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红蕾
北京市商业学校电子商务专业带头人

□本报记者 任洁

每年就业季的骄人战绩就是她的“高光”时刻

学生最初制作网店主图时， 只会
把产品包装与广告语简单排列组合，
一年后已会用色彩、 明暗度对比强烈
的图片和文字制造令人惊艳的视觉效
果， 这离不开她的精心教导； 她创造
了带队夺得市级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一
等奖的校史纪录， 也为单位成功申报
特色高标准职业院校立下汗马功劳。
她就是北京市商业学校电子商务专业
带头人、 北京市教学名师王红蕾。

王红蕾主讲的课程名为视觉营
销， 主要指的是电子商务领域里的美
工工作， 通过营造有视觉冲击和审美
的网站页面来提高顾客 （潜在 ） 兴
趣， 达到产品或服务的推广目的。 对
于这门学科 ， 她给了一个形象的解
释： “你点开一家网店， 第一眼看到
商品的介绍图片， 如果冲击力强， 容
易产生兴趣， 才会继续浏览， 促进销
售转化。 这一举动就说明这家店的美
工做得不错， 能把顾客 ‘黏’ 住。”

网店的产品主图 、 各种推广海
报、 节日活动页等页面的制作， 都需
要美工来完成。 一个好的美工， 不仅
能完成网店的平面设计， 还要依据数
据， 进行页面优化， 将营销心理和美
学相结合， 促成顾客尽快下单。 数以
万计的网店要想吸引顾客的良好的视
觉营销设计是必不可少的一环。

王红蕾2002年来校任教， 十几年
中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 她不断创
新教学方法， 讲的案例生动鲜活、 贴
合电商企业实际， 教学中帮助学生发
现自身问题， 学生从她的课堂上受益
匪浅。

近年来移动电商 、 场景电商兴
起， 企业岗位分工进一步细化， 对于
相关职业教育提出新的挑战。 她及时
带领团队教师强化专业建设， 优化课
程体系， 将课堂教学与岗位实训有机
结合， 培养新型职教电商人才。

电商专业的学生入校时往往没有
美术基础， 每个人对将来的职业定位
也不同 ， 了解到学生的特点和需求
后， 她采取个性化分段培养方式： 一
年级以课堂教学为主， 同时设立兴趣
小组， 选出对视觉营销感兴趣的学生
单独辅导； 第二年， 通过技能大赛遴
选参赛选手 ， 培养有潜力的优秀学
生； 三年级主要开展项目教学， 锻炼
学生在一线岗位的实践能力， 特别优
秀的安排到 “6·18”、 “双十一 ” 大
促的合作企业里实习。 经过这个阶段
的考验， 学生毕业时经常被企业直接
选走， 省去磨合时间。

这种培养模式受到学生的欢迎，
越来越多的学生意识到视觉营销是一
门综合艺术， 打好这个基础， 日后不

仅可以当美工， 还可以跨入新媒体运
营等领域， 发展空间更加宽阔。

作为北京市中小学专业带头人、
北京市电子商务创新团队负责人， 王
红蕾在通过编纂国家级教材、 教学标
准等方式完善自身理论的同时， 还长
期带队承接企业项目， 弥补实践经验
的不足。 她历时四年完成的 《中高本
框架下中职电子商务人才培养教学成
果》， 荣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近年来，她与优秀电商企业合作，
建成阿里巴巴数字贸易学院等12家校
内外实训基地 ，引入企业真实经营
项目。她带学生连续4年承接“双十一”
大促活动， 并指导学生自己的电商创
业孵化项目， 在2016年师生助力中科
资源企业突破4000万销售大关。

技能比赛是职校学生展示、 提升
综合职业素质的良好平台， 从2017年
起， 王红蕾担任本校在市赛上的指导
教师，她细抠技术和细节，指点学生做

出更加亮眼、更具市场价值的作品，突
破之前本校学生总拿二等奖的瓶颈，
多人获得北京市技能大赛平面设计一
等奖、 动画设计一等奖、 网络美工类
设计比赛一等奖等多个大奖 。 这些
亮眼成绩的背后， 是她每次长达两个
半月放弃休息时间， 陪着学生反复修
改、优化参赛作品的辛勤付出。

王红蕾带过的参赛选手， 工作适
应起来更轻松， 实习时就能独立完成
任务 ， 职业素养甚至比一般员工更
高， 起薪每月能比其他同学高出500
到1000元。 她的学生中 ， 如今已有4
人干到总监级别。

