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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任洁 文/摄

求新求变走出职教名师之路

职业教育领域从业20余年，
主持参与17项国家、 市、 区级课
题， 其中9项获得北京市和朝阳
区教学成果奖， 被评为2018年北
京市师德先锋。 北京市学科带头
人、 劲松职业高中西餐烹饪专业
副主任王跃辉总结自己职场的成
功特质， 就是永不满足的求新求
变精神。

艺无止境，取得专业
多个认证证书

烹饪是北京市劲松职高的王
牌专业， 全市四五星级酒店大多
有着该校毕业生的身影， 能在这
样的专业出名， 王跃辉自有其独
特的 “过人之处”。

王跃辉从小喜欢厨艺， 没事
就爱扎在厨房看大人做饭， 所以
成绩很好的他中考时放弃了保送
示范高中的机会， 选择了去劲松
职高。 他记得老师告诉学生最多
的一句话就是 “艺无止境”， 厨
艺学习是一辈子的事情。 他把这
四个字当作座右铭 ， 并贯彻至
今。 对烹饪行业有兴趣并愿意钻
研， 是他成为业界名师的前提。

1992年， 名列前茅的他被学
校选送去德国深造两年。 珍惜机
会的他在当地玩命学习各种西餐
技术， 拿到了含金量非常高的联
邦德国工商管理局IHK职业资格
认证。 因为表现优异， 他得到实
习酒店老板的青睐， 对方亲手写
了一封表扬信贴在大门口， 告知
实习生向他学习， 祝贺他通过自
己努力取得这么优秀的成绩， 并
奖励给他500德国马克奖金。

从海外归来回校任教， 他一
边教书， 一边继续磨炼厨艺， 向
同事学习中餐烹调技术、 找机会
进酒店工作实习、 自费到法国学
习西餐制作， 突破中西餐技术瓶
颈， 完善知识结构。 他先后取得
西式烹调师高级技师、 高级中式
烹调师、 北京市职业技能鉴定高
级考评员、 北京市技能竞赛高级
裁判、 国家职业技能竞赛西餐一

级评委等一系列专业认证证书，
在中烹协组织的全国海产中西合
璧新菜大赛中获得金奖。

厨界无边勤作桨， 教海驰舟
艺为帆。 “教学是一个不断输出的
工作，要想让学生获得源头活水，
教师必须不断在技术上充实自
己，专业技艺要过硬。 ”他总结道。

求新求变，重构西餐
冷菜厨房学习单元

在王跃辉看来， 作为一名教
师，个人技艺高超远远不够，还要
适应时代变化， 敢于求新求变，
并把先进知识技能传授给学生。

2008年， 北京市职教领域的
18个专业率先开始工作过程导向
课改试点， 看着本校中餐专业出
色完成课改任务， 他特别羡慕。
西餐没有接到试点要求， 要不要
主动迈出课改的一步呢？ 在学校
和专业组的支持下， 他开始 《西
餐冷菜厨房》 课程建设， 与威斯
汀酒店、 长富宫酒店、 王府井艺
苑皇冠假日酒店等五星级酒店的
厨师长合作， 开展市场调研和职
业分析。 在此基础上， 他打破旧
有的课程结构， 重构西餐冷菜厨

房学习单元， 形成以工作过程为
导向的任务型专业课程， 帮助学
生实现职业能力的螺旋式上升。

2014年9月 ， 王跃辉编写的
国家精品教材 《西餐冷菜制作》
正式出版 ； 2016年 ， 他主持的
《西餐冷菜》 课程通过验收， 成
为朝阳区首批职教精品课程。 作
为西餐专业学科带头人和全国餐
饮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成
员， 他还主持了国家西餐烹饪专
业教学标准的开发编写， 牵头完
成北京市西餐烹饪专业实习实训
基地装备标准的编制。

