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企合作育人是技能人才
培养的有力举措， 湖南铁道职
院所有专业均实行工学结合的
人才培养模式，推行“订单式”
培养。比如，今年2018级新生中
将分别组建“南通地铁订单班”
“福州地铁订单班”“贵阳地铁
订单班”“合肥地铁订单班”4个
订单班，校企合作共同育人。“近
三年学校合作开办多种形式订
单培养班共计148个，订单学生
达7000多人， 订单培养学生覆
盖率比例达74%。” 根据轨道交
通企业需求，该校深入实施“任
务项目式”、“车间式”、“案例式”

工学结合的教学模式。 此外，通
过湖南示范性轨道交通装备制
造职教集团平台，该校与轨道交
通行业内企业搭建产学研合作
平台， 共建应用技术创新中心、
联合实验室、研究所6个。

近几年对毕业生跟踪调查
和反馈信息表明， 轨道交通企
业对该校学生的综合评价满意
率达到 99%以上； 该校的毕业
生以“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
有潜力、能发展”而受到轨道交
通企业的青睐， 不少毕业生已
经成为所在单位的能工巧匠和
技术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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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就大国工匠背后的“六字经”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近年培育20余名大国工匠

2017年被中国中车授予“高铁工匠”称号的陈士华
和罗斌；2018年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谢光明；
“90后”全国铁路技术能手刘鹏……他们都是轨道交通
行业的“大国工匠”，他们都是毕业于湖南铁道职业技术
学院的职校学生。

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由湖南铁道职院培养的大
国工匠达到20余名。 一所高职院校靠什么练就成众多
大国工匠的“发源地”呢？近日，该校校长方小斌分享了
造就大国工匠背后的“六字经”———围绕“合”“创”“强”
“特”“优”“精”六字做文章，在六个方面加强对学生工匠
精神的培养、职业技能的提升、职业素养的塑造。

■记者 黄京 通讯员 徐敏

“工匠精神”已成为
当下社会主流的价值取
向， 在湖南铁道职院，也
把“工匠精神”作为校园
文化的核心来建设。方小
斌表示，该校正在实施三
个融合拓展校园文化建
设新路径，一是融入企业
文化，学校引入现代企业
“6S”（整理、整顿、清扫、
清洁、安全、素养）管理理
念，在教学、实训、生活场
所全面推行6S管理，培养
学生准职业铁路人的行
为习惯；二是融入行业文
化，让学生在校期间能够
较好地感知、认同行业文
化，顺利实现由在校生向

行业员工的过渡，成长为
受行业欢迎的人才；三是
融入传统文化，让学生深
入了解“工匠精神”对文
化传承和社会发展的重
要意义，热爱并专注自己
的工作，传承传统文化中
匠人“择一事，精一技，终
一生”的匠人之心。

方小斌认为，让“工
匠精神” 扎根学生心田，
学生在习得一技之长的
同时，也将把工匠精神的
养成变成一种行动自觉，
进而内化为一种精神追
求，并使他们在今后的工
作中不断锤炼，终将成长
为新时代的中国工匠。

高水平师资是学校
办学成果的保证。在湖南
铁道职院可谓“名师荟
萃”， 目前已有国务院特
殊津贴专家1名， 二级教
授3名， 全国万人计划教
学名师1人， 全国优秀教
师2名，全国“黄炎培杰出
教师”1名，教育部行业教
学指导委员会委员3人
等，具有影响力的湖南铁
道品牌专业教学团队逐
步形成。

方小斌介绍，学校围
绕“三高一化”教师队伍
建设目标，实施师德建设
工程、硕博工程、教授工
程、“双师” 建设工程，不
断培养和提高教师综合
素质， 优化师资队伍结
构， 打造一流师资团队。
截至目前，学校现有专技
岗位教师412人， 其中教
授、副教授等高级职称教

师占40%，双师素质教师
达到81%。

此外学校大力推行
“百名大师巧匠进学校、
百名优秀教师下企业”工
程。引进了索建国总工程
师、李杨等10多名知名专
家担任专业企业带头人；
聘请100余名技术骨干和
能工巧匠担任兼职教师；
先后选派含1名全国万人
计划教学名师、2名全国优
秀教师等213名教师到60
多家轨道交通企业顶岗培
训、挂职锻炼；合作建立了
教师流动工作站10个。

