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讯员周曦 记者杜成敏

Q萌可爱的马卡龙，精美绝伦
的翻糖蛋糕……在刚刚结束的“知
味杭州”亚洲美食节上，一批汇聚着
杭州亚运会会徽元素的烘焙食品刚
一亮相，就让观众们惊叹不已。这
些造型精致、构思精巧的甜品，都出
自于杭州职业技术学院食品营养与
检测专业学生和老师之手。

专业负责人支明玉老师介绍
说，这套甜品名叫“醇美亚运，悦
动杭城”，结合了亚运元素和杭州
元素，由亚运主题翻糖蛋糕、运动
元素的翻糖蛋糕、会徽元素的马
卡龙等组成。

其中，亚运主题翻糖蛋糕的最
下层是莲花型的奥体中心，寓意体
育精神在基层绽放光彩；蛋糕顶部
抽象的扇形，是代表杭州温婉气质
的折扇，同时也是亚运会徽中的扇
形；蛋糕中部的蓝色飘带代表着杭

州的水系，既有浪潮澎湃的钱塘江，
也有静若处子的西湖；点缀在整个
蛋糕的球形组合代表大小球类运
动，也寓意我们共处一个地球。

“别看这些蛋糕小小的，光
是设计方案就改了很多遍，一个
人就要做一天。”杭州职业技术
学院大二学生唐丹瑶说，“特别
是这个翻糖蛋糕，造型前后改了
半个多月，从烘焙到装饰都非常
精细，组装各种部件时都要求我
们有足够的耐心和细心。”

据了解，这已经不是杭职院
食品营养与检测专业的师生首次
服务于大型活动了。在G20、全国
学运会、互联网大会、世界游泳锦
标赛等大型活动中，他们都应邀
为主办方提供了专业的食品安全
快检服务。而这次涉足甜品制作
领域，则是他们的一次崭新尝试，
在助力杭州城市发展中展示自己
的专业实力与城市服务能力。

醇美亚运醇美亚运 悦动杭城悦动杭城
杭职院师生打造“亚运蛋糕”

一场彻底的教学变革迎来校、企、生“三赢”

中国版“双元制”迎来“亮剑”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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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杜成敏

“双元制”人才培养模式，被称
为德国工业发展的秘密武器。

2016年，嘉兴南洋职业技术学
院（以下简称：南洋学院）与德资企
业——博凯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上海博凯）共建了博凯
“双元制”班，今年7月，将产生首批
毕业生。

在近日召开的“双元制”班经
验 总 结 会 上 ，上 海 博 凯 的
CEO——Christopher·Daly接连说
了三个“感谢”：

“感谢嘉兴市政府相关部门对
人才培养的支持！感谢南洋学院
对‘双元制’合作的信任！也感谢

‘双元制’班的同学们，谢谢你们愿
意参与这个项目，与博凯共同成
长！”

在校企合作容易“一头热”的情
况下，一家企业如此感谢学校，实属
罕见。在合作过程中，校企双方都
深刻地感受到了彼此的诚意。三年
前组建的“双元制”班，就像一粒播
下的种子，双方精心浇灌、呵护倍
至，等待着一个“新模式”的萌芽，

“制造强国”的梦想开花结果。

一场彻底的教学变革

2016年9月，在嘉兴市政府与
德国石荷州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4
个月后，刘宁拿着录取通知书跨入
南洋学院的大门。

看似无关的人和事，很快就联
系在了一起。

自2014年浙江中德（嘉兴）产业
合作园落户嘉兴后，德资企业就成
为嘉兴市招商引资的主要方向。与
石荷州签署合作协议，标志着嘉兴
的中德产业合作更进一步，除了上
海博凯，还有“海拉灯具”、“宝沃汽
车”等多家德资企业已入驻园区。

“德资企业的特点是，核心岗
位、骨干人才一定要经过‘双元制’

的培养。这一点在招商引资的时
候，他们就多次提及并询问嘉兴本
地的人才培养情况。”嘉兴南洋职
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分院副院长
徐意说，“他们的期望是，当地就有

‘双元制’。”
在这样的背景下，南洋学院与

上海博凯成功“牵手”，开始落地德
国“双元制”人才培养模式。

2016年，就在刘宁正式进入南
洋学院机电一体化专业学习的时
候，“招生即招工、入校即入企”的
博凯“双元制”班正式招生面试。

“当时对‘双元制’没有概念。”
刘宁回忆说，“只知道能提前进入
企业实践锻炼，我就想，总会有迈
入社会的那一天，提早进入会更有
优势，于是就去了。”

