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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云工匠”师生共育人才培养模式实践探

索总结报告

一、实施背景

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服务发展为宗旨，以促进就

业为导向的人才培养目标，推行全面素质教育，培养具有综

合职业能力的中初级专门人才是中等职业学校的办学方向

和办学目标。基于这样的目标，中等职业教育承担着为社会

输送技术人才的重要责任。但是传统的中等职业教育人才培

养模式存在着一些问题，单纯以学校为主体开展中等职业教

育现出很多弊端，具体表现为:教学设施设滞后企业发展需

要;教师缺乏企业实践经验;专业与产业、职业岗位不对接;

专业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不对接;毕业生不能很好适应企业

生产岗位的实际需要。上述这些弊端是当前中等职业育中普

遍存在的问题。但是，行业、企业中蕴藏着大量的师资与设

备、设施等职业教育优势资源，如何将这些优质资源用于中

职学校人才培养上呢？中职学校如何按照行业企业的用人

标准培养人才呢？

根据《关于实施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建设计

划的意见》和《国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育决定》，学校

立足校企“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惠双赢”原则，并根据

我校师资、设备等实际情况，借鉴德国教学模式，用校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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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探索建立以项目教学为基本方法、以师傅带徒弟为主要途

径的现代学徒制教学模式。

二、主要目标

通过背景分析与市场调研，结合区域经济发展实际需

求，经与学校各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研讨，确定了各专业人

才培养目标。为实现人才培养目标，我们探索建立现代学徒

制教学模式，力求在探索过程中实现以下目标：

1.探索校企共同育人机制。完善学徒管理机制，明确校企双

方职责、分工，推进校企紧密合作、共同育人。探索建立人

才培养成本分担机制，统筹利用好校内实训和企业学习、学

校师资和企业师资，形成企业与学校联合开展现代学制的长

效机制。

2.实施招生与招工一体化。根据合作企业需求，与合作企业

共同研制招生与招工工作方案，实现招生即招工、入校即入

厂、校企联合培养。

3.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在校企合作框架下，根据技术技

能人才成长规律和企业工岗位标准需要，共同研制专业教学

标准、人才培养方案、开发课程和教材、设计实施教学、组

织考核评价、开展教学研究等，实现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

接，培养适合企业需求的技术技能人才。

4.建设专兼结合师资队伍。学校与企业之间人员互聘共用、

双向挂职锻炼、横向联合共同推进专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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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形成与现代学徒制相适应的教学管理与运营机制。共同建

立教学运行与质量监控体系，共同加强过程管理。与合作企

业共同制定学徒管理办法，保证学徒基本权益;根据教学需

要，合理安排学徒岗位，分配工作任务。

三、建设成果

(一)学校内涵建设方面

1.实施“理实一体化教学”，突出了学生技能培养。

依据教学方案，将企业情景搬进课堂，按照完成典型工

作任务的操作流程，利用高标准的理实一体化教室组织教

学，突出学生主体地位，使学生带着真实的任务在探素中学

习，真正融“教、学、做”为一体，从而提高学生职业技能

和职业素质，达到了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

2.通过“理实一体、项目教学”，提高了数师的业务能力和

教学水平。

“理实一体、项目教学”对教师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理实一体项目教学”要求教师不仅有丰富的专业知识讲授

专业理论课，而且有熟练的操作技能指导生产实习，成为能

“文”能“武”的“双师型”教师。既要了解本专业及相关

行业的发展趋势，又要具有运用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

新方法开展有效教学及教研。教师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取

长补短，找到“相结合”的最佳结合点、结合方法，使自身

的业务能力、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都得到提高。“理实一体、



5

项目教学”对教师的要求高了，教师的压力、工作量大了，

但同时也锻炼、培养了教师，增强了教师的工作责任心，促

使教师努力研究业务，练操作技能，积极进行项目开发，提

高教学水平。

3.高标准一体化教室，助推高技能人才培养。

按照专业实训室建设标准，学校配套建设的高标准理实

一体实训室为学生培养提供了硬件保障。学生在近乎真实的

生产环境中，能够充分进行“真刀真枪”训练，变被动接受

为主动学习，实现了由学校学生到企业学徒的身份转变。

4.通过“一体化”教学，践行了“教学做合一”的教育

理念。

著名教育学家行知曾说过:“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

件事，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学”。“教学做合一”思想适合于

专业课的教学。使我们的学生对本专业能产生兴趣，只有理

论联系实际，教育联系生活实际，学以致用，才能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才能真正培养出社会需要的既懂理论又会技能

