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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校情况
1.1 学校概况
石家庄市鹿泉区职业教育中心建于 1989 年，是在当时的获鹿县委、县政府支持下，整合县域
内普通中专、职业中专、农民中专、技工学校和成人中专而建立的全国第一所综合性职业技术学校，
时称获鹿县综合职业技术学校，后几经更名，发展到现在的石家庄市鹿泉区职业教育中心。公办学
校，隶属石家庄市鹿泉区教育局。学校占地面积 132163.74 ㎡，建筑面积 42960.38 ㎡，固定资产
5444.82 万元。学校现开设专业 22 个，有订单委培班、对口升学班、定向单招班、
“3+2”大 专 班 、
短期培训等多种办学形式，在校生 2533 人，在编教职工 221 人。

1.2 学生情况
1.2.1 招生数、毕业生数、在校生数
学校积极进行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不断优化专业结构设置，增强专业吸引力，拓展外地招生
市场，加大招生宣传力度，多措并举，多元化招生，保证了招生规模。2017 年学校招生 1358 人 ，
其中，全日制 1212 人，非全日制 146 人，涵盖 8 个专业大类、14 个专业（专业设置及各专业在校
生规模、招生人数、毕业生人数见附表一），在校生总数 2533 人，毕业生人数 510 人。近两年学校
招生数、毕业生数、在校生数如下表（图）：
表 1-1

学校近两年学生情况统计表

2016 年

2017 年

招生数

1121

1358

毕业生数

491

510

在校生数

2244

2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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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学校近 2 年学生情况统计表）

2017 年学校招生人数 1358 人同 2016 年招生人数 1121 人相比，增加 21%，

1.2.2 在校生结构及巩固率
一是男女结构。因为我校专业设置中工科类专业偏多，所以招收的男生比例偏高。在校男生占
60%，女生占 40%，男生高于女生。

（图 1-2

在校生男女生比例统计图）

二是来源结构。我校农村学生占比大幅高于城镇学生，农村户籍占 94%，非农村户籍占 6%，反
映出中职学生家庭情况以农村农民家庭为主。鹿泉本地生源 1342 人，占 52%，外地生源 1191 人 ，
占 48%，反映出我校本地外地生源基本持平。

4

石家庄市鹿泉区职业教育中心

（图 1-3

学生来源统计图 1）

（图 1-4

学生来源统计图 2）

三是专业结构。我校学生主要集中在电气运行与控制、机电技术应用、汽车运用与维修、铁道
运输管理、计算机应用等专业。2017 年在校生专业分布如下图：

（图 1-5

在校生专业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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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努力做好与石家庄信息工程学院 3+2 联办大专工作，2017 年圆满完成 80 个招生计划。

（图 1-6
表 1-2

3+2 大专三年招生情况）
学校 2016 年--2017 年巩固率

年度

招生数

实际在校生数

巩固率

2016

1121

1080

96.3%

2017

1358

1350

99.4%

1.2.3 培训规模
2017 年,我校利用专业优势向当地企业和社会进行了短期培训。通过提供技术服务、指导生产、
现场咨询、集中上课等灵活多样的培训，提高了受训人员的理论水平和知识技能。
2017 年度，以各乡镇成人学校为依托，对当地百姓进行了养殖和种植技术、烹饪技术、蔬菜栽
培技术、礼仪知识、核桃种植技术、老年人服务与管理及老年人文化活动等培训，对企业职工进行
了机械生产安全培训，共培训人数为 2002 人，比 2016 年培训人数增加 464 人，折合人日数 10510，
完成了 2017 年短期培训任务。
表 1-3

培训情况统计表

培训地点

时 间

培训内容

授课教师

人数

折合人
日数

宜安成人学校

2016.11.262017.3.28

养殖和种植技术

陈淑芹 贾文军

356

3560

宜安、大河
获鹿镇成人学校

2017.3.20-5.8

烹饪技术

邓彦敏

94

940

各乡镇成人学校
及农村 实用人
才培养示范基地

2017.4.1-4.10

蔬菜栽培技术

贾文军、宋炳彦

596

1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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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庄、铜冶成人
学校

2017.4.3-6.19

礼仪知识

赵延庆

96

960

各乡镇成人学校
及农村核桃生产
基地

2017.4.10-4.26

核桃种植技术

高林森

594

1198

铜冶成人学校

2017.5.21-7.21

老年人文化活动

路荣会

80

800

各乡镇成人学校

2017.9.10-10.28

老年人服务与管理

陈淑芹、贾文军
高霄霞、邓彦敏

146

1460

鹿泉职教中心
铜冶成人学校

2017.9.11-10.19

机械生产安全

郝朝栋

40

400

2002

10510

合计

图 1-7

老年人文化活动培训

图 1-8

礼仪培训

1.3 教师队伍
2017 年我校现有专任教师 195 人，兼职教师 28 人，在校生 2533 人，师生比 1：11.4；专业教
师有 102 人，占专任教师总数的 52.3%；其中双师型教师有 79 人，占专业教师总数的 77.5%；高级
职称教师 64 人，
占专任教师总数的 32.8%；本科以上学历的教师有 189 人，
占专任教师总数的 96.9%；
研究生 14 人，占专任教师总数 7.2%；兼职教师 28 人，占专任教师总数 14.4%。
与 2016 年相比：专任教师总数增加 10 人；高级职称人数增加 4 人，高级职称教师占专任教师
数提高 0.4%；硕士研究生占专任教师数增加 0.2%；兼职教师占专任教师数增加 2%。
表 1-4

