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劳模张积贵：手把手培养有思想的未来工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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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语文课邂逅专业课，
创意融合背后

卓 扬

分享人生经验，指导动作要领，
讲解智能制造……在温州市龙湾区
职业技术学校教育集团的智能制造
与加工专业集群实训中心，党的十
九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学校技能
教师张积贵，为该校学生带来了一
堂特殊的数控加工机械基础课。
近日，龙湾职校将思政课融入
专业课，探索出一条有特色的未来
工匠成长之路。
与全国劳模零距离：再简单的
任务也要精益求精
“16 岁的时候，我就当了模具学
徒。”从模具学徒到全国劳模，这位
从基层车间“一凿一锤”磨出来的国
家级技能大师，和学生分享了自己
的技工之路。
张积贵是一名彻彻底底的“草
根”工人，但他手握国家发明专利 2
项、实用新型专利 20 项，在国家级技
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2 篇，还拥有 1 项
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发明专利“张积
贵括板式搅拌法”。
“攻克一个难题，就收获一分快
乐 。”一直走在创新之路上的张积
贵，给学生带来了创新路上的人生
体会，
“ 创新不是低头蛮干，青年技
工需要更强的自我驱动力，有魄力
去攻关、去琢磨”
。
“从第一代手工制造，到第二代
数控制造，再到第三代智能制造，现
在的高端装备制造业，需要既有动
手能力，又会操作自动化设备的复
合型人才。”张积贵说。在操作区的
码垛工作站和智能生产工作站，学
生看到机器人智能生产车间已经实
现了机器人“上料—装夹—加工—
下料”
的整套加工流程。
“今天这堂课让我对机械专业
有了更深的认识，也对工匠精神有
了更直观的感受。”
学生吴文杰说。
张积贵很忙，但他认为给中职
生上这样一堂课非常重要。
“对于专
业、职业、未来，高中生可能会有些
许迷茫。而我作为转型成功的技能
人才，想给学生带来一些信心。”张
积贵想要告诉这些未来的工匠，只
有在欣赏工匠作风、崇尚工匠精神
的环境中才能拥有强大的职业自
信，才能完成精细态度的磨砺，技术
和境界才能得到稳步提升。

特色思政教育：培养有思想的未来工匠
事实上，将职业素养培育渗透在方方面面，
培养有思想的未来大国工匠，正是学校孜孜以求
的目标。
“高一，我们有专业职场认知课。高三，我们
设置了职场训练课。”该校德育教研组组长陈夏
双介绍，为了全面推进“职业人思政课”，学校摒
弃了空洞的口号式教育和枯燥的说教，请进行业
大师、技术能手现身说法，将工匠精神贯穿始终，
也让思政课变得
“有意思”
“都爱听”。
班级方阵齿轮跑、三脉贯通法工间操、班级
互动环跑……这些有着鲜明职业教育特色的课
间活动，是龙湾职校独有的“课间健与美”活动。
上午课间半小时，下午课间半小时，全新的“课间
健与美”
活动融合了传统跑操、职场工间操、团队
合作演练和创意退场仪式，使学生在锻炼身体的
同时体验职场文化、提升合作意识、加强纪律观
念、展现学校精神。
副校长潘世培表示，学校通过润物无声的
“职业人思政课”、让未来更出彩的“课间健与
美”
、准职业人体验周等，推动思政教育真正入脑
入心，全面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拓展学生的成
长之路，最终实现
“高品质就业”
的目标。

近日，在安吉高级技工学校的世界技能
大赛基地，中韩世赛选手开展了一场管道与
制暖项目友谊交流赛。
“ 本次中韩交流赛为
双方选手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学习交流平台，
不仅增进了友谊，还在切磋中共同提升了技
能水平。”校长叶冬意说。据悉，中韩两国选
手将携手备战 8 月在俄罗斯喀山举办的第
45 届世界技能大赛。
（本报通讯员 张 彬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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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指向核心素养的学科变革
□本报记者

