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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甘肃省平凉

市公安局崆峒分局组织

民警辅警到崆峒区档案

馆参观， 教育引导民警

辅警牢记使命， 永葆忠

诚本色。

郑兵 /摄

创新产教融合机制 服务地方产业转型

宋泮涛 陈桂林 刘磊

将残疾学生培养成“厚德育、精

技能、善创新、回主流”的社会有用

人才一直是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

的教育目标。 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

院是全国残联系统最早开办的残疾

人职业教育学校， 也是全国特殊艺

术人才培养基地、 全国残疾人文化

创意产业基地。

多年来， 学院开展非遗文创技

艺技能传承的特色化人才培养，以

听障学生为主体， 以手工技艺传承

创新为突破， 坚持传统文化培根铸

魂的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重视普特

协同发展， 开展了红色文化育人与

非遗特色化育人模式的探索与实

践。

确定非遗文化传承特色发展突破口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所包含

的历史文化渊源和科学知识、 工艺

技能、道德伦理及艺术表现，是重要

的文化教育资源。 开展非遗教学实

践，可以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增强

学生的民族精神追求， 提高学生的

综合素质。 听障学生尽管沟通能力

弱，但其动手能力不逊于健听学生。

因此， 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确立

了以非遗教育与学生专业学习和技

能培养相结合， 与培育工匠精神和

推进创新创业教育相结合的基本思

路，联合山东临沂职业学院等院校，

引进技艺、研创融合开展非遗教育，

形成学院发展的新突破。

构建德技并修的立体化育人模式

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通过对

学生的调研， 发现学生中对传统技

艺文化了解比较深入的只占 5.8%。

这表明引导学生自觉传承和弘扬手

工技艺，实现文化育人，成为实现非

遗技艺在听障学生中纵深传承的迫

切问题。 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提

出“巧手匠心、德技并修”的立体化

育人理念， 充分发挥听障学生的优

势，开创、构建基于残障学生缺陷补

偿与潜能开发的“双线育人”模式，

以期培养“厚德育、精技能、善创新、

回主流”的高职听障技能人才，实现

残障学生的可持续成长。 山东特殊

教育职业学院还创新育人课堂和课

程体系，提升授课和创业质量；探索

行走的课堂，创新培养了草木染、墩

绣、 拓印等学生创业项目 12个，提

升了学生从艺水平， 提高了创业质

量。依托全国残疾人文创产业基地、

校企共建“手工技艺+产业”资源转

化平台， 拓宽听障学生成果转化渠

道。 通过校企融合、校城融合、校地

融合， 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让学

生的作品服务社会， 积极打造文创

产业链，实现作品成果转化，达成手

工技艺创新化、非遗作品商品化，助

力听障学生靠非遗手工技艺就业创

业。

开拓普特协同、多元培养新路径

临沂职业学院是山东省文化厅

指定的山东省非遗传承人群研习培

训定点高校，建有陶艺、剪纸、柳编

等非遗大师工作室， 山东特殊教育

职业学院与临沂职业学院友好结

对，创新构建“普特协同、师承创新”