学校师资队伍一览表

项目内容

2016 年

2017 年

在校生数（单位：人）

2244

2533

专任教师数（单位：人）

185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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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职教师数（单位：人）

23

28

1:10.8

1:11.4

专业教师（单位：人）

103

102

专业教师占专任教师比例

56%

52.3%

其中：专业教师中双师型教师数（单位：人）

84

79

81.6%

77.5%

60

64

32.4%

32.8%

其中：专任教师中本科以上学历人数（单位：人）

180

189

本科以上学历占专任教师比例

97%

96.9%

其中：专任教师中研究生学历数（单位：人）

13

14

研究生学历占专任教师比例

7%

7.2%

12.4%

14.4%

师生比

双师型教师占专业教师比例
其中：专任教师中高级职称人数（单位：人）
高级职称占专任教师比例

兼职教师占专任教师比例

1.4 设施设备
学校教学仪器设备总值 2203.09 万元，2017 年度增加 69.18 万元，实习实训工位数 1570 个 ，
生均 0.6 个；教育教学用计算机 898 台，计算机生均数 0.35 台；纸质图书 244.59 万元，电子图书6
万元，纸质图书 77046 册，电子图书 129.3 万册，生均纸质图书 30.41 册；学生人数 2533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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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生发展
2.1 学生素质
为使我校学生普遍掌握健康常识，养成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健康的生活方式；耐力、力量、
技能和速度等体能素质保持较高水平，优良率逐年提升，营养不良、肥胖发生率逐渐下降，健康素
质不断增强。我校对学生的体质健康水平的提高采用了以下方面：
保证学生“每天锻炼一小时”。每天早晨 6：10—6：20 是早操时间，上午 10：00 统一安排 20
分钟课间操时间，除此之外，每班每周安排两节 45 分钟的体育室外课，还有一节室内体育健康教育
课，如果当天没有体育课的班级会安排 30 分钟课外活动时间，充分保证学生每天锻炼一小时时间。

图 2-1

学生校园锻炼

开展多种活动提高学生对体育活动的兴趣。2017 年组织了跳绳、班级篮球、长跑、体育节等
各类比赛，提高学生的体育热情，让学生爱上体育活动，主动投入到体育锻炼中，养成良好的锻炼
习惯。

图 2-2

学生校园活动

改变传统的体育考评制度，激励学生。实行学生体育考评薪分制，将学生的体育成绩与学生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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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毕业分配相联系激励学生投身体育锻炼中；实行班级体质健康达标评优活动，将体育健康测
试成绩纳入班主任考核中，成绩较好的班级给予表彰。
经过一年来的改革，今年的体质健康成绩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学生上课积极性提高。课外活动
学生也动了起来。学校有了生机。今年 12 月体质健康测试成绩比以往提高了很多。
表 2-1 2017 年鹿泉职教中心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成绩

总人数

上传
人数

申请免测或
缓测人数

没有及时
上传人数

不及格
人数

优秀
人数

良好
人数

达标率

1350

1291

16

43 人

72 人

57

455

95%

2.2 在校体验
学校通过召开学生代表座谈会，问卷调查和访谈等多种形式，及时征集学生对教育教学、后勤
服务、教学环境、业余生活、校园安全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不断改进学校的管理和服务，学校管
理规范有序，校园氛围和谐文明。经统计，学生的理论学习满意度 89%，专业学习满意度 92%，实习
实训满意度 95%，校园文化与社团活动满意度 92%，生活满意度 91%，安全满意度 93.6%。

2.3 资助情况
制定了《鹿泉区职业教育中心国家助学金管理及发放实施细则》
、
《鹿泉区职业教育中心国家免
学费管理办法》和《鹿泉区职教中心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暂行办法》，保证了免学费和助学金
政策的落实到位。2017 年春季免学费 1491 人次，秋季免学费 2029 人次，1150 元/人次，共计 404.8
万元。2017 年春季发放助学金 162 人，秋季 231 人，1000 元/人，共计 39.3 万元。在国家资助的基
础上，学校还自筹资金 4150 元，资助低保、残疾等贫困家庭学生 7 人，帮助他们顺利完成学业。

2.4 就业质量
2017 年，学校毕业生总数为 510 人，就业（含升入高校）504 人，就业率 98.82%，对口就业 445
人，对口就业率 87.25%；升入高校 93 人，升入高等教育院校比例 18.24% 。具体情况如下表：
表 2-2

学校分专业就业率统计表

分专业就业率

2016 年

2017 年

与上一年相比

加工制造类

98.48%

98.68%

0.20%

信息技术类

98.91%

100%

1.09%

财经商贸类

96.30%

100%

3.70%

旅游服务类

100.00%

1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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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学校分专业就业率统计表
表 2-3

对口就业率

学校对口就业率

2016 年

2017

与上一年相比

82.48%

87.25%

4.77%

图 2-4 学校对口就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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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学校初次就业起薪