近年来， “微课” “翻转课
堂” “混合式学习” 等新概念纷
至沓来， 让人眼花缭乱。 是安于
现状还是勇于接受？ 在校长郭延
峰的带领下， 王跃辉以西餐冷菜
课程为阵地开展混合式教学， 将
各种技能学习资源、 环境和方式
优化整合， 打破传统课堂的时空
局限， 形成基于混合式学习的实
训课教学模式， 先后4次代表学
校上混合式教学研究课 。 2018
年， 学校将这一模式作为教学成
果申报朝阳区教育教学成果奖，
并成为本年度全区最高成果奖中
唯一的职教成果。

教学创意，建立“三
级三跨”综合实训体系

仅仅学习理论毕竟还属于
“纸上谈兵”， 职教生更强调动手
能力的熟练掌握， 具体到烹饪专
业， 给学生创设真实的工作环境
就显得格外重要。 安排学生到合
作企业实训 ， 需要服从企业管
理， 教师不方便及时指导， 有些
教学环节也不太可控。 为做好烹
饪综合实训教学， 王跃辉想到利
用常营校区实训楼的酒店环境，
开设一个非经营性的体验餐厅。
他的点子被校领导采纳， “欢乐
星期五餐厅” 项目由此诞生。

“欢乐星期五餐厅” 每星期
五中午对外开放， 接待校内外宾
客体验西餐， 教学环境不再是模
拟式， 菜单、 菜品、 客人等均为
真实场境 ， 老师变身为餐厅主
管 ， 学生变身为酒店和厨房员
工， 师生按照当天预定的客人数
量和菜单分岗位进行实训， 碰到
的问题都是真实工作环境中可能
发生的。 学生应对次数多了， 经
验自然产生， 再到社会上实习、
工作， 就能熟练处理。

以这个项目为基础， 该校旅
游服务专业集群形成“三级三跨”
综合实训项目体系。 “三级” 指
跨技能、 跨课程、 跨专业， “三
跨 ” 指跨任务工作 、 跨岗位工
作、 跨部门工作， 学生因此实现
多层次职业能力训练目标。 2018
年， 该体系被教育部评为全国职
业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

以诚待生，帮助后进
生赢得市级大奖

教学模式、 内容一直求新求
变， 但王跃辉培养学生的心意却
没有变化， 他凭的是一个 “诚 ”
字。 他说教师要真诚爱学生， 发
现他们身上每个细小的闪光点，
用赏识激发他们的内生动力。

小张刚入学时成绩很不理

想，学习态度有问题，上课习惯趴
桌子睡觉，作业不按时完成，他找
小张谈过几次话效果都不明显。

一次专业课上， 实训教室的
下水道堵了， 污水顺着水道不停
地往外冒， 眼看就要漫过门槛，
师生一时不知所措。 这时， 小张
突然站起来， 踩着污水快步跑到
出水口打开过滤盖 ， 半跪在地
上， 卷起工作服衣袖， 将堵在出
水口的厨余垃圾一把一把掏出
来， 污水很快顺着掏通的出水口
流走了。 现场清理干净后， 王跃
辉及时在全班面前表扬了小张，
小张笑了， 神情里透着自豪。

王跃辉趁热打铁， 再次找到
小张交流， 督促他上进。 小张告
诉他： “王老师， 只要不学习文
化课， 您让我干什么都行！” 了
解到学生内心的真实想法， 王跃
辉调整教育思路， 每次校内外专
业活动时都邀请小张参与， 并委
以重任， 还指导小张训练专业技
能， 为大赛做准备。 后来， 小张
代表学校参加了北京市专业技能
大赛， 获得一等奖的好成绩， 继
而代表北京市参加了全国中等职
业学校技能大赛 ， 又获得优秀
奖。 得到专业肯定的小张变得乐
于助人， 活泼开朗， 成绩也有提
高。 毕业后， 小张越走越顺， 33
岁已成为酒店行政副总厨师长。

王跃辉在工作中不断总结、
调整， 设计开展了才技分享展示
会、 菜品创新比赛等一系列体验
式教育活动， 不断创造机会和条
件，鼓励学生发现潜能，体验学习
的快乐。 他所带班级多次被评为
朝阳区优秀班集体， 自己被评为
朝阳区十佳班主任、 朝阳区先进
德育工作者，2018年被评为北京
市师德先锋。上个月，学校又专门
为他举办了名师展示活动， 大董
餐饮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中国
烹饪大师董振祥当场赞扬了他爱
业敬业、勇于创新的职业精神。