胡梦甜

烹饪课上，学生能做出一盘色香味
俱全的菜肴，却品不出菜肴里的文化；园
林课上，学生精于设计各种不同类型的
亭子，却道不出其中的诗情画意；计算机
课上，学生对图片处理、视频剪辑游刃有
余，却苦于写不出一个微电影脚本……
缺乏“人文味”的专业课，专注于训
练学生的职业技能，却忽视了人文素养
的培育。如果让语文课和专业课碰撞在
一起，会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打破
语文学科和专业之间的“语言”障碍，在
两者的交叉地带寻求“突围”……近日，
一场指向跨学科核心素养培育的教学变
革在浙江省中职界掀起风暴。这场风暴
的助推者是由省特级教师戴智敏所带领
的中职语文名师工作室。
课堂起义，以“跨界”之名打造“语
文+”
课堂
“糯米遇上千张，好似漂泊的游子遇
见温暖的家。”
“刚浸润的糯米，在与温度
争分夺秒的竞争中变得黏性十足。”……
当美食与美文相遇，学生迸发出无限灵
感。5 月 10 日，由戴智敏和烹饪专业名
师周武杰领衔的“语文+烹饪”创新课堂，
通过浙江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向全省
直播，获得诸多点赞。
6 月 20 日，绍兴市职业教育中心旅
游专业教师王蓓芳和语文教师劳鸿燕
走进同一个课堂，共同给旅游专业学生
讲述绍兴黄酒文化。品黄酒、猜酒名；
师生行酒令，从西周燕射、春秋投壶说
到和“酒”有关的诗词、绍兴名人和黄酒
的故事；游戏中熟悉黄酒酿造的工艺流
程……在这样一堂融合了诗情和酒意的
课堂中，学生即兴创作的以绍兴黄酒为
主题的导游词精彩绝伦。
从 5 月开始，戴智敏名师工作室和全
省各个专业的名师工作室携手，
陆续推出
了
“语文+烹饪”
“语文+园林”
“语文+计算

机”
“语文+工艺美术”
“语文+电商”
等7堂
跨界融合的观摩课，并计划在今年和 20
多个专业合作进行跨学科教学的尝试。
原本彼此之间互动甚少、犹如“孤
岛”的语文学科和专业因为这场跨界合
作交融在一起。
《雨巷》一课嵌入旅游专
业导游词写作和讲解，
《我的空中楼阁》
一课嵌入建筑设计专业平面、三维设计，
《卖白菜》一课嵌入财会专业成本核算，
工艺美术专业学生讲述文创产品的前世
今生，计算机专业学生进行微视频脚本
设计，建筑专业学生研究《红楼梦》古代
建筑设计……融合就像催化剂，让课堂
不断发生各种“化学反应”，原本枯燥乏
味的课堂变得生动有趣，学生表现得异
常活跃。