初次就业起薪（元/月 ）

2016 年

2017

与上一年相比

1851

2176

325

图 2-5 学校初次就业起薪
表 2-5 学校升入高等教育比例

升入高等教育比例

2016 年

2017

与上一年相比

12.22%

18.24%

6.02%

图 2-6 学校升入高等教育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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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就业情况的主要特点
1、与上一年相比，四大专业就业率均保持在较高水平，高于全国中职学校平均就业率 96%以上
两个百分点，就业率较 2016 年略高，2016 年是 98.57%，2017 年是 98.82%。说明依然保持了较高的
就业率。
2、对口就业率继续稳定在较高水平，高于全国中职学校平均对口就业率 75%以上十二个百分
点，对口就业率高于去年，2016 年是 82.48%，2017 年是 87.25%。说明我们坚持“五不推荐”中的
“专业不对口不推荐”效果逐渐显现。
3、今年三、二分段 45 人，对口单独招生考试升学人数 48 人，共计 93 人。2016 年是 60 人 。
升入高等教育比例提高六个百分点，说明同学们升学愿望比较强烈，毕业出路取向向双元发展。
4、初次就业起薪有所提高，较 2016 年就业起薪提高十五个百分点：升入高校比例提高了六个
百分点。2016 年平均起薪 1851 元/月，2017 年平均起薪 2176 元/月。享受五险、五险一金的共计
396 人，占直接就业人数的 96.35%。说明我们下大力量开拓就业市场，优中选优，优质企业在增多。
5、2017 年我校以“服务发展为宗旨，以促进就业为导向”，立足当地，辐射京津，继续坚持“五
个不推荐”即专业不对口不推荐；工作环境差不推荐；工资待遇低不推荐；没有法定保险不推荐；
没有发展空间不推荐。继续做到“两个坚持一个永远”即坚持就业指导，坚持就业跟踪，为学生提
供永远的就业服务，及时为有要求的学生调整工作岗位。多措并举，较好地完成了 2017 年的学生就
业工作。

2.5 职业发展
2017 届毕业生 510 人，直接就业 504 人，自主创业 10 人，对口就业率 87.25%，学生就业的岗
位与所学专业基本对口。
1、学习能力
我校不断通过教学模式改革和课堂教学改革，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在培养学生求知欲、
做事和发展能力方面狠下功夫，使学生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明确了学习目标，并为达到目标而不
懈努力。变“要我学”为“我要学”；其次是教师引导学生利用科学的学习方法获取知识技能，提高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即会学习；再次通过校内实训课和不定期的到企业短期实习，提高学
生动手能力，不断提高技能水平，完成从理论知识到实践技能的转变。
2、岗位适应能力
我校通过进一步加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做到学校跟着企业走，专业跟着产业
走，教学跟着生产走，缩短顶岗实习时间，加强教学实习，让教学和企业生产紧密对接，让学生不
断地感受企业文化，适应企业管理，学到课本上学不到的东西，提高了学生岗位适应能力，使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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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率明显提高，为完成由学生到职业人的转变打下了基础。

图 2-7 电气运行与控制专业学生
在步沐电子有限公司开展教学实习

图 2-8 石家庄世贸广场酒店人事部的周经理
给学生们介绍摆台要求

3、岗位迁移能力
学校坚持文化与素养并重而更重素养，知识与技能并重而更重技能的同时，根据学生身心发展
特点和就业指导规律，从第一学期到第四学期制定了渐进式、阶梯式就业指导大纲。明确班主任讲
什么，招生就业处讲什么，心理教师讲什么，定期邀请企业领导、优秀毕业生来校作报告，培养了
学生良好的职业化心态，树立了科学的职业生涯发展观和正确的就业价值观，使学生适应岗位转换
的能力不断增强，从心理到技能提高了岗位迁移能力。

图 2-9 优秀毕业生孙儒为在校生做报告

图 2-10 优秀毕业生王鹏伟为在校生作报告

4、创新创业能力
学校高度重视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将创新指导教育贯穿学生学习的始终，大力弘扬“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精神，积极引导学生学习国家创新创业的有关政策。学校还组建了各类兴趣
小组、学生社团，设置公益岗位，潜移默化培养学生创业精神，提高学生创业能力，涌现出了年流

。

水过亿鼎美电脑老板李强、发明四项国家专利的孙儒等创新创业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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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晟，我校 2007 届旅游服务与管理专业毕业生。王晟在校期间，
刻苦学习，努力钻研，经常通过颁奖典礼、主持晚会、运动会解说等
活动，提升自己的职业素质和能力。代表河北省参加全国旅游院校饭
店服务技能大赛客房专业中式铺床二等奖，经学校推荐、企业选拔，
凭借自己优异的成绩被太行国宾馆录用。他从服务员做起，参加各种
培训，不断深造，不断提高，现任市场销售部客户经理，月收入达
7000 元以上。2014 年荣获河北省五一劳动奖章，2015 年、2016 年连
续两年荣获河北省委办公厅先进工作者称号。
王晟

3.质量保障措施
3.1 专业动态调整
围绕鹿泉“一区六基地”对区域内支柱产业的用工结构、岗位技能、职业素养、企业文化等方
面展开调研，为专业设置提供依据，紧跟企业、行业发展方向，及时调整专业结构，增加招生吸引
力。
积极进行专业结构升级优化，在现有专业基础上电气运行与控制专业细化为无人机、自动控制、
电气安装三个专业方向；计算机应用专业增加了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机械专业增加了机电技术应
用专业。及时为企业、行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针对鹿泉养老事业蓬勃发展，我们开办
了老年人服务与管理专业。努力为当地经济建设服务，积极拓展联合办学渠道，开展订单委培，进
一步优化专业结构设置，明确专业培养目标。与北京京北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联合开办了京北方委
培班，为银行培养后台数据处理人才；与石家庄新龙软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开办了新龙软件委
培班，培养软件人才。进一步加大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深度，在制定 18 年春季招生简章时专业系和
企业有效对接，课程前置，保证现在所学即将来岗位所用，专业发展有了明确的方向。