相结合的校际协同发展新机制，在

人才培养中重视校际学校资源的共

用，重视师承教育，实施非遗大师和

校内教师“双导师制”，夯实非遗技

艺技能功底，强化红色文化传承，提

升创新能力。通过校际师生交流，健

听学生促进了听障学生的学习能力

提升， 残障学生也对健听学生学习

起到积极向上的影响。 加强校际交

流，开展“立交桥式”培养，开发“行

走的课堂”，在本校、属地、异地不同

空间进行“多空域”研学；学生对不

同门类的非遗技艺如刺绣、 陶艺等

多模块选课， 推动不同手造门类的

多方向创业就业， 极大促进了非遗

技艺的传承与发展。

吸引社会各界关注残疾人教育事业

经过近 10 年以非遗技艺技能

为突破口的教学改革， 山东特殊教

育职业学院成绩斐然， 探索与实践

的听障学生非遗教学成果《基于手

工技艺传承的“一主线四平台”普特

协同育人模式探索与实践》 获山东

省教学成果奖（职业教育类） 一等

奖。 60余人次学生的作品在非遗大

赛获奖，实现非遗就业 200余人次。

学院培养了“齐鲁最美大学生”和多

位全国技术能手。学院牵头成立“全

国非遗职业教育集团”“山东省中华

职业教育社非遗职业教育委员会”，

获批“全国残疾人文化创意产业基

地”。多家主流媒体深入报道了山东

特殊教育职业学院在非遗红色育

人、 非遗手艺传承与人才培养方面

的特色做法，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临

沂职业学院经过多年“普特协同、多

元推进”教学实践，非遗教育教学扎

实开展，成效显著，非遗课程已经成

为最受学生欢迎的课程之一。

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 善于

继承才能不断创新。 一项技艺的传

承是手艺和其作品的传承， 是中国

几千年来与自然和谐共生大智慧的

传承， 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

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变“特殊”为“特

色” 的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积极

开辟残障学生学业、创业、就业新路

径，任重道远，未来可期。

（宋泮涛、陈桂林：山东特殊教

育职业学院；刘磊：临沂职业学院）

普特协同 探索非遗文化传承育人新路

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培养大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是党

中央、国务院对职业教育工作的根本要求。如何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提升职业教育对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

贡献力、支撑力和服务力，是职业院校长期努力的方向和不断探索的问题。 湖北工程职业学院立足实际、不断

实践，努力创新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服务地方产业转型和城市发展的理念、思路、机制和路径，形成了独特的黄

