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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校企融合
推进教师专业发展

美容美发专业在以中国美发大师

莫愁命名的大师工作室引领下，以行业

企业为依托，校企合作为主线，实现校企

深度融合，全面推进教师专业发展。

制度保障，提升服务能力。学校制

定大师工作室管理制度，形象设计教研

室联合大师工作室组建美发、美容、形

象设计等专家团队。工作室制定整体

发展规划，定期召开研讨会议，指导专

业建设，每年承担省市行业和教育部门

的职业技能大赛，在职业标准建立、专

业教学指导、行业技能鉴定、资源共建

共享等方面提供专业服务。

大师领航，实现双师育人。学校

邀请美发美容大师莫愁，名师焦玉龙、

王磊、李旭等进校园，与专业教师“结

对子”，签订师徒协议，实施专业教学

“双导师制”。一是建立专业教学团队

成员成长档案。大师团队引入世界技

能竞赛评价标准，培养提高结对教师

专业技能。二是形成考核机制。要求

教师积极参加国际、国家、省市各级专

业技能竞赛和国家教学能力比赛，教

师定期深入企业进行岗位实践。同

时，建立与企业同配置的实训中心，教

师与师傅共同育人，建立人才培养创

新机制，培养创新创业人才。

证赛促教，提升专业能力。在工

作室的培养下，专业教师考取职业资

格证书，教师团队整体实力大幅度提

升。多年来，专业教师分别考取一级

和二级美发师、二级美容师、一级化妆

师、一级形象设计师、二级心理咨询师

等职业资格证书。其中，全国美发大

师2人、湖南省美发美容名师5人。贺

佳、周璨是市级骨干教师，周思辰是市

级青年岗位能手。周璨、周思辰和罗

宁几位教师与企业导师组队参加2019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

赛获得二等奖的优异成绩。

强化教学改革
全面提升发展质效

教学改革是促进教学质量提高的

重要手段。形象设计教研室对大师工

作室建设实践进行归纳分析，总结专

业建设经验，积极探索教学改革研究，

校企共建共享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

精品课程，合作出版教材，全面提升发

展质效。

2019年，《美发与形象设计专业教

学资源库》入围湖南省职业教育专业

教学资源库“备选”项目。资源库经过

学校、行业、企业共建共享共用，于

2020年顺利成为湖南省职业教育专业

教学资源库项目。该项目由教师贺佳

负责，大师工作室牵头，借助 3 个行业

协会、1 所职业学校、11 家美容美发企

业和1家软件公司的实力，创建由业界

专家、学校专业教师和行业知名企业

大师名师等组成的精英团队，包括省

内外职业教育教学专家16人和行业企

业专家 15 人共同参与资源库建设，在

平台共建19门课程。专业资源库建设

集中了省内行业大多数职业素养、专

业技术过硬的优势资源，专业资源建

设步入新台阶。

在卓越校建设中，专业骨干名师

与行业企业大师共同主持或参与国家

级、省级专业课题研究，主编或参编国

家级、省级教材。

由周思辰主持，曾慧、黄展博、周

璨、贺佳组成的教学团队共同建设的

《化妆基础》课程立项为湖南省中等

职业教育优质精品课程建设项目。贺

佳联合企业修订校本教材《洗护技

术》，将优秀企业文化与技术引入课

程，紧贴企业岗位改革教学方式方

法，开展项目教学、案例教学、场景教

学。该教材从 2019 年至今一直在长

沙财经学校、长沙丝域企业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简称“长沙丝域”）、湖北科

技职业学院等 10 余家单位使用，反映

教材的实用性和实战性与市场需求十

分契合，得到一致好评。由贺佳主

编，长沙财经学校熊骥锋、余佳丽、刘

军、莫愁，长沙丝域王磊、谭森，宁波

卫生职业技术学院章益、于君桐共同

