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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管理学院副院长

□本报记者 任洁 文/摄

陈红军

北京丰台区职业教育中心学校教师

□本报记者 余翠平

李凯

企业金领转型教学专业带头人

“第一天上课， 我精心制作了厚
厚一沓PPT， 自信地踏进课堂， 但很
快就发现问题： 台下学生根本消化不
了这么多内容， 怎么办？” 8年前， 陈
红军从企业金领转型为职校教师， 融
入新环境时遭遇 “水土不服”。

8年后， 作为北京市专业带头人，
他游刃有余地承担着产学研训一体化
人才培养任务， PPT不再厚重， 但他
的课堂却特别出彩。 陈红军的职业履
历就是产教融合的写照： 他于1995年
至2011年任职于浪潮集团， 担任软件
产品经理、 高级工程师。 2011年， 他
调入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 担任电
子商务教研室主任和实验实训中心主
任， 后获得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博士
学位。

陈红军在企业时一直从事知识咨
询方面的工作， 与人打交道是他的强
项， 本以为教起书来驾轻就熟的他却
遇到障碍： 高职生的理论文化基础较
弱 ， 消化不了他准备的内容 。 为此 ，
他潜心研究学生的心理和学习特点 ，
结合多年实践经验， 开始大刀阔斧地
改革课堂教学。

“老师上课不能光 ‘纸上谈兵’，
那样学生只能记住知识点， 到了实操
时还是不会。” 按照企业生产经营的真
实流程， 陈红军开发出系列模块， 甚
至把教材活页化， 加入大量案例， 并
安排学生进行角色扮演 ， 精讲多练 ，

让他们成为课堂活动的主角 。 同时 ，
他引入大量实训软件， 供学生进行实
景式训练， 提高课堂有效性。

比如 “企业销售” 模块， 他会告
诉学生产品报价、 订单签订、 销售发
货 、 收款流程等应注意的实用内容 ，
学生在课堂上能学到整个销售管理过
程， 远远超过课本内容。

在他的研究推动下， 围绕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 学院逐渐形成专业基础
课、 专业核心课、 专业选修课、 素质
拓展课相结合的人才培养体系， 实训
课时占到一半以上。 学生上岗后不但
知道下一步怎么做， 甚至提前看到后
几步走法， 视野更加开阔。

凭借在企业积攒的良好人脉， 陈
红军先后联系了58同城、 浪潮、 百度、
阿里巴巴等多家单位， 建起10多个校
内外实习实训基地， 要求学生在校期
间至少有半年去企业实习， 教师每5年
至少去企业实践半年； 邀请企业员工
来校讲学， 努力构建教师与行业企业
兼职教师组成的双师结构。

此外， 他主持完成 “中央财政支
持的电子商务实训基地” “工商管理
经营模拟实验室” “百度互联网营销
实验室” 等多个实训室建设项目， 今
年又与京东集团签订协议， 共建电商
实验室。

来自企业， 对市场发展和岗位需
求非常敏感， 陈红军将之应用于专业

建设， 帮助学院从4个原有专业发展到
9个专业 （方向）。 2019年， 他担任了
管理学院副院长， 进一步根据市场动
态调整专业方向。 像他计划申报开设
的跨境电子商务、 葡萄酒营销与服务、
研修旅行管理与服务等专业， 都是目
前市场上紧缺的职业。

同时， 他推动专业与职业证书对
接 ， 带动电子商务专业成为教育部
“网店运营推广” 和 “电子商务数据分
析” 1+X技能证书试点单位， 电子商
务专业团队也被评为2019年北京高校
继续教育高水平教学团队。

“作为 ‘双师型’ 教师， 我们要
教会高职学生既懂技能， 会经营管理，
并且具有创新思维， 能够带班组与团
队。” 陈红军将企业经验与教学科研有
机结合 ， 发挥出 “1+1大于2” 的作
用。 2018年， 他成功入选北京市职业
院校专业带头人。

“陈老师的课很务实，特别实用。结

合实际的内容很多，听起来过瘾。”这是
学生对他的一致评价。在学院对毕业生
的追访中，被问到“哪些课程对实际工
作有用”时，他的名字总在前列。自主创
业开网店， 年销售额近3亿的女生张亚
娇说，上学期间学习的店铺装修、网店
运营、商务数据分析等课程帮助自己快
速掌握网店运营方法，提升了网店运营
效率和管理效果。

近年来，为了加强“双师型”教师队
伍建设，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采取了
多种措施， 包括加强校企合作交流，支
持教师参与外单位的管理咨询、职业培
训、技术服务等实践和开发活动；加强
校内外实验室、实训基地建设；组织教
师参加各种技能竞赛；鼓励教师参加与
本专业有关的职业资格、考评员资格的
培训考核，对取得相关资格证书和技能
等级证书者，经批准可报销一定比例的
相关费用等。 目前，学校“双师型”教师
比例已近80%。