厨艺思进、 教学思变、 育人
思诚， 王跃辉享受着名厨教师的
独有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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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北京城建二公司安全部部长成廷学

上班一分钟 就要安全60秒
□通讯员 杨保川

他不是老师， 却是一个特殊
的园丁， 在建筑工地上， 每天不
厌其烦地讲解着安全； 他不是警
察， 却是一名特殊的卫士， 在建
筑工地上， 每天火眼金睛地排查
着安全隐患和漏洞； 他不是医生
却胜似医生， 让一座座高楼大厦
在绿色文明中健康成长……在北
京城建二公司安全部部长这个岗
位上， 他用行动向企业诠释出忠
诚 、 责任 、 担当 ， 用爱心为员
工 、 为农民工们铺就出一条安
全、 幸福的宽广大道。

成廷学， 一位年近六旬的四
川汉子， 耿直、 豁达且坚韧， 幼
年时代吃过糠 ， 学生时代下过
乡 ， 成年之后扛过枪。 1983年7
月， 他随部队集体转业到北京城

建二公司 ， 先后从事过工程质
量 、 生产 、 安全管理等多项工
作 。 他干一行 、 爱一行 、 钻一
行， 在工作中从不讲价钱， 不计
较个人得失。

企业的安全管理工作， 是一
个苦差事， 可成廷学在这风口浪
尖上一干就是十年。 他把安全当
成一项事业追求， 从门外汉变成
了安全内行， 从内行变成了安全
“专家”。他刻苦钻研安全知识、学
法律、学规范、掌握时时更新的各
项安全标准，用起来如数家珍，倒
背如流。 50多岁的年纪报考注册
了安全工程师职称；对待工作，他
一丝不苟，一天到晚，张口闭口就
是“安全”二字，大会上讲、小会上
说，不厌其烦。 他说，安全就是最
大的效益，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不管到了那一个工地， 不管
工地上的楼层有多高，没有电梯，
他一步一步爬楼梯也要到作业面

上，去逐层检查每一个危险点，从
不留下死角和漏洞。 发现安全问
题，及时拍照记录，寻找对策消除
安全隐患，从不迁就含糊。

一次， 在京杭广场工地上检
查时， 正好赶上工地停电， 成廷
学一口气爬上了32层的作业面上
逐层、 逐房间过筛子一样检查安
全。 他的足迹遍布公司数百项工
程中的每一个角角落落， 往返在
累计3000多万平方米的建筑作业
面上 ， 严把安全关口 。 他说 ：
“安全管理人命关天 ， 我的岗位
在现场， 我的职责在现场， 不上
去看一眼， 我的心里不踏实， 安
全来不得一丝一毫的麻痹大意，
必须尽心、 尽职、 尽责。”

在历次安全检查中， 成廷学
是铁面包公， 大胆管理。 在安全
文化上， 他细心编织， 几乎每年
都有新举措、 新点子出台。 在他
的谋划下， 北京城建二公司率先

推出了 “施工现场安全生产绿色
施工管理标准化图集” 一书， 成
为建筑行业学习的样板。 他推出
了 “公司领导每月安全交接班制
度” “3+2安全检查制度” 等一
系列安全制度措施。 他力推在项
目上设立安全专职资料员， 将项
目安全员提升为安全经理， 将农
民工现场 “八统一” 管理融入安
全管理联动机制之中。 在他的不
懈努力之下， 北京城建二公司已
创出累计150多个北京市绿色文
明安全工地， 30多个绿色文明安
全样板工地 ， 创全国AAA级安
全、 质量标准化工地一个， “企
业安全文化管理经验” 被住建部
列为行业推广范本。

已步入退休年龄的成廷学，
带好安全徒弟同时仍坚持检查安
全工作。 “要为企业站好最后一
班岗， 上班最后一分钟， 也要安
全60秒！” 成廷学说。

———记劲松职业高中西餐烹饪专业副主任王跃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