3.2 教育教学改革
3.2.1 公共基础课
学校重视学生素质教育，按照教育部要求，在所有的专业均开设有关的基础素质课。开设数学、
语文、英语、德育、时事政治、书法、计算机应用、体育与健康教育、法制与安全教育、心理健康
教育和音乐、美术等公共基础课，并创新教学方法，采用“茶话式” “英语识别”等教学方法，将
生活元素和案例融入教学内容，确保每个专业的学生都掌握必备的文化基础知识，旨在培养适合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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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学习的综合素质人才。

3.2.2 专业设置
我校开设电气运行与控制、机械加工技术、制药技术、汽车运用与维修、计算机应用、旅游服
务与管理等专业。详情见附表
表 3-1 鹿泉区职业教育中心 2017 年专业开设情况一览表
专业

专业代码

电气运行与控制
（无人机方向）

电气运行与控制
（自动控制方向）
电气运行与控制
（电气安装方向）

053000

电气运行与控制
（北京金隅科技学校联
合培养智能楼宇方向）

计算机应用
（京北方委培班）

计算机应用
（新龙软件委培班）
090100

计算机应用
（平面设计方向）

主要专业课程
电工电子、电气识图、安全用电、电
工仪表、电子 CAD、电子产品装配与调
试、机器人技术、传感器技术、无人
机操控、维护等。
电工电子、电气识图、安全用电、电
工仪表、PLC 技术、机电一体化、单片
机技术、智能楼宇等。
电工电子、电气识图、安全用电、电
工仪表、照明电路安装、电力拖动、
变频调速、触摸屏等。
电工电子、楼宇电工技术、楼宇电子
技术、安防系统的管理与维护、空调
与通风系统的运行与维护、建筑供配
电系统的运行与管理、消防系统的运
行与维护、综合布线系统安装与测试
等。
信息录入、办公软件应用、计算机组
装与维修、计算机网络基础、
photoshop、flash、网页设计与制作、
数据库系统、数据维护等。

办公软件应用、计算机网络基础、网
络设备调试实训、网络操作系统、
photoshop、illustrator、CorelDraw、
Visual FoxPro 等。

办公软件应用、美术设计基础、
photoshop、illustrator、CorelDraw、
平面排版技术、平面广告设计与制作、
3D 打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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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方向
翔拓航空等无人机企业，
十三所、五十四所、科林
电气、步沐电子、格力电
器、北京欧伏电气、京东
方等电子产品生产研发、
自动化设备安装调试、机
电一体化设备维修、电气
设备管护类企业。
第一、二、三学期在本校
学习；第四、五学期在北
京金隅科技学校学习；第
六学期由北京金隅科技
学校安排顶岗实习并推
荐就业。
北京京北方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石家庄工作地点
省建行、省农行等银行后
台数据处理。
通过单招进入由石家庄
新龙软件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合作的专本科院校
学习（石家庄学院、石家
庄职业技术学院、张家口
职业技术学院等），毕业
后由新龙公司安排就业。
广告制作、会展管理类公
司；腾辉影视等动画制
作、影视制作类公司；品
宏电商、家德尔电商等电
子商务公司；去哪网、移
动联通电信、天宇通信、
平安车险电销等客服类
公司。

石家庄市鹿泉区职业教育中心
办公软件应用、计算机组装与维修、
长城宽带等计算机维护、
计算机网络基础、网络设备调试实训、
网络工程、网站管理类
网络操作系统、网络管理实训、3D 打
IT 公司。
印等。

计算机网络技术

办公软件应用、photoshop、网店经营
与管理、市场营销、网页设计与制作、
电子商务、消费心理、普通话等。

计算机应用
（御芝林委培电商方
向）

旅游服务与管理

130200

机械加工技术
（数控方向）
051200
机械加工技术
（焊接技术方向）

机电技术应用

051300

汽车运用与维修

082500
汽车运用与维修
（百顺汽修委培班）

制药技术

102000

旅游概论、旅游政策与法规、旅游服
务心理学、旅游情景英语、礼仪与交
往、形体训练、旅行社运营实务、导
游基础、中国旅游地理、模拟导游、
化妆、茶艺、前厅服务、客房服务、
餐厅服务等。
机械基础、机械制图、AutoCAD、电子
电工基础、极限配合与测量技术、金
属材料、数控编程及操作、车工工艺
与技能训练等。
机械基础、机械制图、AutoCAD、电子
电工基础、极限配合与测量技术、金
属材料、焊工工艺与技能操作等。
机械基础、机械制图、AutoCAD、电子
电工基础、极限配合与测量技术、机
床电气线路安装与维修、钳工工艺与
技能训练等。
机械基础、机械制图、电工技术、汽
车材料、汽车文化、汽车安全驾驶、
汽车营销、汽车发动机构造与维修、
汽车底盘构造与维修、汽车电气、汽
车电控发动机、自动变速器、汽车维
护与保养等。
机械基础、机械制图、电工技术、汽
车材料、汽车文化、汽车安全驾驶、
汽车营销、汽车发动机构造与维修、
汽车底盘构造与维修、汽车电气、汽
车电控发动机、自动变速器、汽车维
护与保养等。