刘宁顺利通过了面试并和其
他33位同学一起，组成了首届博凯

“双元制”班。而在上海博凯公司
内部，另一场面试也在同步开展。

“双元制”实行“校企双导师”
模式，企业内部开展的，正是企业
导师的面试。经过一系列技能、教
学意愿、表达能力等考察，最终选
拔出每位学生的企业导师，实行一
对一辅导。

“实岗双元、校企轮换”是“双
元制”的核心。博凯“双元制”班的
34名学生被分成了A、B两组，从大
一下学期开始，分别在学校、企业
进行学习，一学期轮换一次，理论
与实践相互递进。

“算上寒暑假，三年时间下来，
学生在企业总时长达15个月，与德
国‘双元制’在校、在企时间‘四六
比’的模式完全一致。”徐意说，“在
当时，很少有学生能在企业待这么
长的时间。”

博凯“双元制”班最大的特
点，就是以企业为主导的教学。
企业导师要不断列出详细教学计
划，定期听取学生意见，持续改
进；同时还要定期接受从德国请

来“原汁原味”的“双元制”培训机
构进行技术、教学方面的提升，保
证学生能够获得更高层次的教
学；而学校一方要做的，就是不断
地改进教学，配合企业实际生产
作调整。

“很多企业也在做‘双元制’，
但我们想做得更彻底、更全面一
点，让企业成为教学主体，用真实
的环境、真实的制度、真实的强度
来培养学生，最终打造出中国版的

‘双元制’，为中国企业培养出更多
有用的人才，这是我们努力的方
向。”博凯机械（上海）有限公司学
习与发展主管卢雪芳说。

本土化的探索

进入博凯“双元制”班后，刘
宁很快迎来了入企学习机会，并
与企业导师王德军结对。

企业的“作业”是实打实的真
实项目，这让刘宁有了压力。一
次，他接到公司一项不合格零件
处置的任务，在听完主管领导的
讲解后，他仍是一头雾水。于是
他找到了王德军，两人坐在办公
室里进行了一场3个小时的讨论，
在王德军的引导下，刘宁最终总
结出了一套从查找原因到处置问
题的方法。

王德军对刘宁说：“这套方
法，如果你能充分理解并在实践
当中广泛应用，今后它就是你的

‘武功秘籍’。”
王德军说的“武功秘籍”，被

徐意称为“六步法”，是校企双方
从德国“双元制”的“行动导向教
学”中借鉴转化而来。即资讯、决
策、计划、实施、检查、评估，综合
培养学生的专业知识、决策实施、
个人创新、沟通能力、团队意识和
职业道德等能力。

“‘六步法’改变了‘老师讲学
生听’的模式，让学生主动寻求知
识、思考、讨论，达到学习的目的，

整个过程老师只是一个引导者，
不是传递者。”徐意说。

在借鉴德国“双元制”过程
中，校企双方都进行了一系列本
土化的探索。

德国机电一体化专业共有 13
个学习领域，南洋学院根据嘉兴
当地的产业需求和未来发展方
向，选取其中部分内容来设置课
程体系，开发教材。

同时，还建立了AHK实训考
试中心。AHK职业资格证书由德
国工商业联合会认证，相当于进入
德国、欧盟名企的通行证。“建立实
训考试中心，目的不在考证，而是
看中AHK考试非常完善的考核方
式。”

徐意介绍：“很多学生通常学
完后面忘了前面，AHK考试内容
是一整套系统的操作，能让你把
以前学的知识再重新用起来，我
们把它融入到实训教学环节，也
是对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

校、企、生“三赢”

即将迎来毕业，当初博凯“双
元制”班34名学生经过淘汰、主动
退出和另寻企业后，最终有16名学
生决定留在博凯。

“我们当初的目标是10名，在
高职生离职率居高不下的当下，16
名已经很高了。”徐意说，“这也证明
了博凯‘双元制’班是成功有效的。”

关于3年的学习成果，卢雪芳
做过一个统计：第一年，学生的工
作能力与企业普通的员工相比，
相当于 30%左右；第二年，达到
70%至 80%；第三年，完全成长为
合格的员工。