的技术工人。

（二）师生共育方面

1.教师培养方面

2018 年 9 月董道礼、吴杰

老师获山东省教学能力大赛大

赛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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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5 月王海燕、张小荣老师获泰安市职业教育“匠

心育人”特色技能课堂一等奖，刘京珍、刘炳胜老师获得二

等奖；2019 年 9 月王海燕老师代表泰安市参加山东省教学能

力大赛，获得中职组专业技能课程二组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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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9 月安扬、和晓雯、李爱芳、吕成、王海慧、王

堂一等奖，吴杰、张慧颖获得泰安市二等奖，王海燕老师团

队、刘乾帧老师团队分别代表泰安市参加山东省教学能力大

赛获得省二、三等奖；

2021 年王敏、张丰燕、刘翠、张慧颖 4 位老师获得泰安

市职业教育“匠心育人”特色技能课堂比赛一等奖，李志华、

王芳、王乐强、杨芳、王珍 5 位老师获得泰安市二等奖，刘

翠老师团队、王敏老师团队代表泰安市参加山东省教学能力

大赛获得省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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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华老师团队、王乐强老师团队获泰安市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公共课一等奖；刘翠、王芳老师团队

获专业课程一组一等奖；张丰燕、王敏老师团队获专业课程

二组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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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师的教研能力得到了提高。

（1）2019 年 1 月由汽修专业全体教师参与，刘炳胜主

持的《中职汽车专业实习实训考核评价体系创新研究与实

践》课题由山东省教育厅立项，现已进入结题验收阶段。

（2）2020 年 6 月刘炳胜、杨国臣老师担任第二第三主

编的《新能源汽车认识》教材由原子能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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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20 年 11 月启迪杂志，杨国臣老师发表《中职汽

车运用与维修专业的教学改革研究》论文；董道礼老师发表

《“物联网+”背景下中职汽修课堂的教学创新》论文。

（3）2021 年 4 月时代汽车杂

志，刘炳胜老师发表《中职学校汽

车专业实训教学有效性评价探讨》

论文；杨勇老师发表《基于实训基

地中职汽修专业教学模式构建探

讨》论文；孟兆斌老师发表《多元

选择深化中职汽修专业课程改革

与实践探索》论文。

（4）2021 年，郑红老师《关于中职课堂教学中培养学

生学习兴趣的策略》论文发表，现《中职学前教育专业活力

课堂建设研究》课题已立项。

3. 学生培养方面。“青云工匠”学生参加 2018 年技能大赛获

一等奖 6 个，二等奖 13 个，三等奖 7 个，省三等奖 3 个，

共获奖 29 个；2019 年泰安市技能大赛获得一等奖 3 个，二

等奖 9 个，三等奖 10 个，省一等奖 1 个，省三等奖 1 个，

共获奖 24 个；2020 年泰安市技能大赛获得一等奖 4 个，二

等奖 7 个，三等奖 2 个，省三等奖 1 个，共获奖 14 个；2021

年泰安市技能大赛获得一等奖 2 个，二等奖 6 个，三等奖 4

个，省三等奖 2 个，共获奖：14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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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安市工商中等专业学校技能大赛获奖情况统计表

年度 专业 项目 类型 奖次 姓名
指导教

师
备注

2018

汽修

汽车机电维修 个人 一等奖 张恒

张永华

（1）一等

奖：6个；

（2）二等

奖：13 个；

（3）三等

奖：7个；

（4）省三

等奖：3

个；（5）

共获奖：29

个

汽车机电维修 个人 省三等奖 张恒

汽车机电维修 个人 二等奖 杨敏亮

车身修复（钣金） 个人 一等奖 刘元江
和西才

车身修复（钣金） 个人 二等奖 曹福金

车身涂装（喷漆） 个人 一等奖 李进
刘炳胜

车身涂装（喷漆） 个人 二等奖 杜磊

汽车营销 团体 一等奖
史秀莹

房臣卓
陈如凤

工美

玉石命题雕刻 个人 一等奖 牛金磊

李恭伟
玉石命题雕刻 个人 二等奖 刁俊嵩

玉石命题雕刻 个人 二等奖 李龙飞

玉石命题雕刻 个人 二等奖 赵希扬

学前

学前教育 个人 二等奖 万久乐 文美 杨

延楠

胡成迪

安静

学前教育 个人 二等奖 赵婷

电商 动画片制作 个人 三等奖 李宏阳 张治梅

会计

会计电算化 个人 二等奖 高欣茹

吴杰会计电算化 个人 三等奖 齐子旭

会计电算化 个人 三等奖 赵冰清

企业沙盘模拟 团体 二等奖

陈丹 倪

鸿章 陈

希琰 张

庆

张治梅

护理

职英语技能 团体 二等奖
王凯娣

李淑凝
朱凌晓

英语技能 团体 三等奖
刘衍铃

尹丽

学校 获得“2018 年泰安市职业技术院校技能大赛优秀组织奖”