基础化学、化学实验技术、微生物基
础、药剂学概论、药事法规、生物化
学医药安全生产基本知识、药物化学、
化工单元操作、药物分析技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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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河北御芝林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联办，从事电子
商务有关工作。

河北旅投集团旗下各旅
行社及其所属翠屏山迎
宾馆（政务接待）、石家
庄世贸广场酒店等五星
级酒店。

空军 5721 工厂、解放军
6411 工厂、格力电器、
北京天海、石家庄博深工
具、天嘉不锈钢、河北电
机、金环建设集团等普车
操作、数控车操作、CAD
制图、工艺设计、设备安
装调试与维护、焊接操作
类企业。

长城汽车、中博汽车、精
进电动，安瑞汽车 4S 店、
奥迪汽修厂等汽车制造、
汽车维修与保养、汽车美
容、汽车营销类企业。
与百速恩汽车维修服务
有限公司联办，从事汽车
维修与保养工作。非委培
班由学校推荐到长城汽
车、中博汽车、精进电动
科技、4S 店、奥迪汽修
厂等汽车制造、汽车维修
与保养、汽车美容、汽车
营销类企业。
石药、四药、以岭、神威
等药剂分析与检验、制药
生产类企业。

老年人服务与管理
（高级护理方向）

18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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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河北东方学院联办，前两年在鹿泉
区职业教育中心学习，第三年可进入
河北东方学院学习护理专业，并参加
单招考试，通过单招升入河北东方学
院，毕业由东方学院推荐到北京、天
津、廊坊等地医院就业。也可考试升
入河北东方学院本科继续学习。

3.2.3 师资队伍
学校以全面提升教师的专业能力，打造高素质教学团队为重点，积极实施 “人才强校”战 略 ，
制定了《鹿泉职教中心师资队伍建设规划》
，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详细的三年规划目标，以教师队伍
建设，文化课、专业课课堂教学模式改革为抓手，创新评价机制，对教师每学期进行教师量化考核，
对教研组和专业组进行教学能力和教学效果的考核。学校制定了外聘教师聘任制度，从社会、企业、
高校聘请能工巧匠和专业人才，2017 年外聘教师 28 名，成为专业教师的有效补充。截至目前，学
校拥有全国优秀课教师 3 人，省级教学名师、优秀教师 5 名，省市级教学能手、骨干教师、优秀课
教师 83 名，石家庄市专业学科带头人 12 名。
表 3-2 教师获奖情况
奖励名称及等级
河北省中等职业学校“创新杯”教师
信息化教学设计和说课大赛 二等奖
河北省中等职业学校“创新杯”教师
信息化教学设计和说课大赛 三等奖
河北省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
三等奖

级别

获奖人员

省级

付博

省级

孟红珍 王永梅 李霞

省级

安永芳 李霞

河北省教育厅

付博 王伟霞 孟红珍

石家庄市教育科学

王永梅 李霞

研究所

石家庄市中等职业学校“创新杯”教
师信息化教学设计和说课大赛

市级

一等奖
石家庄市中等职业学校“创新杯”教
师信息化教学设计和说课大赛

市级

敬新英

市级

张娟

二等奖
石家庄市中小学幼儿园教师骨干教
师评选 骨干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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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奖单位
河北省职业技术教育
研究所
河北省职业技术教育
研究所

石家庄市教育科学
研究所
石家庄市教育局

石家庄市鹿泉区职业教育中心

图 3-1 教师获奖情况

3.2.4 课程建设
依据教育部颁发的专业教学标准，为适应地方经济发展、产业升级及技术进步需要，我校深入
行业企业调研，了解行业企业的人才结构现状、职业发展趋势、人才需求、职业发展和岗位对工作
能力的要求等情况，明确专业定位，根据职业岗位的任职要求，构建并不断完善以就业为导向、以
能力本位为主线的人才培养方案、基于工作过程、任务驱动的模块化课程体系。
2017 年电子电工专业根据任务驱动的模块化课程体系，编写了《电力拖动控制线路安装与调试 》
教学手册，制作了精品课程和校本课程，数学组编制了适合学生学习的《数学.导学稿》，德育组编
制了《德育.道德读本》。到目前为止共编制校本教材 16 本，公开出版 6 本
表 3-3 校本课程