言、思维、审美、文化”四方面的培养目
的教学困惑：每次让学生创作导游词，学
标，教研团队相继开发了中国传统节俗
生写出来的内容总是空洞乏味。于是，
文化、悦经典立人生等生活必备类课程， 她决定和语文教师“并肩作战”来解决这
绍兴园林景观故事、影视（动画）剧本创
一难题。为了准备这堂公开课，她和劳
作等职业拓展类课程，职场情境口语交
鸿燕磨合了无数次。
“ 语文老师的助力，
际训练、笔尖上的乐趣——职场应用文
带来了新的灵感，激起了旅游课堂教学
攻略等职场应用类课程。借助跨学科创
的一池春水。”
王蓓芳说。
意表达、语文学科嵌入专业课堂教学两
这堂公开课，带给王蓓芳最大的触
种教学路径，学生在“生活必备、职业拓
动是，当教育步入核心素养时代，教育的
展、职场应用”三个情境中经历了深度学
培养目标从关注知识引向关注素养和能
习的过程。
力，教师不再是简单的知识传授者，而要
周武杰是这场教改风暴的最早响应
做读懂学生的分析师、重组课程的设计
者之一。
“当下，企业、行业对烹饪专业毕
师、跨界合作的策划师。
业生的要求不再仅仅局限于精湛的烹饪
林慧是绍兴财经旅游学校副校长，
技能，还要求他们掌握现代营养学、饮食
也是省“三名工程”园林专业名师工作室
卫生等基础理论知识，了解烹饪文化的
导师。找到“审美的发现与鉴赏”这一园
前世今生，具备一定的美学修养和艺术
林专业和语文学科需要共同培养的核心
创意背后，让“技术控”拥有“大师” 创新能力，而这恰恰需要语文学科的助
素 养 后 ，她 开 始 了 两 者 跨 界 融 合 的 尝
思维
力。”周武杰说。他期待着，在这场跨界
试。但具体实施起来，林慧直言“挑战不
掀起这样一场教改风暴，发起者戴
合作中，烹饪专业培养出的学生不再是
小，逼着自己不断学习”。选择交叉内
智敏有着审慎的思考。
“火头军”
，而是博学多才的
“儒厨”
。
容，制定交融目标，设计交织流程，组织
语言表达能力弱、文学素养欠缺，是
教育部中职语文课标专家倪文锦这
交互活动，实施交叠评价……在林慧看
中职生一直以来的“硬伤”。然而，面对
样评价这场教改风暴：
“搭建专业和语文
来，融合不是叠加，也不是拼凑，而是一
瞬息万变的社会，要让学生未来的职业
学科跨界融合的桥梁，
在语文学习中培养
个不断优化、创生的过程。
道路走得更远，语言表达与沟通能力、社
职业精神，
挖掘专业学习中的语文元素助
为了把中职教师培养成具备学科教
会交往与协调能力、信息处理与学习能
力学生专业提升，
真正实现了学生专业素
学能力的“讲师”、具备专业课基础知识
力等职业关键能力不可或缺。
养与语文核心素养的双提升。
”
与能力的“技师”、具备学生职业生涯规
“语文学科和专业之间有着千丝万
事实上，让中职生在语文学科和专
划指导能力的“人师”，戴智敏努力打造
缕的关系，打破学科教学界限，从‘单科
业的碰撞中成为拥有“大师”思维的卓越
专家引领的“三师型”师资培养平台，成
独进’走向‘学科融合’，是中职生核心素
匠人，助力他们创造出更具文化内涵的
立“语文+专业”跨学科教师团队、专家团
养培育的现实需求。”戴智敏萌生了跨学
创意作品，并用自己出色的语言表达能
队。目前，
“ 语道匠心”跨学科核心素养
科合作的想法。
力推介这些产品，正是戴智敏发起这场
培育系列丛书的编写工作也正式启动。
依托省名师网络工作室，戴智敏带
教改风暴的初衷。
“这场改革已经开始倒逼每位教师
领的语文教研团队与计算机、建筑、电
打破学科思维界限，人人研究教材，人
商、工艺美术、市场营销等 20 余个专业教
从学科人到教育人，跨界融合是教
人研究科学的育人方法。”戴智敏感叹，
研团队展开合作，开发“语文+”跨学科课
师的一场“自我革命”
“跨界融合让教师从学科人走上了教育
程群。与学生的专业实践相结合，创设
带领学生探寻酒坛里的秘密、酒杯
人之路。”
与学生生活、专业、职业相近的情境……
里的风味、酒碗里的腔调、酒缸里的性
因为有了“专业”这一载体，语文核心素
格、酒意里的文化……王蓓芳坦言，这是
养的培育有了落地生根之处。
自己上的最有诗意的一堂导游课。
遵循现代学徒制“学生、学徒、
（准）
之所以会设计这样一堂“语文+旅
员工”的培养理念和语文核心素养“语
游”的跨界融合课，缘于王蓓芳一直以来

记者观察

“双主体育人
双主体育人”
”从招生开始
近日，在永嘉县第二职业学校的招生现场，当地教玩具行业领
军企业凯奇集团以育人主体的身份设摊亮相。企业相关负责人精
彩的宣讲引得不少家长和考生驻足咨询。据悉，为了贯彻落实国
务院“职教 20 条”文件精神，强化校企“双主体育人”理念，学校与
凯奇集团、东蒙集团、浙江佳龙电子有限公司等企业达成技能人才
培养“全流程”合作协议，从招生、人才培养方案修订、教学内容调
整等环节全面介入，提升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本报通讯员 王寿斌 摄）

把职业教育打造成
“名优土特产品”
□叶美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职业教育是国
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广大青年打开通往成功成才大
门的重要途径，肩负着培养多样化人才、
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职
责。职业教育是民生工程，也是“匠心”
工程。因此，要努力把职业教育打造成
“名优土特产品”
。
办好工匠学院，培育“名”师高徒。
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是把学生培养
成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实现这一目
标的关键在于培养出一支高技能水平的
教师队伍。常山县成立工匠学院，设立
“工匠日”，组建技能大师工作室，把工匠
从企业请入校园，以此厚植工匠文化，培
养职校师生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勇于创
新的工匠精神。与此同时，学校要提升
教师核心素养，加大优秀师资引培力度，
科学执行教师轮训与实践机制，努力打
造中职名师队伍。要聚焦德技并修、工
学结合的育人机制，把立德树人融入“做
中学、学中做”的育人全过程，促进学生
专业技能与道德素养均衡提升，让每个
职校生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创新教学模式，打造“优”质教育。
优质的职业教育，往往是以实践、实训为
主，通过工学结合的方式，让学生在掌握

