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科技职院皮具艺术设计专业2011届毕业生周恒（左二）正在工作室与同事们进行设计探讨。

【室内艺术设计专业】

毕业生：刘勇，2003届毕
业生， 深圳市居众装饰设计
工程有限公司（湛江分公司）
经理。

我出于个人爱好报考这
个专业。在校期间，每一门课
程对工作都有很大帮助，极
大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我
来自山村， 发现这个专业涉
及的面很广， 不单单是本专
业知识， 相关专业都要去学
习，特别是学习理论知识，为
此下了不少功夫。还未毕业，
学校专业课老师会推荐学生
去公司实习， 这为找工作提
供了更多机会。

推荐理由： 该专业为中
央财政支持建设专业、 湖南
省示范性特色专业、 省级专
业教学团队。 分为室内陈设
设计和装饰造价方向。 主要
课程有设计构成、设计制图、
设计表现、室内设计原理、家
具设计、家居空间设计等。

【软件技术专业】

毕业生：谢伟，2011届毕
业生，自主创业，已创办三家
软件开发公司。

我来自农村，大学期间，
比一般人更能吃苦， 多次参
加校团委组织的实践活动。
2013年，来到实习基地后，被
推荐到嘉兴科技城的水墨国
际网络公司进行英语教育平
台软件开发。“在那儿待的时
间越久， 想自己出来创业的
念头就越重！”就这样，我决
定辞职，在学院的帮助下，向
政府争取到场地和资源，开
始自主创业。2014年6月，正
式成立嘉兴伟创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刚开始主要做软件
技术开发，经过几年的发展，
公司业务慢慢扩展， 开始运

作游戏开发和运营。 目前在
苏州和长沙设有分公司，还
为学弟学妹提供实习、 就业
岗位，以回报母校，希望公司
能在5年内上市。

培养目标： 该专业设有
企业应用软件开发、 游戏软
件开发和电子商务软件应用
与开发方向。 要求掌握必须
的软件技术专业理论知识与
技能， 能熟练使用国际上主
流的软件开发工具， 熟悉国
际软件开发流程， 掌握国际
软件开发规范， 具备较强的
软件开发能力和良好的软件
工程素养，能在软件、轻工企
业从事软件编码和企业信息
化建设等相关工作， 并有一
定管理能力和较强创新创业
能力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专
门人才。

【陶瓷艺术设计专业】

毕业生：彭振，2014届毕
业生，自主创业，已开办三家
陶艺馆。

在校期间，因专业成绩优
异，我幸运地被专业老师推荐
到雨花区砂子塘泰禹小学，担
任特色课程———陶艺课的指
导老师。任教期间，将学校一
千多名学生都带上了陶艺创
作之路。经过精心指导，每个
学生都创作并烧制了三四件
完成度很高的陶艺作品。

为了更好地推广陶艺文
化，我成为一名“90后”创业
者， 在星沙创办了“三叶陶
社”工作室。通过一年多的努
力，打造了直营店4家、合作
店8所， 并于2016年9月7日
正式注册成立公司。11月17
日， 在2016年湖南黄炎培职
业教育奖创业规划大赛决赛
中，我带的团队凭借“长沙窑
的传承与创新” 项目获得大
赛一等奖。

推荐理由： 该专业结合湖
南铜官窑和醴陵瓷陶瓷产区的
特点，除公共课、专业选修课和
公共选修课外， 专业课程设置
了职业修养模块、 造型能力模
块、制作能力模块、创作能力模
块和顶岗实习与毕业设计等5
个模块。通过8年建设，形成校
企深度融合的育人机制； 构建
群内专业充分共享、 各具特色
的一体化课程体系； 校内实训
基地能进一步完善， 通过引进
陶与瓷国内权威的大师， 成立
“名师”“大师”工作室。让陶瓷
艺术创新及制作手法等方面充
分发挥作用，引领产品开发，带
动学生的学知觉悟及动手能力
达到全国领先水平。

【机电一体化专业】

毕业生：肖定丰，2010届毕
业生，自主创业，广州为柯奥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我觉得机电一体化非常有
前景，涉猎非常广泛，能够对社
会做出一定的贡献。之后通过在
学校的学习，使我具备了钻研的
精神和专业的基本素养，为我现
在创业成功打下坚实基础。刚毕
业时，去三一重工做了2年售后
和1年的销售， 积累一定经验
后， 在2014年创建广州为柯奥
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公司目前以
外贸为主，主打国外市场。

推荐理由： 机电一体化技
术专业创办于1999年， 是国家

骨干院校重点建设专业， 是中
央财政支持的“高等职业学校
提升专业服务产业能力” 项目
建设专业，是湖南省机电一体化
技术生产性实习实训（教师认证
培训）基地。培养从事机电一体
化设备的使用和技术管理工作
的高级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