2016 年校本课程
《 数学 （上 册）》《数学 （下 册）》

2017 年新增校本课程
《德育（道德读本）》《电力拖动控制线路安装与调试》
《数学（导学稿）》

3.2.5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学校全面推进“校企合作、工学结合、顶岗实习”的人才培养模式，在各骨干专业都成立了专
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吸收行业、企业专家参与课程建设、人才培养方案制定等工作，使人才培养更
加符合企业岗位实际。继续与石家庄市天宇泵业有限公司办好融实习实训与企业生产为一体的“教
学工厂”，将实际的企业环境引入教学环境，让学生在真实的生产环境中掌握过硬的岗位技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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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距离”上岗；校企共建校外实训基地 24 家，由学校派出教师和企业工人师傅共同对顶岗实习学
生进行严格管理，实现双主体育人。
学校根据教育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的《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
【教职成[2016]3 号】通知
精神，及时修订和完善了《鹿泉区职教中心学生就业实习管理办法》，对参加顶岗实习学生的目标与
任务、内容与要求、考核与评价等内容做出了明确规定，进一步规范了学生的顶岗实习行为，维护
了学生的合法权益。2017 年，我校安排 411 人参加顶岗实习，涉及电气运行与控制、机械加工技术 、
汽车运用与维修、计算机应用、旅游服务与管理、会计、化学制药、焊接技术等八大专业的学生，
经实习单位和我校共同考核，对顶岗实习学生评价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个等次，极大
地提高了学生参加顶岗实习的积极性，增加了对所学专业技术在生产实际上具体应用认识，增强了
实际工作经验，培养了学生的职业素养和职业能力。
通过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和创新，我校形成了适合各专业特点的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努力
实现“学会做人、学会做事、学会合作、学会创新”的育人目标，积极培养生产、服务、管理一线
的实用型技术技能人才，为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培养了数万名高素质劳动者。

3.2.6 信息化教学
我校高度重视信息化教学，给每位教师配备了笔记本电脑，每个班级安装了多媒体教学设备，
运用计算机辅助管理和教育教学，已普及到每位教师。各专业运用仿真模拟软件、多媒体课件、校
园数字化平台等信息化手段开展教学工作，推动信息技术和教育技术的深度融合。信息系与北京动
力时代公司合作使用了计算机组装维修实训课程网络资源，使用了思科模拟网络教学软件。

3.2.7 实训基地
学校建有电子电工类、化工类、机械加工类、旅游与宾馆服务类、计算机类等校内实习实训基
地。其中电子电工、机械加工专业是国家级实训基地，化工专业是省级实训基地。学校是电子电工
特有工种职业技能培训基地、河北省中小企业职工技能培训基地、河北阳煤正元集团员工培训基地、
河北新龙科技集团校企合作人才培养基地、鹿泉区职业安全培训基地。
学校不断投入资金，加强校内实训基地建设。2017 年投入 33 万余元补充了无人机、教学机器
人等设备，满足校内实习实训需要，提升了专业实训能力。
学校根据学生职业技能培养需求，积极开辟校外实训基地，开展顶岗实习，培养和锻炼岗位技
能，积累工作经验，提升职业能力。校外实习实训基地一览表（见表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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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鹿泉区职业教育中心校外实习实训基地一览表
电子电工系

机械化工系

信息管理系

石家庄步沐电子有限公司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石家庄天宇泵业公司

石家庄世贸广场酒店

石家庄京华电子实业有限公司

鹿泉大众汽车修理厂

京北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翠屏山国宾馆

河北冀雅电子有限公司

百顺汽车快修连锁公司

河北品宏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格力电器（石家庄）有限公司

博深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北讯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阳煤正元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金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河北御芝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十三所河北中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四药有限公司

十三所麦特达微电子技术开发应用
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总公司光电模块事业部
石家庄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好途邦河北西山汽车服务
中心

3.2.8 教学资源建设
学校重视教学资源建设，建有数字化教学资源库。包括教学经典案例、教学视频、教学课件、
教案和试题库，并初步建立了化工总控工、化学检验工、车工、钳工、数控工、焊工、汽车维修工
中级工理论试题库。数字化教学资源为广大师生的教育教学和学习提供了有力保障。（详情见下表）
表 3-5 学校数字化教学资源一览表
序号

项

目

单位

2016 年

2017 年

1

教学课件

个

1736

2096

2

教学案例

个

513

896

3

教学视频

个

37

39

4

教学教案

个

2775

4151

5

人才培养方案

个

59

59

化工工艺

道

9932

10142

机械加工技术

道

7372

9041

电气运行与控制

道

6643

7031

计算机应用

道

3406

3406

6

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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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

道

2727

2727

旅游服务与管理

道

1777

1838

汽车运用与维修

道

1021

1123

制药技术

道

783

1593

网站建设与管理

道

501

501

数学

道

566

614

语文

道

1279

1525

公共英语

道

1306

1354

德育

道

1308

1569

其它

道

2237

2252

总计

道

40858

44716

3.2.9 教材选用
按照专业实施教学计划和学校教材选用管理办法，一是合理选用国家规划教材开展教学，二是
按照国家课程校本化、社团活动课程化的教学改革要求，积极编写校本教材，满足了学生个性化学
习需要。
表 3-6 2017 年教材选用
类别

机
化

教材名称

出版社

书号

自动变速器（理实一体化）

机械工业出版社

978-7-111-29411-5

汽车电气设备构造与维修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978-7-5023-9990-0

汽车发动机电控技术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978-7-5023-9945-0

汽车配件与营销

东北大学出版社

978-7-5517-0688-9

汽车美容与装饰

东北大学出版社

978-7-5517-0463-2

东北大学出版社

978-5517-1227-9

高等教育出版社

978-7040-21055-2

汽车材料

东北大学出版社

978-7-5517-0462-5

汽车发动机构造与维修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978-7-5023-9949-8

汽车底盘构造与维修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978-7-5023-9946-7

极限配合与技术测量 第 2 版

机械工业出版社

978-7-111-39282-8

汽车修理工（中、高级）技能鉴定
指导书
电工与电子技术基础（非电类，第
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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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材料与热处理

