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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教师

□本报记者 周美玉 通讯员 王鑫 文/摄

赵莉弘

北京市劲松职业高中老年人服务与管理专业主任

姚蕾

□本报记者 刘欣欣

真刀真枪 实训实练

赵莉弘是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专业负责人 。
她多年奋战在教学一线， 结合自己从
事轨道交通工程设计工作的10年经历
开展实践教学， 带领师生创建了全国
一流的轨道交通实训基地， 她还入选
了北京市优秀青年骨干教师培养项目
计划。

努力、 亲和、 热情， 是学生们眼
中的赵莉弘。 现就职于北京市轨道交
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的原16轨工2301
班的晁猛表示： “赵老师的课堂思路
清晰， 环节紧凑， 难得的是她会结合
在企业工作的亲身经历创设问题情
景， 引导我们创造方法， 运用多种思
维去解决问题。”

在来到学校前， 赵莉弘作为高级
工程师从事了10年的轨道交通工程设
计工作， 先后牵头完成北京市西郊线
高架区间设计， 参与北京地铁8号线、
深圳地铁4号线、 广州地铁6号线等线
路的设计工作。 利用多年从事轨道交
通工程设计的经验， 她开发了地铁轨
道线路设计课程的设计实训内容。

“赵老师在教学中创设了实际的
工程情景， 让我们在地形图上进行地

铁的选线定线设计。” 晁猛说。 她还带
领学生实地踏勘， 再通过网上搜集资
料 ， 依据所学线路知识进行设计 。
“让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获得极大的
成就感。”

为保障人才培养质量 ， 有效提升
教学质量， 强化 “双师型” 队伍建设，
打通 “双师” 互通的渠道和体系， 北
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坚持深化校企合
作 、 推进产教融合 、 强化工学交替 、
创新校企合作模式， 通过校企共同制
订人才培养方案， 共同开发理论与岗
位技能课程， 双师素质专任教师比例
达82.48%。

谈到专业教学， 赵莉弘充满自信，
“我们专业与北京地铁、 京港地铁、 运
管公司都有深度的校企合作， 学校和
企业的双重经历让我成为学生搭起院
校和企业之前的桥梁， 更有针对性地
进行专业课教学， 为学生们与行业前
沿技术进行接触打下良好基础。”

在教学中如此， 她更是把这种创
新精神带到专业建设中。 作为城市轨
道交通工程技术专业的负责人， 她带
领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专业教师先
后承接了多项国家级教研教改课题以

及交通运输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等单位大量的科研课题工作 ， 牵头
完成了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专业人
才培养方案的修订； 带领工程技术专
业教师共同参与全国城市轨道交通工
程技术专业教学标准的调研和制定等
各类教科研任务， 在很大程度上填补
了国内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专业教
材的空白。 在她的带领下， 城市轨道
交通工程技术专业获批2015-2018年
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骨干
专业， 专业建设水平一直处于全国领
先地位。

取得今天的成果， 赵莉弘颇感欣
慰， 但遥想专业兴建之初， 却免不了
困难重重。 作为拥有全国唯一 “真车
实线 ” 运行的室外线路的高职院校 ，
她深知这条实训线路建成的艰辛与可

贵。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专业起
步晚， 创建之初并没有自己的实训基
地， 专业发展受限。 当听说要兴建自
己的实训线路时， 工程技术专业的师
生都像打了鸡血 ， 从前期方案比选 、
到设计图纸的核对、 到最后的施工验
收以及建成后的维护， 工程技术专业
的老师加班加点， 亲力亲为， 与企业
专家一起参与设计施工。” 她说。

最终， 赵莉弘带领城市轨道交通
工程技术专业师生出色地完成了室外
实训基地的规划 、 筹备与建设工作 ，
学院建成了设备设施先进， 教学、 培
训、 技能鉴定功能齐备， 全国一流的
轨道交通实训基地。 实训基地获批北
京市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交
通运输部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海淀区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基地。

“目前 ， 不仅养老服务需求大 ，
而且需求水平在不断上升。 除了基本
的护理外， 还有一大部分老人在生活
品质上有极大要求。” 姚蕾是北京市劲
松职业高中老年人服务与管理专业主
任， 在她 “双师” 优势的引领下， 专
业课除了护理外还开设了多门服务类
课程， 力求满足中高端老人对生活品
质多样化的需求。

姚蕾大学学的是旅游管理专业 ，
直到6年前， 她从事的一直都是旅游管
理、 酒店管理的专业课教学。 2013年，
劲松职业高中开始申报老年人服务与
管理这个新专业， 姚蕾开始了专业转
型及新专业的筹备工作。

姚蕾代领专业团队开展调研期间，
走访了各类养老机构。 她发现在众多
养老机构和社区内， 老人们大都存在
对生活品质高水平和多样化的需求 。
举例来说， 与劲松职高中长期合作的
某高端养老机构中， 在它的大厅咖啡
吧里， 每天早上都有老人来到这里一
起喝咖啡、 看报纸、 聊新闻。 “老人
既然有这样的生活习惯， 我们就要努
力满足。 然而， 咖啡服务并不是每个
人都会的， 还包括茶艺的服务等， 一
般的养老培训都涉及不到。” 姚蕾说，
在做专业建设、 人才专业培养目标的
时候， 她深刻的理解了老年人的需求
并不简单的是护理和基础服务。

老年人的年龄阶段、 文化背景、个
人追求爱好不同，决定着老年人的需求

是多元化、复杂化的。 学校相对应提供
的服务人才，无论是自身的素养，还是
服务能力，也应该是多元化、复合型的。

为此， 在课程设计上， 她引入了
《老年人活动组织》 和 《老年人多原辅
疗》 等课程， 教授孩子们如何运用不
同类型的服务技能， 提升为老人服务
的水平， 满足高层次的需求。

在学校不断推进 “双师型” 教师
队伍建设的背景下， 姚蕾不仅考取了
北京养老护理员证书、 老年照护和失
智老年照护的培训师资格证、 老年照
护考评员资格证 ， 还取得了咖啡师 、
葡萄酒品鉴、 礼仪、 秘书、 茶艺师等

多项证书。
从2015年开始招生， 这个专业已

经培养出了两届毕业生， 学生们无论
是实习期间， 还是毕业后在养老机构
就业， 学生们的服务水平和专业素养
都得到了合作企业的一致好评。

有的内向、 不善言谈的学生， 通
过在校多种课程的学习， 大大提高了
动口动手能力， 在养老机构的销售岗
位做出了成绩。 有的学生通过多元辅
疗课程， 不仅学会了园艺、 手工、 芳
香、 音乐等疗愈活动课程， 还学会了
怎样组织老年人参与这些活动。 如今，
一些学生已经在养老机构的活动部门

担任重要岗位， 通过组织活动， 让老
人在动手、 动口、 动脑的过程中， 促
进他们的功能维护。

除了学生受益外， 姚蕾本人也从
“双师型” 教师队伍组建中感受到了好
处。 “想要教好学生， 教师自己的本事
一定要硬。 教师要变成教头。 我自身工
作虽然繁忙、压力很大，但通过学习新
的专业技术，不仅扩宽了视野、提升了
技能，更丰富了生活。 比如在学习老年
照护的过程中， 我学习的园艺疗法、音
乐疗法， 不仅可以在授课中传播技能，
同时也让我学会了自我减压、 自我调
节。 ”姚蕾笑着说。

欲教好学生 先当好教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