2019

汽修

机电维修 个人 二等奖 杨 兆 和西才 （1）一等

奖：3个；

（2）二等

奖：9个；

（3）三等

奖：10 个；

（4）省一

等奖：1

个；（5）

机电维修 个人 二等奖 董 泽 和西才

车身涂装（喷漆） 个人 三等奖 徐泰临 刘炳胜

车身涂装（喷漆） 个人 三等奖 吴慎豪 刘炳胜

车身修复（钣金） 个人 三等奖 曹富金 杨国臣

汽车营销 团体 二等奖
巩庆凡、

张慎政
张丰燕

工美
玉石命题雕刻 个人 一等奖 刘 莉 胡成迪

玉石命题雕刻 个人 二等奖 张昊然 胡成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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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三等奖：

1 个；（6）

共获奖：24

个

玉石命题雕刻 个人 三等奖 李 燕 胡成迪

玉石命题雕刻 个人 三等奖 卢梦涵 胡成迪

玉石命题雕刻 个人 三等奖 高 冉 胡成迪

电商 电子商务技术 团体 三等奖

刘娴、牛

乐、董

晴、尹家

乐

张治梅

会计

会计信息化 个人 一等奖 高欣茹 吴 杰

会计信息化 个人 省三等奖 高欣茹 吴 杰

沙盘企业模拟经

营
团体 二等奖

朱荣鹏、

齐子旭、

李梦玲、

李晴

杨 建

2020

汽修

汽车机电维修 个人 一等奖 杨 兆 董道礼

（1）一等

奖：4个；

（2）二等

奖：7个；

（3）三等

奖：2个；

（4）省三

等奖：1

个；（5）

共获奖：14

个

汽车机电维修 个人 二等奖 陈 强 董道礼

车身修复（钣金） 个人 二等奖 肖富锟 杨国臣

车身修复（钣金） 个人 二等奖 张堉河 杨国臣

车身涂装（涂漆） 个人 一等奖 夏振意 刘炳胜

车身涂装（涂漆） 个人 二等奖 陈衍旭 刘炳胜

汽车营销 团体 一等奖
丁 健、

刘玉海
陈如凤

电商 电子商务技能 团体 二等奖

尹家乐、

牛 乐、

董 晴、

刘 娴

刘 涛

会计

会计信息化 个人 二等奖 陈云程 仲丹丹

会计信息化 个人 三等奖 杜言旭 仲丹丹

沙盘企业模拟经

营
团体 三等奖

牛家乐、

靳 雪、

张文康、

李鸿扬

吴 杰

护理

护理技能 个人 一等奖 徐文倩 陈浩

护理技能 个人 二等奖 赵玉枝 陈浩

护理技能 个人 省三等奖 赵玉枝 陈浩

2021

汽修

汽车机电维修 个人 一等奖 高慧康 董道礼 （1）一等

奖：2个；

（2）二等

奖：6个；

（3）三等

奖：4个；

（4）省三

等奖：2

个；（5）

汽车机电维修 个人 三等奖 郭泽亚 董道礼

汽车营销 个人 二等奖 刘宇晗 张丰燕

汽车营销 个人 三等奖 刘文昌 张丰燕

车身修复（钣金） 个人 二等奖 李树晴 杨国臣

电商 电子商务技能 团体 一等奖

曲兆新、

王志远、

万福宝、

王 钰

刘军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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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获奖：14