机械工业出版社

7-111-16900-X/TG.1510

数控车床加工工艺与编程操作

机械工业出版社

978-7-111-45876-0

汽车安全驾驶技术

东北大学出版社

978-7-5517-0495-3

汽车构造

东北大学出版社

978-7-5517-0531-8

机械制图（多学时）（双色版）

机械工业出版社

978-7-111-29914-1

机械制图习题集（多学时）

机械工业出版社

978-7-111-31559-9

机械基础（少学时）双色板

机械工业出版社

978-7-111-29919-6

车工工艺与技能训练

机械工业出版社

978-7-111-25968-8

化工生产工艺

化学工业出版社

978-7-122-06551-3

药品质量检验技术

化学工业出版社

978-7-122-17683-7

实用药品 GMP 基础（第二版）

化学工业出版社

978-7-122-19846-4

药店零售技术

化学工业出版社

978-7-122-05161-5

制药技术

化学工业出版社

9787-122-17067-5

无机化学（医药方向）

化学工业出版社

978-7-122-06498-1

药用微生物基础

化学工业出版社

7-5025-8917-1

有机化学基础（第二版）

化学工业出版社

978-7-122-17684-4

化工工艺学概论（第二版）

化学工业出版社

7-5025-5902-7

化工仪表及自动化
（工艺类专业适用）（第三版）

化学工业出版社

978-7-122-07502-4

化工设备基础

化学工业出版社

978-7-122-23822-1

化工分析（第三版）

化学工业出版社

978-7-122-00433-8

前厅服务与管理(第三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978-7-04-033866-9

前厅服务与管理练习册(第二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978-7-04-033865-2

中国历史文化（第二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978-7-04-035352-5

中国旅游地理(第二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978-7-04-042599-4

信

中国旅游地理练习册(第二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978-7-04-044236-6

息

corelDARW 平面设计 项目化教程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9787560986722

高等教育出版社

9787040350715

网络设备安装与调试(神州数码)

中国铁道出版社

9787113125196

计算机组装与维修学案

电子工业出版社

9787121242120

新编计算机组装与维修

电子工业出版社

7121174421

flash

CS5 （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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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子

文
化
课

Photoshop CS5 平面设计案例教程
(附光盘)

科学出版社

9787030452306

计算机录入技术(第 2 版 附光盘)

高等教育出版社

9787040424300

实用工具软件任务驱动式教程

高等教育出版社

9787040393293

计算机应用基础（新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978704048279

计算机专业英语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9787564037390

计算机应用基础

高等教育出版社

9787040384130

计算机应用基础

传媒大学出版社

9787565700125

机械与电气识图

劳动出版社

9787516712528

机械与电气识图习题册

劳动出版社

9787516713419

电工技术基础

四川大学出版社

9787561460931

电力拖动控制线路与技能训练
(第四版)

劳动出版社

978-7-5045-5989-0

电子技术基础

四川大学出版社

978-7-5614-6104-4

PLC 应用技术

四川大学出版社

978-7-5614-7877-6

经济政治•职业生活（中职 第二
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9787-7-04-036813-0

哲学与人生

高等教育出版社

978-7-04-027775-3

应用文写作

机械工业出版社

978-7-111-35366-9

语文

高等教育出版社

9787040398052

数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978-7-04-027769-2

英语

高等教育出版社

978-7-04-029968-7

职业道德与法律

高等教育出版社

978-7-04-038049-1

心理健康教育读本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9787313121806

音乐欣赏

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

9787561237751

美术欣赏

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

9787561235042

书法教程

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

9787561227270

普通话与口语训练（双色）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9787313110633

3.3 教师培养培训
学校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自主、多元、实效”为主题，以提高教师实践能力为根本，更
新培训理念，完善培训机制，创新培训模式，丰富培训内容，使培训更具有自主性、选择性和时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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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促进我校师资队伍向“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方向发展。
一是组织教师外出参加培训。学校高度重视教师培训，2017 年组织参加国家级培训 17 人、省级
培训 25 人，市级培训 1 人，区级培训 353 人次，其中 12 人参加了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培训，带
动了教师专业素质的整体提升。二是举办校本培训。学校从《中国职业教育》、
《中国教育报》
《河北
教育》等报刊杂志中挑选教育教学文章，通过网络平台每两周给全体教师共享一篇教研文章，以教
研组为单位一起学习研究，并写出心得体会，更新教育理念。电子系对专业教师进行了 PLC 硬件操
作及软件使用的培训，信息系对专业教师进行了信息技术更新培训。三是一对一帮扶。每个教研组
选出 1—3 名帮扶对象，通过一对一的帮扶提高教师的授课水平。四是选派教师下厂实践。学校选派
韩卫贤、康惠珍、姚艳华、高文素、王巧娟等五位专业教师参加了浙江亚龙湾教育装备研究部的下
厂实践，石江峰老师到蓝翅集团北京现代 4S 店实践学习，提高了专业教师的实践操作能力。