李凯现任教于丰台区职业教育中
心学校， 他既是该校烹饪专业1997届
学生， 也曾是京城鲁菜名店丰泽园的
一名好厨师。

他用10年时间， 从一个初出学堂
的懵懂少年成长为 “首都十大金牌厨
师”， 用13年成长为非遗 “面塑” 传承
人， 用3年成为烹饪技能竞赛 “全国
优秀指导教师”， 用6年成为北京市烹
饪专业创新团队带头人、 中国烹饪名
师。 一路走来， 是孜孜不倦的学习成
就了 “厨痴”， 成就了 “匠痴”。

1997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的李凯
走进丰泽园， 凭借着自身的努力，2006
年他被北京市烹饪协会授予“首都十大
金牌厨师”称号。一次偶然机会，他接触
并迷上面塑技艺，2006年成为北京市非
物质文化遗产面塑的传承人、鼎鼎有名
的“面人张”张俊显唯一的入室弟子，深
入地学习使得他的面塑作品更加传神，
色彩也更加讲究。

2009年， 李凯的母校向他发来邀
请， 诚邀他回校任教。 面对身份与角
色的转变 ， 他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
决心将自己在企业所学传授给母校的
学生， 以此来回报母校的培育之恩。

李凯所在的丰台区职业教育中心

学校一直坚持教师与学校同发展的建
设思路， 依据教师特点， 学校建立有
利于 “双师型” 教师成长的管理机制：
完善 “双师型” 教师管理制度在 “双
师型” 教师资格认定、 遴选运用、 职
务聘任、 企业实践、 职业资格培训和
转岗培训、 进修培训、 工资待遇、 考
核奖惩、 教师流动等一系列规章制度；
建立健全 “双师型 ” 教师激励机制 ，
促进 “双师型” 教师成长。 在这套制
度的激励下， 李凯的教学之路越来越
稳健， 教学成果也越来越丰硕。

进入学校的那段时间， 李凯正好
赶上北京市教委正在实施职业教育
“以工作过程为导向” 的课程改革， 他
成为首批课程改革的参与者和受益者。
通过课程转化、 课程实施两个阶段的
改革实践， 通过三年不分寒暑的教学
历练， 他对如何培养出一大批 “用得
上、 留得住、 上手快”、 既有高度理论
知识又有较强实践动手能力的烹饪专
业人才有了更深理解。 三年中， 他承
担市级研究课12节 ， 主编出版教材2
本 ， 在全市说课比赛中获得一等奖 ，
他撰写的教学设计获得市级评比一等
奖、 论文获得二等奖， 被收入北京市
“以工作过程为导向” 的课程改革成果

汇编中。
李凯认为， “以赛促学” 是引导

学生 “学中做， 做中学” 的最有效方
式之一， 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是否提
升， 通过学生参加各级各类烹饪大赛
就是最好的试金石， 于是他特别着力
通过考试来提升学生的技艺水平。

一次在大赛练习期间， 一名参赛
选手练习累了， 要求李凯老师教他制
作刺猬豆沙包 。 由于学生初次试做 ，
比例有些失调， 学生说这个刺猬豆沙
包不像刺猬反而像榴莲， 就这一句话
反而激发了李凯创作和学习的灵感 。
他和孩子一起琢磨， 用同类手法制作
出象形榴莲酥， 使得后期的参赛作品
在全市荣获一等奖。

在平日教学的过程中， 他总是不
断激发学生的想象力， 增强他们的创
新意识， 培养创新能力。 有一次， 一
名学生在练习过程中对他说： “老师，

我认为鸟在飞行时是最美的！ 所以我
打算尝试， 将冷菜拼盘中鸟的翅膀做
成立体的。” 但是这名学生在练习彩拼
时， 看到提供的原料时一下子就懵了，
更别说做什么立体造型了。 因为制作
鸟翅膀的支撑物只有萝卜等脆性原料，
脆性原料的特性就是水份足、 硬度强，
可遇到盐就会完全失去特性， 他们反
复尝试， 最终还是失败了。

看到学生不厌其烦、 屡败屡战的
钻研， 李凯也非常着急。 他不知查阅
了多少资料， 最终从木匠活中看到了
榫卯结构， 按照这一思路， 他们开始
进行新的制作。 师生经过反复的探索，
最终在北京市的烹饪比赛中， 只有他
们的冷拼作品 《小鸟振翅在枝头》 成
为所有作品的焦点。

“看着一波波学生成长起来， 走
向社会， 成为企业的骨干与精英， 这
是我最大的成就感！” 李凯感慨地说。

引导学生“学中做，做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