参编的教材《头发洗护技术与应用》，

将作为全国职业院校形象设计专业

“十四五”新形态规划教材，由湖南人

民出版社正式出版。

截至目前，专业主持省级以上课

题研究结题 4 项，撰写论文、案例 14

篇，发表6篇，获国家级奖项6篇，省级

奖项7篇。

创新育人方式
灵活教法促学生成长

学校依托大师工作室，打造“大师

弟子班”，建立师徒弟子代际传承机

制，推行技能大师带徒制度，培养能与

市场接轨的高素养专业技能人才。

大师指导，技能成才，树立行业专

业精英。2019年9月，美发专业教师余

佳丽在法国巴黎参加第 40届 OMC世

界杯发型化妆美甲大赛高级女士时尚

组新娘发型赛项获得了第二名的不俗

成绩。作为湖南省美发行业的代表首

次参加国际比赛，便站在了领奖台

上。余佳丽还获得中国美发美容协会

授予的“中国美业杰出青年工匠”“最

佳新人奖”两项荣誉称号。

匠心传承，以身示范，培育专业技

能人才。在优秀大师弟子余佳丽的影

响下，“大师弟子班”得以传承。余佳

丽自 2016 年大学毕业回到母校后，经

过多年的专业教学实践，逐步成为

“ 大 师 弟 子 班 ”的 班 主 任 和 专 业 教

师。她以技能成才，与莫愁、贺佳、莫

怕组成教练团队共同指导学生获奖无

数。在学生心目中，她成为了年轻的

“大师”接班人。

产教融合，开拓渠道，培养专业创

新人才。学校与养发行业的龙头企业

长沙丝域在师资培训、预备员工培

养、实训基地等方面签署合作协议，

开展现代学徒制产教融合深度合作，

设立“校企合作人才培养实训基地”，

创新开设《头皮管理技术》课程，为学

生专业发展开辟新途径。

名师高徒，持续成长，成就学子辉

煌人生。大师优秀弟子游乐在长沙丝

域工作表现优秀，仅短短一年时间就

被破格提升为公司储备店长。在之后

的管理培训中，她不断强化自己的管

理能力，由于表现突出破格晋升梅溪

湖门店见习店长。从实习到就业，游

乐用2年不到的时间成长为见习店长，

工资也逐年增长，年薪近 15 万元。游

乐是校企共育的典范，她在收获成长

的同时，同样为服务地方贡献着自己

的一份力量。

典型为范，灵活施教，打造人才成

长基地。学校以游乐的成长轨迹为榜

样，经过多年调研实习实训和就业情

况，与长沙丝域共同设立“双创美发实

习实训基地”。同时，校企共同将专业

洗护室改建成洗护养发功能于一体的

“养发实训中心”。该实训中心按照企

业实体店 1:1 复制，设备先进，功能齐

全，能更有效培养学生在养发行业的

前瞻意识，专业技能学习实训更具实

战性。

以赛促学，硕果累累，为服务地方

发展赋能。学校近年来指导学生参加

国家、省、市各级专业技能竞赛获奖

684项。其中，在各级技能大赛中获得

世界级银奖1项，省级金奖4项、银奖6

项、铜奖1项；行业国家级金奖3项、银

奖2项、铜奖4项，行业省级金奖26项、

银奖 45项。90%左右的毕业生在本地

就业，优秀毕业生已有数人自主创业，

建立了自己的品牌企业。“大师弟子

班”的弟子经常与省行业协会一起组

织志愿者服务活动，为社区居民进行

美发、化妆、盘发、美甲等活动，每年服

务社会200人次左右，让学生体会到在

校学习与生产实践密不可分，也增强

了学生感恩和服务的意识。

经过 12 年的研究与实践，长沙财

经学校美容美发专业建设在大师工作

室引领下取得了丰硕的理论和实践成

果。2019年度湖南省教育体制改革试

点项目结题会上，校长陈全宝作了《以

“大师工作室”引领专业成长》的主题

发言。熊骥锋、贺佳撰写的案例《以

“大师工作室”引领专业成长——长沙

财经学校美发与形象设计专业产教融

合创新实践》入选教育部 2021 年产教

融合校企合作典型案例。《依托“大师

工作室”深化中职美容美发专业“三

教”改革的实践创新》获得2021年湖南

省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依托“大师工作室”引领专业成长
——长沙财经学校美容美发专业“三教”改革的创新实践