每年就业季， 王红蕾会广泛联系
合作单位推荐学生， 看着企业老总满
意的笑脸和对学生能力的肯定， 她倍
感欣慰， 这就是她最辛苦也最有成就
感的 “高光” 时刻。 今年的疫情也没
耽误她带的学生找工作， 电商专业学
生又一年实现100%就业。

裴怀宝是北京公交技校的一名教
师。 19年来， 他始终坚守在教学工作
一线， 执教多门一体化专业课程， 并
承担公交集团驾驶员岗前培训、 汽车
修理工高级工、 技师的技能等级培训
工作。

“班主任就是学生的 ‘领路人’
和 ‘贴心人’。” 2003年以来， 裴怀宝
已经担任了16年班主任。 时刻关爱每
一名学生， “关爱全体学生， 不让一
个学生掉队” 是他始终坚持的信念。
他会结合学生的个性和心理特点， 加
强沟通交流。 刚入学时， 班级中一些
外省市学生因水土不服身体不适， 很
多学生还跟老师念叨自己想家。 裴怀
宝买好水果， 来到宿舍探望他们， 还
放弃假日休息时间， 邀请外省市学生
来家中做客。

在裴怀宝眼中没有 “优等生” 和
“后进生” 之分， 只有个性不同、 爱
好不同、 成长环境不同的好孩子， 他
根据学生的个体差异性因材施教。 在
做好日常教学工作的同时， 他积极组
织和指导学生参加各类比赛， 为了让
学生在汽车维修大赛中取得好成绩，
他帮助参赛学生有针对性地收集大量
汽车维修资料， 与学生一起进行分类

归纳， 并指导学生学会利用思维导图
分析汽车故障， 同时利用下班时间组
织学生按照大赛要求进行模拟比赛，
通过模拟比赛不断发现问题， 解决问
题， 最后优化操作流程， 将故障诊断
排除时间大大缩短。

在北京市技校系统汽修技能大赛
中， 裴怀宝班内的学生张国兴代表学
校参赛取得汽修个人第一名， 李驰、
黄保真获得双人维护第三名的好成
绩， 他所带班级学生在学习竞赛中多
次取得年级第一名、 校技能大赛团体
第一名的成绩。

在做班主任的过程中， 裴怀宝非
常重视培养学生创造精神和实践能
力， 帮助学生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
树立他们的自信心。 他教过的学生中
不少人都成为奔驰、 宝马4S店的骨干
人才， 还有学生回乡自主创业开办汽
车维修厂。 裴怀宝平均每周要上18课
时， 经常备课到深夜。 他自己制作教
具，指导学生实训，永远把学生的安全
放在第一位。 在学生的眼中，他既是值
得尊敬和信任的师长、 又是亲密无间
的好朋友。 在校期间，他多次获得“学
生心目中的优秀教师”、“学生最钦佩
的人生导师”、“公交集团最美青工”和

“公交集团最美职工”等荣誉称号。 同
学们总是喜欢上他的课， 他任课班级
的教学成绩常年位于同年级前列。

为了能够胜任汽车新技术、 新知
识的教学工作 ， 裴怀宝坚持钻研业
务、 不断进步， 通过自己的努力考取
了 “汽车维修工高级技师资格证书”、
“ 北 汽 新 能 源 （ BECC1） 、
（BECC2）” 证书 、 “机动车检测维
修工程师” 资格证书、 “电器维修技
术人员 ” 资格证书 、 “机动车维修
技术负责人员” 资格证书、 “机修技
术人员 ” 资格证书 、 “机动车维修
质量检验人员” 资格证书、 “电工作
业” 特种作业操作证等与专业教学紧
密相关的资格认证， 为开展教学工作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裴怀宝还将教学经验总结成论文
供其他教师学习， 其中 《加强校企合
作， 实现校企共赢》 在全国交通类技
工院校优秀论文评选中荣获三等奖、
北京市技工院校一体化教师说课比赛
中获得三等奖。 他还参与公交职工技
能提升培训工作 ， 为公交培训汽修
中、 高级工、 技师等2000余人次。 为
北京公交集团驾驶员自评价体系编写
教材与题库。

19年来， 裴怀宝始终奋斗在教学
一线， 他教育培养了3000余名学生 ，
两次被评为 “北京市职业技能培训优
秀教师”。 2013年， 他被评为 “北京
市优秀教师”， 2017年被评为 “优秀
班主任”， 他所带的班级也在每学期
的评优活动中被评为先进班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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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怀宝
北京公交技校教师

□本报记者 盛丽

十九年坚守 做学生的“领路人”和“贴心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