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所学校，36年来， 毕业生一次性
就业率均保持在95%以上；

这所学校，学生还没毕业就全部被
各大企业高薪预订；

这所学校，毕业生一上岗就能直接
上手；

这所学校，学生创业几年就变成千
万富翁的大有人在；

这所学校，毕业生全是“干才”，在
岗位上个个身手不凡———

上述这些学校，全部出自北京市的
职业院校。 他们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
形成了各自的强项和特色，一批王牌专
业脱颖而出，在人才市场上形成了强悍
的竞争力。一流职业院校究竟应该怎么
办？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如何迎来属于
自己的春天？午报记者近日走进首都一
批特色职业院校，淘到了一批办好优势
专业教育的秘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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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任洁 文/摄

□本报记者 周美玉

一线行业专家授课
教学做一体化

看！
王海松是劲松职业高中1999级学生， 如今担

任北京丽晶酒店行政副总厨， 相当于中方总厨师
长。 能在五星级酒店烹饪领域干得如鱼得水，与他
出身于业界公认的中职校王牌专业密不可分。

中考时， 父亲、 叔叔都是大厨的他报考了劲
松职高西餐烹饪专业， 实习时经学校介绍进了国
际俱乐部 。 作为职高生 ， 接触超一流的酒店环
境， 还参与接待当时的美国总统访华事宜， 他并
不怯场， 凭借的就是在校期间建立的良好底子。
“我们专业打下的基础非常扎实 ， 无论软硬件 ，
还是实操氛围都强， 完全可以媲美星级酒店。 学
生对日后的工作环境毫不陌生 ， 能直接上手 。”
与他一起实习的几个同学全部转正， 让其他学校
实习的人羡慕不已。

作为机场希尔顿酒店行政总厨， 孔德龙是比
王海松高三届的师哥， 学的是中餐烹饪。 他对学
校与酒店对接的仿真实训环境记忆深刻， 也记得
老师们教给他们为人处世及职业道德规范， 让他
在校期间不仅学到好手艺 ， 还有做事做人的道
理， 立下职业信念， 这么多年来无论再辛苦也没
想过改行。

2018年7月调到现单位， 近几届奥运会都跟
着出访 ， 在中国之家为奥委会高级官员制作美
食， 孔德龙的职业生涯走得顺风顺水， 和王海松
一样都是母校烹饪专业的骄傲。 他经常回校， 把
自己的职业感悟分享给年轻学子， 也与青年教师
交流， 聊聊最新流行的菜式等， 还为教师提供酒
店实践的机会， 招聘新人也第一时间想着母校。

餐饮服务专业群是劲松职高的王牌专业群，

分为中餐烹饪、 西餐烹饪、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
理三个专业， 荣获北京市中职示范专业、 北京市
烹饪专业委员会主任校、 “十二五” 北京市烹饪
师资培训基地校、 全国餐饮职业教育示范学校、
北京市首批特色高水平骨干专业 （群） 等称号。
近五年， 教师团队连续两次荣获市级专业教师创
新团队； 获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1项、 北京市教
学成果一等奖3项、 二等奖2项。 学生在市级及以
上大赛获奖388人次， 其中国家级奖项48人次。

据教务处副主任向军介绍， 专业群一直注重
品牌建设， 借鉴英国现代学徒制和德国双元制开
展深度校企合作， 实施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按照
四五星级酒店标准， 建设了行业一流水平的实训
基地； 常年把企业大师、 行业专家请进来授课，
组织学生参与业内各项活动； 与德国、 法国、 芬
兰等国家的职业院校合作办学， 设立学生海外研
修等项目， 提升人才培养品质。

教学副校长张晶京表示， 学校对餐饮服务专
业群的定位为 “培育国内一流、 国际水准餐饮业
中职人才”， 通过多种措施， 推动专业群成为北
京市餐饮业复合型、 创新型人才培养高地。 建校
36年来， 该专业群为北京市餐饮行业培养输出学
生近万余人， 一次性就业率保持在95%以上， 对
口率90%以上。 未来， 专业群将继续深化产教融
合 ， 为首都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培养更多高素
质、 复合型、 创新型餐饮人才。

对标五星级酒店，
校内逼真实训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
城市轨道交通专业群

今年22岁的闻典， 现任北京地铁机电公司第
六项目部综合维修部副主任 （高级工）， 管理着
一支业务精良的维修骨干团队。 他先后获得 “北
京市交通行业首届职业技能大赛地铁屏蔽门工决
赛第一名” “北京市交通技术能手” “北京市工
业和信息化高级技术能手” “北京市青年岗位能
手” 等市级以上荣誉表彰， 并以精湛的维修技术
入选北京市技能人才储备库。

日常工作中， 闻典常常一手拎着检修工具，
一手扛着1.5m的梯子， 戴上头灯， 用LCB打开一
道道站台门， 用相应工具做好测试。 多年来， 闻
典练就了 “听门 ” 的本领 ， 当发现门体有异常
时， 只要竖起耳朵听听声， 闻典就能立刻辨明机
械有什么故障， 问题出在哪里， 并当机立断登梯
门机盖板做出应急处理。

练就如此绝技， 源自于闻典在校时的扎实学
习。 闻典是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2011届城市轨
道交通机电专业毕业生 。 “学院采取 ‘校企共
育’ ‘教学做一体化， 工学交替’ 的双元制人才
培养模式， 引进北京地铁运营企业文化、 人才培
养标准， 开展 ‘订单式’ 人才培养。 来自轨道行
业一线的专家走进课堂， 为我们传授专业知识、
企业文化及职业素质， 课程设置技术含量很高。”

如今， 闻典的同学们遍布交通运输的各个岗
位， 印证着学院倡导的高专业对口率、 高待遇就
业和可持续发展的 “双高一可” 就业目标。

崔峥是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2017届城市轨
道交通车辆技术毕业生。 毕业后， 他顺利进入北
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三分公司工作， 成为地铁

8号线的一名列车司机。 工作两年半来， 已经安
全行驶里程超过两万公里。

“普通教育有高考， 职业教育看大赛”。 还
在学校时， 崔峥被遴选参加技能大赛。 经过5个
月的实训， 每天10多个小时的不断打磨， 2016年
11月19日， 在中国技能大赛第八届全国交通运输
行业轨道列车司机 （学生组） 职业技能大赛的领
奖台上， 崔峥和队员们最终冲上巅峰， 夺得国家
级重大赛事冠军。 得益于政府搭台， 校企联动的
绝佳优势， 作为北京市交通委下属唯一公办高职
院校的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一直立于行业翘
楚， 城市轨道交通专业群更是作为北京交通运输
职业学院强势专业， 与北京四大地铁公司长期深
入开展 “订单班” 办学， 先后开设了城市轨道交
通运营管理、 通信信号等7个专业。 学院牵头成
立全国轨道交通职教集团， 制定国家级专业教学
标准、 推进现代学徒制改革， 通过集团化办学的
方式， 逐步建立了校企合作、 产教融合的育人机
制， 有力支持了京津冀地区交通运输事业发展，
培育出无数技术过硬的优秀交通人才。

学院相关负责人表示 ， 未来 ， 学院将依托
“互联网﹢职教集团” 平台， 继续深化产教融合，
实现职业院校人才培养与企业用人的精准对接，
为北京市乃至京津冀地区交通行业培养高素质应
用型技术和管理职业人才。

劲松职高
餐饮服务专业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