□ 贺 佳 熊骥锋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指出：教师是根本，教材
是基础，教法是途径，三者形成一个整体，解决教学系统中

“谁来教、教什么、如何教”的问题。近年来，长沙财经学校紧
扣“三教”改革，以行业企业大师领衔的“大师工作室”为载
体，与行业企业深度融合，在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下积
极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发挥大师工作室在带徒传技、技
能攻关、技艺传承、教学改革、社会服务等方面的示范、引领
和辐射作用，进一步深化专业内涵建设，走出了一条示范化、
内涵化、集团化的专业建设之路。

·广 告·

贺佳贺佳、、莫怕莫怕、、周周

思辰思辰、、余佳丽老师带余佳丽老师带

弟子们义务服务湖弟子们义务服务湖

南日报社区老人南日报社区老人

打破职教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

司长陈子季曾提出“2022 年要聚焦

‘提高质量、提升形象’两大重要任

务，改变社会对职业教育的刻板印

象”。长期以来，职业教育成了学生

的“无奈选择”，被贴上“低人一等”

的兜底教育标签。要匡正这一偏

见，职业教育应该抓住当前高质量

发展的契机，向内狠抓质量，向外扩

大影响，多方协同发力。

职业教育在高质量发展中改变

形象。近年来，一系列重要文件从

职教高考、产教融合、师资队伍建

设、现代职教体系构建等方面规划

了职业教育的顶层设计，勾勒出“施

工图”“线路图”，促进了职业教育的

健康快速发展。我校近年来立足阻

碍学校发展的堵点痛点，加强师资

队伍建设，深化“三教”改革，逐步提

高育人质量。同时尝试多元办学，

在中职教育的基础上与高职院校联

办三二连读及五年贯通一体化培

养、与普通高中联办综合高中试点，

受到学生、家长和社会的好评。学

生从入校时的胆怯不自信、厌学无

追求，到毕业时获得实习单位认可

或升入高职院校学习，其变化成长

是显而易见的。

去年服装专业毕业答辩会上，

在恒尼智造（青岛）科技有限公司实

习的一名学生设计的26款内衣最终

有 6 款被选上参与全国订货会，她

说：“我的努力得到回应，我的尝试得

到肯定，我越来越自信。当我的设计

变成生产线上一件件衣服时，我想我

终于成功迈出了第一步……”通过5

年的学习，学生在职业学校找到了自

己的发展之路。

职业教育在多方支持中维护

形象。职业教育的发展离不开国

家政策的引领，离不开社会及企

业、家长等群体、人员的支持，职业

教育的形象提升需要社会各界的

共同努力。1926 年黄炎培提出了

“大职业教育主义”思想。黄炎培

认为，职业教育要加强与普通教育

的联系，把职业教育贯穿于各级各

类教育中，建立贯穿小学、初中、高

中、大学或就业后各阶段的职业陶

冶—职业指导—职业训练—职业

补习和再补习的职教体系。同时

指出“改良职业教育必同时改良普

通教育”，要改变学生“有读书无服

劳”的惯习、“任重有所不胜，位卑

又有所不屑”的病根。此病根至今

仍然影响着人们对职业教育的刻

板印象。我们要树立劳动光荣、技

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让

学生从小能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

智能特点自由选择适合自己的发

展之路，为将来的美好生活努力学

习专业技术。

职业学校需要打开校门办教

育，积极参与社区教育、老年教育、

启蒙教育、终身教育等项目建设，与

社会各界互联互通，共建共享，将学

校的高质量发展成果及时展示，以

获得社会各界的认可，这是职业教

育形象改变的基础。

职业教育在服务发展中树立形

象。职业教育只有担负起这个职

责，才能树立起良好的社会形象。

在服务学生方面，职业学校是否坚

持立德树人，德技并修，以培养高素

质技术技能人才为宗旨，为学生的

就业和升学奠定基础，为学生的精

彩人生奠基；在服务企业和产业方

面，是否做到围绕产业结构调整不