“第二年有学生接近80%的工
作能力的时候，我们已经觉得很不
可思议了，严格来说他们还只是学
生啊！”卢雪芳说。

博凯“双元制”班的目标是培
养企业技术骨干，企业为此不遗余

力：学生吃住免费，每月每人发放
1000元生活补贴，年终还有奖学
金，并享受正式职工的疗休养福利
……2017年，企业还为“双元制”班
制订了人才上升通道，每个岗位分
为管理人员和高级操作人员两个
方向，这也是企业对于未来人才需
求的方向；此外，留下来的16名学
生还获得了去德国接受“工业4.0”
培训的机会。

企业始终坚持双向选择，对
此，卢雪芳底气十足：“不设任何条
件，我就靠我的薪资待遇、企业文
化留人。”

根据浙江省教育评估院的数
据，2018年全省机电一体化专业毕
业生平均起薪为 4000元/月，而博
凯“双元制”班起薪为 6000元/月，
而且是发“16薪”（每年发 16个月
工资），是全省同专业平均薪资水
平的2倍。

其实，让学生愿意留下来的，
不仅仅是薪资待遇。

“在博凯，我学到的不仅是技
能，还有做人。”学生黄恬诗说，

“德国企业的严谨规范、5S管理，
让我深刻理解了工匠精神，哪怕
我不留在博凯，这些东西也将受
用终身。”

徐意也对此深有体会：“经过
‘双元制’培养的学生，接线质量和
动作规范程度，要明显优于普通学
生，做出来的东西就是不一样。”

“3年时间，除了感情，我也看
到了企业的发展前景。”刘宁同学
说，“我们学的专业知识 ，90%以上
能够运用到实践当中去，‘双元制’
对我们的成长非常有帮助。”

刚进入企业时，刘宁偶尔还
会感到遗憾，向往那么久的大学
生活，却只能在忙碌的课堂和车
间里度过，“但是等到同学们都开
始找工作的时候，就会发现，我们
所失去的，最终让我们获得更
多。”

■通讯员赵远远、王姣

5月 22日，嘉兴职业技术学
院启动第二届“5·23爱生节”系
列活动，活动设置了 6个饱含爱
心的菜单，学生们沉浸其中，深受
感动和教育。

一篇青春寄语。学校在“青
春嘉职”微信公众平台开辟征集
致青春——我们都是追梦人“小
禾学‘习’语”专栏，希望学生们把
习总书记的青春寄语铭记于心、
外化于行；

“一堂暖心课堂”。通过“暖
心课堂”，老师们与学生分享人生
感悟，畅谈青春、理想与责任，帮
助学生成长；

此外，还有“一项精准资助”、
“一份爱心晚餐”、“一份心理健康
计划”、“一场真挚谈心”等关心关
爱主题活动。

此前，学校特意对大一、大二
困难学生进行了再次摸底调研，
对毕业班困难学生也在毕业前进
行再关怀再帮助。当天，学校所
有困难学生都收到了由学校财务
转来的资助款。该校赵云院长还
亲自把爱心餐券和爱心纪念卡分
发到部分学生手中，全校学生凭
餐券可免费领取学校特别定制的
爱心晚餐。

赵云院长表示，爱生，是师德
的核心，是教师的天职。爱生自
能受生爱，师仁方得为人师。学
校将每年 5 月 23 日设立为爱生

节，就是要倡导每一位教师都能
自觉坚持把“爱”的理念贯穿于
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
的全过程，就是要进一步深化关
爱学生的内涵，将爱护学生、关
心学生和服务学生落到实处。
学生的事无小事，这个“事”，包
括学生在思想上、学习上、生活
上、心理上的一切需求，既有人
生大事，也有生活琐事。只有在
具体的事务处理中能想学生之
所想、急学生之所急、解学生之
所困，才能找准学生思想上的兴
奋点，并通过交流对话找到共
鸣，帮助学生健康成长。

