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
任
编
辑
杨
琳
琳

04
2019年
4月20日
星期六

劳
动
者
周
末

专
题

版
式
设
计
王
巍

版
式
校
对

刘
芳

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城市运行智能设备应用技术专业群

□本报记者 刘欣欣

学用对接，
让学生上岗就能上手

“在学校里学到的专业知识， 到
了自来水集团的岗位上全部都能用上。
在学校练习用的设备， 跟现在公司里
用的一模一样， 直接就能上手！” 刘青
霖是2014年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城
市运行智能设备应用技术专业群机电
一体化技术专业的毕业生， 毕业后直
接来到北京市自来水集团郭公庄水厂
从事运行管理工作。

通过企业与学校之间的合作，使学
生进入企业之后就能直接进入一线岗
位熟练工作，达到更好地服务生产的目
的。这是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最初打
造“四融合”校企合作平台的初衷。

城市运行智能设备应用技术专业
群是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的王牌专
业。 专业群包含机电一体化技术、电气
自动化技术、机械制造与自动化、工业
机器人技术、 三维数字化设计与3D打
印专业。 结合首都新定位和战略发展，
满足北京市经济社会转型及产业结构
升级对高端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依据
北京市四个中心发展定位，服务智慧城
市运行保障，构建城市运行智能设备应
用技术专业群。专业群最大的特色就是
创新的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我们是由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与
北京自来水 、燃气 、京港地铁 、京东集

团、飞机维修、北京极智嘉、康力优蓝和
零度无人机等企业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共同搭建集信息收集、人才培养、技术
服务和专业建设等功能的 ‘四位一体’
校企合作平台。 ”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机电工程学院院长张春芝告诉记者，
学院制定了《校企合作指导意见》等文
件，建立了校企合作激励机制和约束机
制，明确了双方责权利，为专业改革建
设奠定了基础。

在校企合作的基础上 ， 2017年 ，
机电专业与北京自来水集团合作开展
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 按照 “互利互
惠、 优势互补、 资源共享、 协同发展”
的原则， 建立学徒培养管理机制， 成
立自上而下的层级管理机构。 双方共
同制订人才培养方案， 开发专业课程
与教材， 组织课堂教学与岗位技能培

训， 共同组织学徒考核评价， 建立起
校企联合招生、 联合培养、 一体化育
人的长效机制。

“之所以选择自来水集团，是因为
这个行业比较稳定，几年后的用人需求
都可以规划出来，这种情况下，企业的
老师傅也愿意带我们的新学生。 ”北京
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学院副院
长张普庆介绍说，目前，现代学徒制试
点采取的是工学结合、 工学交替的方
式。 在学校学习理论知识，再到企业去
进行实际操作。 根据课程内容不同，有
的课程放到企业进行教学，有的课程是
企业的老师傅到学校来授课。

具体到每项课程的内容， 也依据
企业实际情况进行了调整和细化 。
“比如我们的机电专业， 原来都是通用
的课程， 和企业结合之后， 我们联合

开发了特色课程。” 机电专业负责人李
林琛举例说， 针对自来水集团的设备，
课程增设了机泵的原理、 维修等内容，
让学生们学了之后， 到企业就能用。

此外， 专业群还创新了 “四双、四
高”订单人才培养模式。与京港地铁、正
大集团、北京飞机维修公司等企业合作
订单培养 ，形成了 “双元招生 、双元管
理、双元培养、双元评价”的“四双”人才
培养模式，培养了大批“岗位层次高、技
术技能高、职业素质高、起薪水平高”的
“四高”人才。

“专业群的创新订单人才培养模
式， 立足首都， 为满足企业发展的迫
切需要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为校企双
方进一步开展多层次、 多形式、 多领
域的合作提供了新的契机。” 张春芝总
结说。