断进行专业调整和改造，加强校企

合作、产教融合，使人才培养与产业

需求相对接；在服务社会发展方面，

是否发挥职业教育的引航效应，成

为国家建设和经济发展的“技能人

才库”和“技术创新库”，在打造制造

强国、传承民族传统文化、促进经济

发展、提高国家竞争力等国家战略

中作出贡献？正如黄炎培先生提出

的职业教育的目的：“谋个性之发

展，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为个人服务

社会之准备，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

产力之准备。”这是职业教育树立

良好形象的根本。

职业教育做好了这些准备，也

就担当起了新时代赋予职业教育的

职责，职业教育“低人一等”的刻板

印象也就随之改变。“有学头、有盼

头、有奔头”的职业教育必将成为学

生的主动选择。

（作者系山东省青岛高新职业

学校副校长）

从被动分流到主动入流
□ 曲桂蓉

第一视点

中
深层次考量“普职分流”，问题的

实质是人们对职业教育仍存在刻板

印象。笔者认为，要改变人们对职业

教育的刻板印象，就要培养出抬头挺

胸的学生来。

中职生抬头挺胸，是中职教育不

是差生教育的最好证明。在“普职

分流”中，被分流到中职学校的学生

被称为“中考的失败者”，这种观念

显然是错误的。社会的正常运转离

不开三百六十行，而三百六十行需

要多种类型、多种层次的技术技能

人才。职业教育正是为三百六十行

提供技术技能人才支撑的教育类

型。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职业教育能

否培养出满足各行各业需要的多层

次的技术技能人才。身为中职教

师，笔者认为，我们要证明中职教育

不是差生教育，就要让学生凭借良

好的综合素养和技能特长，赢得用

人单位青睐。

要把学生培养好，既要着重推进

人的全面发展，又要符合中职生的身

心成长规律。要树立以生为本的教

育理念，帮助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

子。从中职生现实情况出发，我们的

首要任务就是帮助学生从“中考失

败”的阴影中走出来。这就要求我们

积极实施“赏识教育”，积极探索“适

合的教育”。

有一位学生在日记中曾这样写

道：“说实话，我一个学期都没有接

纳中职教育，我也曾经后悔，但我从

不表现出来。我不想把自己最不堪

的经历示人。我感觉很对不起自己

的父母，我辜负了他们的期望。我

有一颗不服输的心，我不愿被打入

尘埃。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我逐渐

释怀，每天我依然还会想这些事，这

样才能不断激励我。时间会让你的

伤痛悄悄恢复，但仍然会有瑕疵。”

这位学生就是笔者信赖且引以为傲

的班长。在老师和同学眼中，这么

优秀的学生居然也没有站起来的底

气。面向未来，给孩子一个值得向

往的朝向，比如一个温暖的班集体，

一个能通过努力达成的有意义的目

标，他们是不是就能够逐渐走出自

卑，健康、阳光、快乐地成长了呢？

这都需要老师积极探索引导学生、

帮助学生知道怎样获得自己想要的

东西。

有人曾经说过，中职教育因为摆

脱了高中三年的“应试教育”，挣脱了

高考的桎梏，师生都获得了自由，因

此中职教育是距离教育本质最近的

教育类型。从这个意义上看中职学

校的“三教”改革，无论教材、教法还

是教师，都应该指向一个目标：让中

职生在学校里有归属感和成就感。

对中职生，与其补短，不如扬长；与其

抓住他们“不行”的地方千方百计予

以约束、矫正，不如让他们管理好自

己的“不行”，同时把“行”的一面尽情

展露出来。

当前，中职教育的功能已经由就

业导向转为“就业与升学并重”。然

而无论就业还是升学，中职学校都应

该在“职业”上下功夫，努力培养学生

的职业能力和职业精神。社会分工

有差别，职业分类无贵贱。“三百六十

行，行行出状元”。

（作者系河南省郑州市财贸学校

教师）

培养抬头挺胸的中职生
□ 付玉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