除了六大主题活动外，当天
学校还特地为学生举办了爱生
节嘉年华活动，邀请嘉兴市电力
局、中医院、建设银行、城南街道
派出所、垃圾分类办等 15 家单
位来校为同学服务，宣传安全用
电知识、开展心肺复苏急救培
训、反恐训练、防校园贷知识宣
讲、垃圾分类知识普及等。学校
心理健康教研室发挥学生朋辈
教育特长，在心理咨询、游戏中
开展互动，让学生在互动中学
习、领悟、成长。当天更有同学
们喜欢的各类趣味活动，如红色
书画、压花工艺、茶艺、剪纸艺术、
陶艺体验、无人机技术体验等，通
过创新弹幕摄影、爱生集卡盖章
行动、手工DIY等形式，吸引学
生广泛参与。活动精彩纷呈，令
学生大开眼界的同时受益匪浅。

爱生自能受生爱
师仁方得为人师

嘉职院举办第二届“5·23爱生节”活动

■通讯员范秀芳

5 月 20 日上午，磐安县人
社局和金华市技师学院再次签
约合作培养高技能人才。当
天，作为合作成果之一，首期合
作培训班——“春光科技”冠名
班开班。

磐安县人社局和金华市技
师学院签署了“政校合作培养
高技能人才三年行动”框架协
议。本次签约，是金华市技师
学院和磐安县人民政府此前签
署的《政校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就业培训合作协议》的延伸和
落实，是磐安实施“人才强县”
战略的一项新的重要举措，也
是金华市技师学院不忘职教初
心、履行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使
命的一次生动实践，其目的是
进一步加强磐安县高技能人才
培养工作，帮助磐安企业提高
竞争力，促进磐安县经济发展。

“春光科技”冠名班是“政
校企合作培养高技能人才三年

行动”计划的首期培训班，也是
磐安县实施高技能人才精准培
训的新举措，它将围绕企业需
求，量身定制特色培训菜单。据
悉，该冠名班由 32 名春光橡塑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员工和 33名
金华市技师学院学生（下半年进
入企业实习的 2020届毕业生）组
成，他们将在金华市技师学院的
组织下，着重进行企业文化、
CAD 软件等知识的培训，最后
争取帮助学员考取CAD专项高
级能力证书，为磐安县经济建设
注入高技能人才的新鲜血液。

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十分重
视高技能人才的培养，金华市
经信局副局长李中军、金华市
人社局副局长徐金韩、磐安县
分管副县长吴志军、磐安县政
协副主席兼金磐开发区管委会
主任陈平、磐安县人社局局长
陈新忠、金华春光橡塑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正明等领
导出席了签约暨开训仪式并讲
话动员。

政、校、企协同育人
产、学、研融合发展
磐安县政府联手金华市技师学院

培养高技能人才

■通讯员姚敏明 记者杜成敏

“你的想法很棒，这是一个
世界性的问题，这里蕴藏着一片
广阔的市场！”

在近日举行的 2019 年宁波
（国际）工业设计周活动中,荷兰
代尔夫特理工大学Daniel教授对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的徐凯阳
竖起了大拇指。

徐凯阳所在的第六小组从老
龄化问题出发，抓住“老年人骨质
疏松”这一自然衰老问题，延伸探
讨了如何有效帮助老年人减缓和
复健骨质疏松的产品，Daniel教
授对此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从整理思维导图、拼接“患者
旅程图”，再到手绘方案、共同评
价修正和选择方案……经过两个
多小时的设计，一台集手肘、腰
肩、脚踝锻炼的便携复健仪方案
跃然纸上。

“我们合作非常愉快，大家成
功地把各自的‘idea’整合在一起，
变成了产品设计方案！”徐凯阳指
着小组绘制的设计流程图介绍道。

5月 10日至 24日，宁波（国
际）工业设计周在宁波和丰创意
广场举行，来自宁波大学、浙江工
商职院等6所高校的30余名大学
生和国内外知名设计公司的设计

师，一起参与了六校工业设计联
展活动。

本届工业设计联展重点关注
了医疗器械产品开发、老龄化等
热点领域，大学生、专家学者、在
职设计师在交流互动中碰撞创意
的火花。

“我觉得，工商职院的同学在
用户体验等设计后期环节上考虑
得非常细致。”宁波工程学院工业
设计专业的胡燕这样评价工商职
院这支临时设计团队的效率。

“这些大学生的很多想法连
我们企业设计师也没想到呢！”
宁波创佳工业设计有限公司设
计师蔡岳也为同学们点赞，“相
对而言，高职院校的同学有其独
特的优势，在项目设计上经验比
较丰富，对产品制造工艺的理解
也更全面。”