个

会计

会计信息化 个人 二等奖 陈云程 杨芳

会计信息化 个人 二等奖 李雨晴 杨芳

会计综合技能 团体 二等奖

鲁 静、

李 娜、

刘鼎雪

杨芳

沙盘企业模拟经

营
团体 三等奖

张文康、

王培祥、

郝 冉、

赵鑫坤

仲丹丹

护理
护理技能 个人 二等奖 赵玉枝 和晓雯

护理技能 个人 三等奖 王瑞琪 和晓雯

四、反思与总结

“青云工匠”师生共育人才养新模式深化了校企合作内

涵，推行了现代学徒制。校企共同招生，学校、企业与学生

签订了学徒培养协议，依据企业岗位标准，校企联合制定专

业教学标准和企业培养方案，学校课程以“理实一体、项目

教学”为主，学校和企业在学生培养过程中，相互支撑、相

互交融、相互促进。通过校企深度融合，逐渐形成了“共同

招生、共制方案、共建课程、共育人才、共同评价”合作新

模式，并在实施过程中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和带动效应。

采用理实一体化的教学模式，借鉴企业运行管理机制，

成立理实一体化领导小组，以项目为学习载体，集教学与生

产为一体，不断整合优化课程。对于学生而言，以实践为学

习重点，集实践与理论为一体，不断提高学生职业技能，还

原真实的工作场景，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以自主合作学习

为主要形式，不断实现自我构建，为学生可持缤发展莫定基

础。于教师而言，这种学方式有助于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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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更有效的方法将知识传授给予学生，促使师生间信息有效

地传输，同时这种教学方式，使得老师需要更高的教学水平

以及能力，鞭策教师不断自我发展与提升。于学校而言，理

实一体化教学模式研讨小组将带动学校整体人才培养质量

和办学水平的提高，全面提升综合管理水平、办学效益和服

务社会的能力，真正到“示范、引领、辐射”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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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省级教学成果奖鉴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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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培养佐证材料
1.2019 年“匠心育人”特色技能课堂

2019 年 5 月王海燕、张小荣老师获泰安市职业教育“匠

心育人”特色技能课堂一等奖，刘京珍、刘炳胜老师获得二

等奖；2019 年 9 月王海燕老师代表泰安市参加山东省教学能

力大赛，获得中职组专业技能课程二组一等奖；

2019 年 9 月王海燕老师代表泰安市参加山东省教学能

力大赛，获得中职组专业技能课程二组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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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0 年“匠心育人”特色技能课堂

2020 年 9 月安扬、和晓雯、李爱芳、吕成、王海慧、王

梦晓 6 名教师获得泰安市职业教育“匠心育人”特色技能课

堂一等奖，吴杰、张慧颖获得泰安市二等奖

王海燕老师团队、刘乾帧老师团队分别代表泰安市参加

山东省教学能力大赛获得省二、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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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21 年“匠心育人”特色技能课堂

2021 年王敏、张丰燕、刘翠、张慧颖 4 位老师获得泰安

市职业教育“匠心育人”特色技能课堂比赛一等奖，李志华、

王芳、王乐强、杨芳、王珍 5 位老师获得泰安市二等奖

刘翠老师团队、王敏老师团队代表泰安市参加山东省教

学能力大赛获得省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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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21 年教学能力比赛

李志华老师团队、王乐强老师团队获泰安市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公共课一等奖；刘翠、王芳老师团队获

专业课程一组一等奖；张丰燕、王敏老师团队获专业课程二

组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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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教研佐证材料

（一）课题

2019年1月由汽修专业全体教师参与，刘炳胜主持的《中

职汽车专业实习实训考核评价体系创新研究与实践》课题

（二）教材出版

刘炳胜、杨国

臣老师担任第二

第三主编的《新

能源汽车认识》

教材由原子能出

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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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师论文佐证材料

《时代汽车》

1.刘炳胜老师发表《中职学校汽车专业实训教学有效性评价

探讨》论文；

2.杨勇老师发表《基于实训基地中职汽修专业教学模式构建

探讨》论文；

3.孟兆斌老师发表《多元选择深化中职汽修专业课程改革与

实践探索》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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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迪》

1.杨国臣老师发表《中职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的教学改革研

究》论文；

2.董道礼老师发表《“物联网+”背景下中职汽修课堂的教学

创新》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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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培养佐证材料

1.2018 年技能大赛获一等奖 6 个，二等奖 13 个，三等奖 7

个，省三等奖 3 个，共获奖 29 个

2.2019 年泰安市技能大赛获得一等奖 3 个，二等奖 9 个，三

等奖 10 个，省一等奖 1 个，省三等奖 1 个，共获奖 24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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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20 年泰安市技能大赛获得一等奖 4 个，二等奖 7 个，

三等奖 2 个，省三等奖 1 个，共获奖 14 个；

4.2021 年泰安市技能大赛获得一等奖 2 个，二等奖 6 个，

三等奖 4 个，省三等奖 2 个，共获奖：14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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