【皮具艺术设计专业】

毕业生：周恒，2011届毕业
生，自主创业，广州履朴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兼技术
总监。

在校期间， 这门专业锻炼
培养了我大胆的创新设计思维，
缜密的逻辑思维，以及强大的动
手能力。鞋是一门包括多学科的
专业，比如，需同时考虑到美学、
力学、 人体生命学和化学等。并
且， 对于专业的前景比较看好，
鞋属于衣食住行中的重要一环，
生活的必需品，随着科技的发展
只会要求更高， 不会被取代。读
书时去了很多公司实习，进行了
针对性的系统学习，加上毕业后
在大型品牌公司积累的工作经
验，更坚定了自己的想法，并于
2013年成立公司。

就业方向： 毕业生可到国
内众多的鞋类企业、箱包企业、
外贸公司、 行业管理部门及其
他企业、 事业单位从事皮具的
艺术创新、创意设计、生产经营
管理、质量检控、市场营销等相
关工作。

本报6月25日讯 填报志愿时，不
少考生和家长存在这样的误区：关注院
校和专业，是高分考生的事。如果没考
好，只上了高职专科线，那就随便看看
填一下。事实上，我省高职高专院校达
70所，招生专业达400个，考生面对如此
之多的选择，如何挑选一所适合自己的
高职院校？今天，三湘都市报记者邀请
湖南科技职业学院招生处处长黄士军
为考生支招。

【前提】
结合兴趣特长做好职业定位

“职业教育和本科教育不同，其是以
直接就业为主要目标而开展教育与教学
活动的。所以，考生在填报高职院校志愿
时，首先要做好职业定位。”黄士军认为，
考生要以兴趣为导向， 结合自己的特长
和优势选择职业。 要在做好职业生涯规
划的基础上选择高职院校和专业。

与此同时， 职业定位还要全面考虑
行业的社会发展趋势和就业前景。“考生
此刻在为学校和专业左右思量的时候，
你的职业生涯规划之路也已悄然展开。”

【选择】
从职业规划入手，选择专业和学校

黄士军介绍，目前，我省高职高专院
校的招生专业约400个左右， 涉及的19
个专业大类中，在校生人数最多的依次
是：财经商贸、装备制造、医药卫生、电子
信息（计算机软件）、交通运输、土木建
筑、教育与体育和文化艺术8个大类，每
个大类均超过2万人规模， 规模最大的
财经商贸大类全省的在校生有近10万
人。而招生学校开设最多的专业大类，主
要有财经商贸、电子信息（计算机软件）、
装备制造、土木建筑、旅游、交通运输、教
育与体育和文化艺术等8大类。

“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我省高考学子
们报考的高职专业比较集中； 同时也可
以看出，大多数学校招生专业的设置同
质化比较普遍。 所以考生在确定想学的
专业时，不妨根据自己的职业定位来进
行筛选，切勿追着热门一哄而上。”

黄士军还提醒考生， 和现在不少人
填报本科院校志愿时“先选学校再选专
业”不同，考生在填报高职院校时，要在
确定自己想学的专业后，再根据专业的
办学优势来确定对应的学校。

【操作】
高职专科批志愿填报要有梯度

黄士军说，与去年一样，我省高职专
科批的平行志愿可填10个学校，“填报
志愿可以把自己最心仪的、 往年分数比
较高的学校放在前面，最好能按照自己
理想程度来排序， 填报出一个梯度来。”
有些考生填报平行志愿时， 习惯于把前
面两三个志愿填了自己理想的学校，后
面的学校志愿就不再关注， 胡乱填写。
“这样很有可能会导致自己的档案没有
被最心仪的学校录上， 而投放到自己随
意填报的学校中去了。”

特别提醒考生关注的是， 高职专科
批还设了两次填报征集志愿的机会，第
一次是8月20日、第二次8月23日。“尽管
可以填报10个学校志愿，但考生也不用
一次性全部填满。 如果首轮填报志愿后
没有被合适的学校录取，考生一定要关
注征集志愿， 完全还有被心仪学校录取
的机会。” ■记者 黄京 陈舒仪

高职院校如何填志愿？

用职业规划来定位学校和专业

湖南科技职院学什么专业好？
看看优秀毕业生独家推荐

连续5年承办“湖南
普通高等学校高职类”
毕业生供需见面会，建
立毕业生就业创业信息
网站， 发布精准及时的
就业信息……面对日趋
激烈的就业形势， 湖南
科技职业学院采取一系
列措施，让大学生“难就
业”变成“就好业”，连续
三 年 就 业 率 保 持 在
95.03%以上。 那么，这
个学校到底哪些专业最
棒、就业最好？来看看优
秀毕业生的独家推荐。

■记者 陈舒仪 刘镇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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