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市劲松职业高中
美容美发与形象设计专业副主任

安磊

既
是
老
师，
又
是
师
傅

□本报记者 余翠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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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琳琳

培养出全国
“三连冠”的职教师傅

在北京的职业院校里， 有这样一批教
师， 他们文能讲授专业理论， 编写教材， 制
定行业标准； 武能指导学生动手实践， 操作
技能之娴熟丝毫不亚于企业的高级技师。 他
们在业内工作多年， 乘风破浪、 披荆斩棘，
既是老师， 也是师傅， 无论学生还是合作企
业， 都会发自内心地尊称他们一声 “大拿”。
教师节前夕， 午报记者走近六位资深职教老
师， 听他们述说教与学幕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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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劳动者
之之歌

作为北京市劲松职业高中美容美发与形象设
计专业副主任的安磊， 有众多的 “头衔” 加身，
他是中国美发美容协会OMC世界杯教练、 OMC
世界杯发型冠军、 全国大赛美发评委、 中国国际
时装周 “美丽盛典” 中国十大造型师……曾做过
国家大剧院假面舞会造型工作， 还服务明星刘雯、
高圆圆、 许晴、 杜鹃等， 而谈到教育， 他推崇的
格言是： 学高为师， 身正为范。

“我觉得在教学中， 首先要让学生喜欢专业，
热爱自己选择的职业， 我喜欢给他们讲述本专业
的职业发展情况和前辈与老师的成就和发展状况，
让学生能尽早定下自己的目标， 有兴趣学习专业
技术。 其次， 让他们有一种信念， 就是我要成为
‘你’。 这样的话， 学生学习的动力就会特别足，
在整个学习的过程中， 会受到老师言传身教的深
刻影响。” 安磊感慨地说。

在具体教学中， 北京市劲松职业高中一直注
重理论和实操并重， 在学校教授给学生理论知识
之后， 马上为学生提供各种场景的实操训练机会，
先让学生为学校社团里的一些老师提供服务， 让
学生把他们学到的技艺用在服务中， 并根据最终
服务成果给学生提出修正意见， 再回炉学习， 提
升技艺水平； 还会让学生到美容美发店里直接接
触顾客， 进行 “岗上训练”， 为顾客提供针对性的
服务， 根据顾客的反馈再进行进一步的训练。

此外， 安磊会带着学生去国家大剧院参加一
些活动， 让学生参与其中， 进行大场合的实际的

训练； 还会安排学生参加一些影视剧的造型化妆
工作； 接一些学校的联欢会活动， 进行化妆造型
的策划、 实施； 安磊还会带学生出国， 参加国际
时装周活动， 让学生协助一些化妆、 造型、 设计
的工作， 通过不同的实训平台， 让学生得到更多
成长机会。 “我会带着学生参加一些国际性的大
赛， 在世界的舞台上让学生展现他们自己的风采。
我还要求学生就某一个点， 进行一个技艺的集中
展示。 为了比赛取得好成绩， 我们往往会进行一
段时间的赛前实训， 比赛时跟其他国家的选手们
同台竞技， 这个时期对学生的技能、 心理、 综合
素养都是极大的考验， 通过这个考验的学生， 他
的综合能力会得到快速提升。” 安磊告诉记者。

谈到教学， 安磊还强调教师应该成为学生的
榜样， 激发学生眼中的 “光芒”。 “我们这些老师
会参加一些赛事。 为了最终取得好成绩， 我们会
脚踏实地、 吃苦耐劳， 对技术也会秉持着一丝不
苟、 精益求精的态度， 这些都会影响到学生， 让
他们眼中有一种光芒———‘我也要拥有老师那样的
状态！’ 这样， 他们以后在自己的岗位上， 能一步
步让自己的技艺变得更好， 心态也会更好， 从而
变得越来越优秀。 学生们优秀， 就是我们教师的
最大成就！” 安磊最后说。

做学生的榜样，
激发他们眼中的光芒

北京市昌平职业学校汽修专业教师

时景来

2000年， 时景来入职北京市昌平职业学校 ，
成为一名汽修专业教师。 20年来， 他始终孜孜不
倦地传道授业解惑。 在时景来看来， 他的岗位不
止是在三尺讲台， 更多时候是跟学生在一起， 一
起解决汽修方面的问题 ， 一起探讨未来的人生
…… “不管是叫老师， 还是传统的师傅， 作为职
业学校的教师， 我们不光要手把手教授知识技能，
还要让学生拥有执着、 专注、 精益求精的工匠精
神， 还要教会他们如何做人。” 时景来说。

时景来广泛学习各种教育理论和先进的教学
方法， 积极主动参加校内外组织的各种培训： 教
师素质提高工程、 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课程改革
试验项目、 德国胡格模式教学试验项目、 到知名
车企实践……时景来紧紧抓住机会， 如饥似渴地
学习， 积极上手真操实练， 一摞摞厚厚的笔记本
上记满了他的学习成果。

他把所学的德国先进教育理念、 方法与汽修
专业教学实际相结合， 和同事们反复研究， 最终
探索出了一套符合北京中职学校汽修专业教学的
行动导向教学方法。 在教学过程中， 他还特别注
重对学生的非专业能力培养。 从走访企业和学生
的反馈中， 时景来得知， 有的学生虽然技术过硬，
但是欠缺与他人合作沟通的能力， 影响了职业发
展。 于是， 他和同事们一起研究， 引入企业典型
工作任务， 运用旋转木马法、 卡片法、 自由市场
法等有趣的教学方法，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帮
助学生在真实的工作任务中掌握专业技能点， 提
升沟通、 交流等非专业能力。

为了让自己能掌握最新的车身修复技术， 同
时也给学生们找到最新、 最合适的教学案例， 时
景来放弃周末、 寒暑假的休息时间， 主动到企业
去实践。 每当企业里的汽修师傅修车时， 他都细
心观察， 详细记录各种实际案例， 作为素材用于
教学。 他的课讲得精彩实用， 学生们都说： “上
时老师的课， 一点不枯燥， 学起来很带劲儿。”

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上， 时景来担任学
生车身修复 （钣金） 项目技能比赛的教练。 备赛
期间， 他根据赛制和学生特点， 制定严格又科学
合理的培训计划， 每天都带领学生认真研究、 反
复训练。 在比赛前的半年期间， 他经常陪学生一
起练习到凌晨一两点。 高强度的训练让他的身体
突然 “罢工” 了。 有一天， 他晕倒在实训室里。
这次生病， 他发了好几天烧， 却一天都没有休息，
坚持带学生训练。

在师生的共同努力下， 时景来的学生谢景辉、
许鹤鸣、 宿昊宗分别在2015年、 2016年、 2017年
连续三年获得全国职业院校中职组汽车运用与维
修技能大赛车身修复赛项冠军。 时景来也成为该
项目比赛以来唯一 “三连冠” 的辅导教师， 连续
三年获得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优秀指导教师”
称号。 “让每个学生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这是
时景来的口头禅， 也是他最大的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