实训教

学设计和科技创新活动，将模块化技

能训练任务作为案例教学项目，将实

际项目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以项目

化教学推进课赛融合。

“第一课堂”
牵手“第二课堂”

学校大力拓展课内外活动载

体，让第一课堂牵手第二课堂，共

同培育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工匠精

神。将生产协作、技术研发、科技

创新等活动融入第二课堂，把学生

社团活动纳入实践教学体系、融入

人才培养方案，突出学生的实践能

力、创新能力和工匠精神。无人机

社团指导教师宋金波感悟到，把第

一课堂的专业教育延伸到学生感

兴趣的社团活动中，学生学得更深

了、更实了，教师教得也更精了、更

透了，形成了教学中的叠加效应，

实现了“1+1>2”的收效。

“校手”牵“社手”，把第二课堂与

服务社会实践育人结合起来。学校

鼓励学生把专业技能运用到社会实

践服务中。每年的学雷锋活动月，学

校电子技术协会的学生都会深入社

区开展家电维修服务。学生游志鹏

认为，进社区维修可以检验自己的专

业水平，通过做中学、学中做，既服务

了社会，又提升了技能。

强手牵新手，把第二课堂与创新

能力培育结合起来。依托学生兴趣爱

好，学校在专业教师指导下成立科技

创新社团，开展项目研发，组织参加

“挑战杯”大学生科技创新大赛，参与

教师科研课题的申报立项与研究。学

校智能机器人协会和天志创客团队，

组织学生参与省级以上课题5项，参与

申报国家授权专利4项，参与发表论文

5 篇，参加省级以上竞赛 40 多项次。

学生吴耀中说：“从一名懵懵懂懂的新

生，到把省级、国家级荣誉收入囊中，

我很感谢老师的指导和陪伴，有时为

一个结构设计，老师都会陪我们演练

到深夜。”