如今正是春暖花开， 踏青游玩的
好时节， 周末， 许多市民都会选择到
京郊采摘， 享受田园乐趣。 而圈内人
都知道， 京郊采摘素有 “一小时经济”
的说法， 由于游玩项目单调， 游客们
采摘之后便匆匆离开， 停留时间不过
一个小时。 小小采摘园如何才能创造
更大的经济效益？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
园艺系主任李志强说， 这需要有专业
人才来进行策划设计， 而他们学院培
养的正是这样的实用人才。

“从我们学校走出去的学生， 收
入上千万的也大有人在。” 说起该校学
生的就业前景， 李志强十分自信。 他
说， 近年来， 随着北京都市园艺产业
的快速发展， 对相关专业人才的需求
也日益旺盛， 如今， 园艺技术专业已
经成为该校的王牌专业。 他们培养的
新型园艺人才不仅懂得生产， 更擅长
造景和营销。 “就拿采摘园举例， 我
们可以在种植区周边搭建小型景观 ，
开设科普讲座， 让游客不单可以采摘，
还可以观光游览， 以此创造更为可观
的经济效益。”

为了培养实用型人才， 北京农业
职业学院实行了 “行动导向” 教学改
革， 在教学中， 根据真实工作岗位来
确定典型工作任务， 以学生为中心组

织教学 ， 并根据季节实行柔性教学 。
作为一名在中职院校工作了30多年的
老教师， 李志强对此非常认同， 他说：
“职业院校培养的是实用型技能人才，
为此， 我们从课程体系开发， 直到就
业后的技术服务， 全部瞄着社会需求
‘量体裁衣’。”

李志强介绍道， 学校在制定职业
教育人才方案时， 做的第一件事就是
到企业进行实地调研， 了解企业都设
置了哪些岗位， 每个岗位的工作内容
是什么， 以及职业学校毕业的学生能
够胜任哪些岗位 。 “根据调研结果 ，
我们园艺系设置了公共基础课、 专业
群平台课、 专业特色课、 拓展课和顶
岗实习等五大课程类型， 之后， 我们
又请来企业老总和行业专家组成指导
委员会， 对我们开发的课程进行把关，
力求每门课程都贴近社会实际需求。”

“来到我们学校的孩子， 成绩或
许不如考入本科的学生， 但这只能说
明他们的读书能力不够好， 并不代表
他们的综合能力差。” 李志强说， 全系
教师坚持把 “育人” 放在 “教书” 之
前 ， 把德育教育贯穿于每一节课 。
“德育教育绝对不是讲道理、 喊口号，
而是于细微之处见真章。” 李志强说，
比如上实践课时， 课前， 老师会告诉

学生安全第一， 课后， 会要求学生做
到人走地净， 通过一些小事， 潜移默
化地引导学生提升素养。

“这就是我们和本科教育的区别，
我们在教学中以 ‘做事’ 为引导， 通
过训练， 帮助学生搭建起 ‘做事’ 的
思维框架， 让他们在实际工作中能够
收集有效信息， 制定合理方案， 实时
纠错校正， 说白了， 就是执行能力强，
动手能力强。” 在采访中， 李志强把他
的学生比作是 “工头”， “工头或许不
是能进行顶层设计的人， 但一定是能
带着大家把活儿干好的人， 也就是真
正的干才。”

既然是实用人才， 在考核时也必

然不会只用一张卷子来论高低。 记者
在采访时了解到， 该校创新采用课堂
教学 “三二六”评价模式，即评价由教
师、企业和学生三方共同做出；在学校
和企业二地完成；成绩包括工作任务成
果、学习态度、 学生出勤、 团队协作能
力、 创新能力和综合知识运用能力等
六个方面。 同时， 对在市级技能大赛
成绩获奖学生将相关课程成绩认定为
优秀， 对新型职业农民在生产中获得
的奖励、 证书和工作突出业绩进行学
分认定， 可免修部分相关课程。 李志
强说， 通过构建多元评价体系和成果
认定制度， 有效调动了学生自主学习
的积极性， 提高了人才培养效果。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
园艺技术专业

□本报记者 张晶

根据真实工作岗位
组织教学培养“干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