石模式。

刘海平

创新产教融合思

路，形成了以职兴城办

学理念

湖北黄石是我国民族工业的摇

篮。 2013 年以来，黄石持续推进产

业、城市等五大转型，被授予国家首

批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 建有 1 个

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 1 个国家

级高新区，形成智能装备制造、工业

互联网等九大主导产业。 但由此带

来企业人才需求激增， 其中技术技

能人才占 40%，缺口达 2 万人。 技

术技能人才成为黄石产业转型升级

的明显短板。

湖北工程职业学院主动对接产

业转型对技术技能人才的巨大需

求， 深入探索和创新地方高职教育

产教融合机制，在不断实践探索中，

提出了“立德树人、以职兴城”的办

学理念。该校提出，职业教育的初心

是落实党的教育方针， 坚持立德树

人， 职业教育的使命是服务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坚持以职兴城，通过职

业教育来服务推动黄石产业和企业

发展。

职业教育社会服务的基本功能

是人才服务、技术服务和文化服务。

为此， 湖北工程职业学院树立区域

服务导向， 坚持立足黄石、 融入黄

石、服务黄石的基本定位，积极引导

毕业生留在本地就业创业， 毕业生

在黄石的就业率从 2018 年的 18%

增长到 2021 年的 38%。

湖北工程职业学院大力开展技

术创新服务， 联合企业开展科技研

发和技术攻关。 创建了黄石市发明

协会、 鄂东南保护性建筑数据中心

以及港口物流、工业机器人、临空产

业技术研究院等 10 个科技创新平

台， 其中模具行业工业互联网应用

平台被评为省级创新平台， 有力地

支撑了黄石产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和

智能化升级。

创新专业组群建

设模式，增强人才培养

适应性

针对职业院校普遍存在的专业

链与产业链耦合度不高、 课程内容

与岗位标准对接不紧密、 人才培养

与岗位需求不匹配等问题， 湖北工

程职业学院在实践中形成了“四链

融合”专业组群建设模式。 同时，围

绕产业链调整专业链， 围绕专业链

建设课程链， 围绕课程链培育人

才链 ， 形成了产业—专业—课

程—人才“四链融合、螺旋提升、闭

环发展”的专业组群建设模式，提

高专业链与产业链耦合度和人才适

应性。

依托实体化职教集团， 湖北工

程职业学院统筹全市重大生产项目

与专业组群布局，编制《黄石市职业

教育“十四五”规划》；“政校行企”联

合组建专业建设指导委员 10个，建

立专业健康度监控体系， 专业与黄

石主导产业契合度达 93.48%。

湖北工程职业学院搭建人才共

享信息平台， 建立专业招生红黄蓝

榜和及时预警机制， 对 9个与产业

对接不紧密的专业主动停止招生，

改造传统专业 14 个，孵化新工科专

业 10 个；大力开展企业项目服务和

“双千”行动，在人才培养方案、课程

体系、课堂教学中融入新技术、新产

业、新业态等现代产业要素，重构与

产业岗位相适应的课程链， 完成

102门课程改革。

创新产业学院运

行机制，形成政校行企

命运共同体

由于多元主体的主观认知、利

益视角和行为逻辑存在差异， 导致

政校行企融合发展关系松散， 合而

不融、合而不作，为此，湖北工程职

业学院牵头组建具有行政管理职能

的职教集团，统筹调度政府、行业、

企业、学校等各方资源，构建起常态

化“四元协同”统筹协调机制。

依托鄂东职教集团， 湖北工程

职业学院统筹调配全市政校行企各

方资源，确保“四元”一体协同、实体

运行； 集约管理城区 6 所职业和技

工院校，推进“集团统筹性、高职引

领性、中职基础性、中高职集团化发

展”的“三性一化”改革，构建“三段

式、双衔接、一体化”人才培养体系，

为区域产业转型升级输送全链条式

高技能人才。

截至目前， 湖北工程职业学院

已与黄石 4 个区政府和 62 家规上

企业签订合作协议，“四元” 共建上

达电子、 跨境电商等 12 个产业学

院，建立“章程引领、理事平台、资源

共享、权责明晰”的产业学院运行机

制。依托产业学院，共建大师工作室

9 个、订单班 15 个、行业协会和产

教联盟 7 个、 产业技术研究院 10

个，拓展校企利益联结点。

湖北工程职业学院还制定了

《政校行企协同育人工作管理办

法》， 共建生产性实训基地 5个、教

学资源库 5 个、课程 92 门，共编写

人培方案 46个、教材 33部，互兼共

培教师 151人， 联合招生 1476 人，

形成了发展共商、平台共建、资源共

用、 责任共担、 利益共享和信息互

通、人才互聘、技术互用、基地互建、

成果互认的“五共五互” 命运共同

体。

创新“三师三能”

教师队伍成长体系，提

升教师社会服务能力

湖北工程职业学院积极推动职

业教育转型， 探索形成了教学方式

由注重教向产教结合转变、 学习方

式由教学性实训向生产性实训转

变、 二级学院管理方式由教学主体

向办学主体转变的转型路径。

在提升教师社会服务能力方

面，湖北工程职业学院按照“教师、

培训师、工程师”三个岗位职责，改

革职称评定、 岗位晋级和评先评优

等评价机制，构建“三师三能三责”

双师型教学创新团队成长与管理体

系。 开展“千名教师进千企”行动和

“最美产业教师”评树，50 岁以下教

师全部下企业担任技术副总、 人力

资源副总等。

湖北工程职业学院还柔性引进

行业领军人才、技艺传承大师等 15

人，共建创新型团队 11个，形成“大

师引领、专兼结合、产教交替、互促

共长”的教师队伍建设机制。改革二

级学院考核评价机制， 增加二级学

院职业培训、 技术服务等考核内容

和分值。实施学生综合素质测评，扩

大生产性实训课时比重， 引导教师

提升实践动手和技术服务能力。

推动产教互生共

长，逐步实现以城兴职

经过多年实践， 湖北工程职业

学院在深化校企合作、 服务经济社

会发展过程中实现了自身的跨越式

发展。

内涵支撑力大提升。 湖北工程

职业学院共建有产业学院、 生产性

实训基地和技术创新平台等 49个，

培养“国贴”专家 1 人、省级技术能

手和黄石工匠 23 人； 入选湖北省

“双高”校，支撑黄石入选湖北省首

批产教融合型城市， 在国家产业转

型升级示范区建设考核中获“三连

优”。 2020年，地方政府支持学校发

展， 投资 33 亿元建设 1067 亩新校

区。

社会服务力大提升。 湖北工程

职业学院在全省率先开展职业教育

与技工教育一体化改革试点； 被评

为湖北省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组

建技术创新团队 11 个，入库黄石科

技特派员 80 人，5 年累计服务企业

技改项目 300项。

社会影响力大提升。 湖北工程

职业学院举办了全国第九届职业教

育与城市发展高层对话会， 面向全

国推广学校产教融合育人模式，被

中华职业教育社授予“职业教育促

进经济社会发展试验校”。 此外，先

后在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20 年学

术年会、第三届“空中丝绸之路”国

际合作峰会、2020 年“双高”创新发

展研讨会等全国会议上作经验交

流。

（作者单位： 湖北工程职业学

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