多维助力教师成长

在学校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教

师是重要的因子。为此，学校坚持紧

密对接岗位、对接职业，建立制度保

障为教师专业提升赋能。

青年教师刘兰兰表示，自己就是

学校“双师”教师培养的受益者。入

校以来，她全程参与校企协作项目，

实现与企业岗位的“零对接”，提升了

工程实践能力和服务水平。经过多

年的锤炼，她和团队站上了 2020 年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师教学能

力比赛的领奖台。

江西省技术能手、全国机械行业

技术技能大师，并入选教育部产业导

师资源库的靖娟对学校的教师技能

培训也深有感触。通过企业实践和

产教融合，教学中她注重将岗位核心

技能和国家职业标准融入所讲授的

工业机器人专业核心课程，并紧密对

接职业实现科技攻关、技能竞赛、1+

X 证书考核与专业技能训练互融共

通，实现学生技能的提升。

副校长付江帆介绍，自 2014 年

以来，学校推行“全员考核、绩效动态

管理”，坚持开展部门年度工作目标

考核、教职工年度绩效考核和学生综

合素质测评，最大限度鼓励师生参与

科研、生产、竞赛和项目建设等活动，

多维度助力教师成长。

产教对接、学研结合、训赛融通，

这就是江西制造职业技术学院人才

培养创新实践的内在基因。

用“岗课证”融通解好
“1+X”这道题
□段亚宝

2019 年 4 月，教育部、发改委等联

合下发《关于在院校实施“学历证书+

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试点方

案》。江苏省灌南中等专业学校自2019

年 8 月起成为国家首批“1+X”改革试

点学校。学校一直围绕 3 个问题进行

探索：“X”证书标准与专业教学标准如

何相互对接？“X”证书培训内容与专业

课程内容如何相互对接？“X”证书培训

教师与专业教师能力如何对接？经过

探索，学校形成了“岗课证”融通模式

——岗课融合、课证融通，实现人才培

养质量和培养模式双提升。

“岗课证”融通，学得更有劲

19 汽修 2 班学生苗冲是我校实施

“岗课证”融通模式后第一批晋升“一级

小师傅”的。他在日记中写道：来学校

快一年了，课上听得一直糊里糊涂。虽

然老师讲的这些知识很重要，但我真的

不知道学这些有什么用。后来学校申

报了我们这个专业的“1+X”项目，请来

了 4S 店的师傅和我们老师一起上课：

周一、周二在 4S 店，全程由师傅讲解，

老师和我们一起跟学，晚上撰写训练日

记，发布在班级群里；周三由我们先行

跟学的人把所学内容传授给“结对同

学”；周四在汽修实训车间进行考核。

考核过关，师傅就给我盖“通过”章，就

可以进入下一环节学习；周五考核未过

关的学生加练加考。今天，我终于成为

一级小师傅，能带徒弟了。

在“岗课证”融通中，有“128N”培

养链，即“一位企业师傅+两位专业教

师带 8 名学徒，8 名学徒学成之后带 N

名学徒”。还有梯级晋升制度：跟学学

生初定为三级学徒，向上可晋升为二级

学徒（获2个“通过”）、一级学徒（获4个

“通过”）、三级小师傅（获6个“通过”）、

二级小师傅（获8个“通过”）、一级小师

傅（获 10 个“通过”并考取证书），学校

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学生许

旭奎通过两轮认证（课程结束前，进行

第一轮考核认证，由 4S 店师傅和带队

教师联合考核，通过后参加第二轮全国

“1+X”证书考核），并晋升为一级小师

傅，且带起了 5 名小徒弟，他的小徒弟

也都通过了全国“1+X”证书考核。

“岗课证”融通，教得更明白

张勇是学校第一个考取“1+X”考评

员证书的教师。学成归来，他在校系两

级教研团队的协助下，根据“X”的考核

标准，依据4S店实际需求，修订人才培

养方案，进行岗位分析，确定岗位目

标。他把“1+X”中的“1—3车电子电气

与空调舒适系统技术—模块”拆分成10

个子模块，并与汽车行业中的“4S”有机

融合起来，形成了学用紧密结合的教学

模块化体系。他说：“通过这样的融合，

知道了我要教什么、怎么教、为什么这

样教。我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

性、培养学生的适应性，为学生的可持

续发展夯实基础。”

“岗课证”融通，激发了师生的成长

需求，大家都朝着“专”“能”“精”的方向

努力，成为教学上的“明白人”。目前，

我校有 10 名教师考取了考评员证书，

重新修订了6个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

“模块化”“项目化”成为普遍的技能课

教学模式，各种大赛的参加人数、获奖

人数连年居全市前列，更是实现了省赛

金牌的突破。

“岗课证”融通，招得更省心

田祥林是灌南县一家汽贸公司负

责人，与我校合作多年，“岗课证”融通

模式实施后，校企之间的合作又向前迈

进了一步。“现在，参加‘1+X’考证的学

生，一周有两天在我们店里实习，上手

特别快。以前，我们一般都不大愿意招

刚毕业的中职生，他们没什么实践经

验，还不如直接从劳务市场招熟练工。

现在好了，用什么就学什么，学什么就

考什么，有正规资质，又有过硬的技能，

这样的毕业生用起来很顺手。”

不只是田祥林，更多用人单位尝到

了“1+X”改革的甜头。截至 2021年 12

月，学校共申报了 6 个证书试点，参与

考 核 162 人 ，通 过 141 人 ，通 过 率 达

87%，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学生的对

口就业率一直在90%以上。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灌南中等专业学校）

让“内心的大卫”走出来
□ 徐 涛

江西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面向产业推进共享互融
□周书贤

学
校

榜榜
样样

教改探行 育匠有方

学生在数控实训基地开展生产性项目实训

学生创新团队在开展项目研发讨论

市场的需求是职业教育办学的导航标，市场需求在哪里，办学的突破点就在哪里。江西制造职业技术学院牢牢抓住市
场这个关键要素，构建了“产学研训赛”五维联动的人才培养新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