另外，鼓励教师“走
出去”， 多次选派教师赴
德国、芬兰、新加坡等地
培训，学习国外先进的教
学经验。近两年多次选派
骨干教师赴德国、 美国、
加拿大、新西兰等国家的
院校培训。

新技术、新工艺的快速发展，使得企业
需要更多具备创新创业能力的人才。 为此，
湖南铁道职院在全国高职院校中首批成立
创新创业学院，围绕学生创新精神培育这一
核心，从学生创新创业意识培养、创新创业
知识构建、 创新创业能力提升三个维度，立
体式推进，提升学生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
力和综合素质。

方小斌表示，学校已将“双创”教育内容
纳入人才培养方案， 结合专业特色探索创
新，实现技术性“双创”课程按专业类贯通。
同时成立专业社团，以第二课堂为创业教育
的拓展阵地。 连续5年举办大学生科技创新
节，学生积极投身创新创业项目，以精益求
精、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启迪自我，近年来，
学校学生多次在大学生挑战杯、 互联网+创
新创业大赛、 湖南省黄炎培大赛中获奖；学
校还获得第二批湖南省高校大学生创新创
业孵化示范基地、全国第二批深化创新创业
教育改革示范高校等称号。

要提升实战技能， 光靠书
本理论知识还不够，必须要“真
刀真枪”上阵，于是，实训室成
了职校学子的“练兵场”。方小
斌介绍，该校与铁路局、站段开
展深度校企合作， 共同进行实
训、实习项目的研发，探索共建
“校中站”、“站中校”。 近五年，
共建共享型校内实训室36个，
新建长沙南站等428个校外实
习实训基地，拥有轨道牵引实训
中心等8大实训中心， 共140间
实训车间(室)。主体专业的学生
100%在轨道交通企业进行生
产实习、 社会实践。 与此同时，

30多家轨道交通企业还为该校
捐赠或援助价值 1亿多元的
SS6B型电力机车模拟仿真驾驶
装置等教学装备、仪器和机车。

学校还加大分类培养、分
层教学的实训环节训练， 鼓励
学生参加项目实践和技能大
赛，营造“学技能、练技能、赛技
能”的浓厚氛围，以企业的实际
需要为出发点， 把车间操作手
册作为比赛规则， 工人的生产
指标作为评判标准， 产业工人
与学生同台竞技， 让学生理解
职业标准和规范， 感悟职业文
化，感受工匠精神。

大国工匠的一技之长，来
不得半点“虚”的，那么如何提
升学生的职业技能呢？ 方小斌
透露，该校创设“理实一体化”
专业课程体系， 形成“对接岗
位、动态调整”的教学内容提取
机制和“项目驱动、任务引领”
的教学模式， 以多元评价和绩
效评价为导向， 形成了以素质
能力评价学生， 教学效果评价
教师， 校内与校外相结合的评
价机制。

一是科学设计“技能菜
单”。传承工匠精神的基础是拥
有一技之长， 该校紧贴产业结
构调整和技术革新， 与企业共
同研究学生需要获得的专业技
能和素质要素，共同设计“技能

菜单”，并纳入各专业（群）的人
才培养方案中， 构建“技能菜
单”式的课程体系。引导学生根
据自身的职业发展目标和实际
情况“点单”，进行选择性学习。
二是坚持“做中教、做中学”。该
校紧扣“技能菜单”培养方案，
深化教学改革，促进教学、学习
和实训的有机融合， 采用项目
引领、任务驱动的教学方法，大
力推行“做中教、做中学”教学
模式。“比如，教师在组织教学
时，根据‘技能菜单’中各课程
的‘典型工作任务’来引领组
织教学，实现教学内容与工作
内容的紧密结合， 为学生练就
精湛技能、 涵养工匠精神提供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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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铁道职院学生在模拟驾驶实训场地开展实训。 通讯员 徐敏 摄

“合” ———校企合作共同育人，锤炼大国工匠之技

“创” ———创新专业课程体系，科学设计技能菜单

“强” ———加强实践教学管理，建设一流实训基地

———率先成立创
新创业学院，特别培养
创新意识

———师资队伍结构优化，打
造一流师资团队

———精心打造校园文化，培养
湖铁特质学生

“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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