了一定的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基础
上，到企业真实工作岗位上进行实践培
养，
获得相关的工作经验和职业技能。职
业学校要积极借鉴国内外的经验，突出
“以人为本”
“ 能力本位”理念，创新以职
业岗位需求为主导的职教新模式，让知
识学习和技能培训更贴近生产实际。要
深化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充分发挥企
业员工生产实践优势和职校教师的理论
研究特长，构建企业技术骨干、教师和学
生间的“双师双徒制”关系，促进企业参
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全过程，
实现生产实
践和理论研究相结合，
教育过程与生产过
程相结合，职业教育与终身学习相结合，
有效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针对性。
对接市场需求，
服务本
“土”
发展。职
业教育根植地方经济，
直接服务地方经济
和社会发展，
既可以为县域工业发展培养
和输送大批技术工人，
又可以为各行各业
培养和输送服务型人才。因此，
职业教育
要紧跟时代发展步伐，顺应市场需求，让
培养出来的学生在求职就业时更有底
气。要按照产业发展与职业教育融合发
展的思路，
聚焦产业转型、动能转换需求，
聚焦群众创业就业和学生成长成才需要，
在对就业市场深度分析的基础上，
推动专
业精准对接产业，课程精准对接岗位，让
学生所学的技能在工作岗位上得到充分
的应用和发展。要加快健全面向广大群

众的招生机制和教育培训体系，
积极招收
师、工程师；
共搭教育平台，
要鼓励企业参
初高中毕业未升学学生、退役军人、退役
与学生实训实习基地建设，
高标准建设一
运动员、下岗职工、返乡农民工等，
服务产
批产教融合试点企业，高水平打造一批
业发展、
乡村振兴。
“厂中校”实训实习基地；共促事业发展，
灵活设置专业，
传承
“特”
色技艺。职
学校和企业要增强合作意识，健全合作
业教育的兴起，
改变了师傅带徒弟的传统
机制，提升合作层次，在招生、就业、实
培养模式，广泛取代了手工艺的口耳相授
习、教学、研发等方面开展全方位的合作，
和技艺传承。职业教育的发展，必然要
推进学校和企业的事业共同向前迈进。
承担起传承传统技艺的职责使命。要着
坚持开放办学，打响职教“品”牌。
眼本地传统特色技艺，灵活设置特色专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体制机制改
业，促进技艺传承与现代职业教育深度
革，
创新各层次各类型职业教育模式。职
融合，培养具有影响力的工匠和大师。 业教育是与区域经济社会联系最为密切
在继承与创新中发展特色专业，在开拓
的教育形式，
具有很强的市场属性。要深
与进取中壮大特色产业。要大力聘请企
化对职业教育办学路径的认识，
打破传统
业高端技术人才、行业顶尖名师团队、民
的办学思维，从注重“办”职业教育向“管
间工艺大师担任授课教师，留住手艺、传
理与服务”过渡，为职业教育发展凝聚各
承匠心，真正让学生掌握高端实用技艺， 方资源和力量。要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
与办学，鼓励支持企业参与办学，和其他
让优秀传统技艺继承发扬下去。
深化校企合作，
推进
“产”
教融合。职
高校建立合作办学模式，构建以“高职+
业学校与企业是
“命运共同体”
，
职业教育
中职+社会培训机构”为主的职业培训教
脱离了企业就偏离了正确的前进方向，企
育联盟，推进统筹管理、联动提升、规范
业脱离了职业教育就失去了获得所需人
发展。要始终坚持“开门办学”理念，建
立公开透明规范的民办职业教育准入、
才的先机。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是职业
教育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由之路。因
审批制度，支持和规范社会力量兴办职
此，学校和企业要做好“三个共”的文章： 业教育培训，鼓励发展股份制、混合所有
共组师资队伍，探索职业学校师资引进
制等职业院校和各类职业培训机构。同
制度，鼓励职业学校以合约制形式从企
时，
要把党建统领贯穿职业教育发展的全
业聘请兼职教师，鼓励职校教师提升技
过程，
为职业教育发展营造最优环境。
能，在当好教师的同时，成为企业的培训
（作者系中共常山县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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