“这种教学模式对于我校工
业设计专业学生来说并不陌生，
与学校平时采用的‘真题真做真
用’校企双师傅带徒方式有很多
相似之处。”浙江工商职院工业设
计专业主任吴冬俊介绍。作为本
次六校联展中惟一一所高职院
校，浙江工商职院工业设计专业
的学生还与其他 5所本科院校的
同学一起参加了中英诺丁汉大学
工业设计创新培训班。

在交流互动中碰撞创新
六校大学生与各国行业专家

共同开启宁波工业设计的创新之旅杭职院师生打造的亚运主题烘焙食品亮相亚洲美食节。

■汤珠勤

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
4 年如一日的坚持；付出一个周
末并不难，难的是每个周末的参
与。他参加工作 4 年半，连续 4
年被评为“平湖市优秀志愿者”、
不下 5 次出现在平湖电视台关
于志愿服务的新闻报道中。他
的技术被广大市民交口称赞，他
的行为影响了一大批学生。他
就是嘉兴市交通学校的汽修教
师沈凯强。

作为汽修教师，沈凯强的实
践能力非常强。2014年9月，一次
偶然机会，学校团委要组织志愿
者进社区活动，他觉得可以利用
自己的维修特长为市民服务，就
踊跃报名参加。从此沈凯强与志

愿者结下了不解之缘。
2014年 10月，沈凯强在校志

愿者服务总队的指导下，招收了
志同道合的学生成立了小家电志
愿者服务队。服务队成立至今，
只要平湖市志愿者协会组织活
动，只要学校团委组织教师参加
志愿者服务，沈凯强总是热情参
与。此外，他的小家电维修团队
每个月都会走进社区、走入乡镇，
为市民进行维修。

“一开始，我们到乡镇为村民
进行志愿服务，那些阿婆看我年
纪轻，都不太相信我的技术。后
来，我的摊位前总会排满人。”沈
凯强说。

那天他带着学生跟着平湖市
志愿者协会来到村里，刚开始没
有人到他摊位上维修，后来一个

阿婆拿来了电饭锅，他花了几分
钟时间就修理好了。一会儿，20
多位村民都拿来了电饭锅要求他
帮忙修理。他笑着告诉他们，他
们团队除了电饭锅，其他家电也
能修理。

现在，沈凯强团队的技术与
服务得到了广大市民的认可，每
次出去做志愿者，他们的摊位前
总是排队最多的。

“有时候市民需要维修的家
电太多了，半天时间根本不够用，
我们还会带回来修理。”一次，一
位家长带着孩子的电子玩具找到
他说，跑了好几家店，都没有办法
修好玩具。沈凯强检查了电子玩
具，原来是一个配件坏了，他告诉
家长可以把玩具带回学校，帮忙
去购买配件，修好之后再邮寄给

家长。后来拿到修好的玩具，那
位家长还专门打来电话表示感
谢。

2016 年 9 月，沈凯强团队成
立了工作室，入驻学校创业园，
为师生提供日常的修理。在他
的工作室里，摆满了各种修理的
工具，他和学生们的业余时间就
在这里度过。他说：“我们都喜
欢修理，能帮助别人感觉很幸
福。只要不更换大的配件，都进
行免费维修。”

他的学生们都说很喜欢跟着
他做志愿者，因为在帮助别人的
同时，还学到了技术，使自己的技
能水平得到了提高。现在，学校
师生手机坏了、电吹风坏了……
不用走出校门，就能享受贴心的
服务。

为什么 4年多来一直坚持做
志愿者？沈凯强说：“我也没有特
别的理由，帮人家修好东西，能得
到一句‘谢谢！’我就觉得非常满
足。”朴素的语言，彰显的是志愿
者的无私情怀。一声“谢谢”，让
一位汽修教师坚定了用自己的技
术服务他人的志愿。

沈凯强为了提高自己的服务
技术，不断钻研业务能力，不仅
自己在全国技能大赛中获得过
一等奖，指导的学生也多次在全
国、省、市汽修技能比赛中获奖，
他也因此获得了全国技能大赛
优秀指导教师、嘉兴市技术能
手、平湖市职业教育优秀教师等
荣誉称号。同时，通过自己的努
力，2018年他还考取了汽车维修
高级技师证书。

学生们都说喜欢跟着他做志愿者，在帮助别人的同时，还学到了技术

一位汽修教师的志愿者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