图 3-2 教师到浙江参加培训学习证书

图 3-3 学校组织教师定期学习教科研文章

图 3-4 一对一帮扶

图 3-5 PLC 硬件操作及软件使用的校本培训

3.4 规范管理情况
我校积极贯彻落实教育部《职业院校管理水平提升行动计划（2015-2018 年 ）》，并 与《 石 家 庄市
鹿泉区职业教育中心 2014—2017 年 发展 规划 》相结合 ，与“河北省中等职业学校教育质量提升工程”
相结合，以学校《章程》和学校《管理制度汇编》为依据，加强学校各项管理工作，建设法治校园、
平安校园、信息化校园、文化校园、标准化校园、质量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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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教学管理
我校切实加强教学管理，不断提升教学管理规范化水平。一是立足教学实际，落实好各项规章
制度。2017 年，我校认真落实 16 年修订完善的《教师考核标准》、《校本培训制度》、《社团考核办
法 》、
《 教 师 下 厂 实 践 制 度 》、
《 兼 职 教 师 教 学 质 量 考 核 办 法 》、
《 教 师 技 能 考 核 办 法 》、
《 名 师 管 理 制 度》、
《教研组考评办法》等教学管理制度，进一步规范教学管理。二是加强教学常规管理。对教师的备
课、上课、批改作业等常规性教学工作都做出明确要求和标准，确保教学质量。三是加强教学监督
检查。完善教务处、专业系、教研组（专业组和基础组）三维教学管理机制，教务处加强宏观管理
和督导检查，组织开展教学常规检查、听课月、示范课、教改研讨会、学生评教等活动，加强质量
监控，推动教学改革，促进教师成长。四是加强教师校本研修和教研。教研组在教务处的领导和各
系的配合下，积极开展集体备课、教学研讨，并参与到优质课、课件、论文及课题研究等各项活动
中去，很好地发挥了传帮带的作用。五是强化实践教学。按照国家规定，开足开实实践课时，各专
业实践教学与理论课的比例均 1:1 以上，提升了学生的职业技能水平。六、加强诊改。我校根据中
职学校诊改精神制定了 2017—2020 年三年规划，对教育教学进行诊改，完善教学管理。

图 3-6

教改研讨会

图 3-8

图 3-7 教学校长、教务主任组织教学研讨

表彰展示课优秀教师

3.4.2 学生管理
学校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加强学生管理工作。全面实施薪分制，对学生和班级进行薪分量化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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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采用“周评价、月总结”的形式，发挥着规范激励作用，为学生实现从学生到职工角色的顺利
转换起到奠基作用。成立家长委员会，邀请家长参与学校管理，观摩技能表演，参加就业指导培训，
形成教育合力。对学生的评价实行多维评价，如每月学习之星、劳动之星、纪律之星、技能之星等
星级学生评选，每学科学习态度、作业、实训、考试成绩等项综合评定出学科成绩，多维、多元化
评价改变了单一的人才评价标准，营造了人人尽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环境。

图 3-9 召开薪分制考核交流

3.4.3 财务管理
建立和完善了财务预算制度、财务收支审批制度、资产管理和财产清查制度、采购办法、会计
岗位制度、现金出纳岗位制度、财务内部控制制度、收费许可制度、会计档案管理制度和校务公开
制度等 11 项财务管理制度，建立了“以预算管理为主线、以资金管控为核心”的内部控制体系，明
确了预算管理、收支管理、固定资产、政府采购、项目管理等领域业务流程控制节点、岗位职责，
提出了重要风险点的控制措施，初步形成了《石家庄市鹿泉区职业教育中心内部控制手册（试行）
》
，
进一步规范了财务行为。

3.4.4 后勤管理
规范后勤管理，按需设岗，制定详细的岗位职责，严格执行“一岗双责制”。除了《日常工作管
理 制 度 》外 ，详 细 制 定《 伙 食 管 理 制 度 》、
《 维 修 管 理 制 度 》、
《 绿 化 管 理 制 度 》、
《 勤 俭 节 约 制 度 》、
《公
物损坏赔偿》等制度，规范岗位管理。进一步规范采购审批程序，建立请购-主管批准-采购员登记校长审批-联系供应商等五级审批程序。采购依据公开、公平、公正及节约实用的原则，选取两三个
供货商进行询价、比价，做出选择。库管实行电子台账管理，做到账目清，保管全。为了加强学校
建设项目管理，提高项目建设和投资效益，组建“建设项目领导小组”，并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
单位实际制定了《建设项目管理制度》，保证了项目建设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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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 安全管理
学校认真落实安全工作领导责任制，建立了安全工作长效机制，制定了各项应急预案和外来人
员登记制度、突发事件演练制度、隐患日查、周报制度、实习操作规程等安全管理制度，层层签订
安全工作责任状，认真落实“党政同责” “一岗双责”，校园重点部位实现监控全覆盖，实行网格
化管理，确保安全管理无死角。利用电子屏、广播站、宣传栏、黑板报等宣传阵地，通过举办专家
讲座、主题班团会、致家长的一封信、全国中小学安全教育日、逃生疏散演练等多种活动，深入开
展师生的安全教育工作，增强师生的安全防范意识和法治意识，创设安全和谐的育人环境，努力打
造“平安校园”。

3.4.6 科研管理
学校重视教科研活动，教研科研相互促进。学校以教研组为单位组织开展教科研活动，教研组
集体备课、集中开展教学研讨，支持和帮助教师参加各级优质课、课件、教案、论文评比及课题研
究活动，促进了教师教学水平和教研能力的提高。为保证课题研究的针对性，今年我校从强化师德、
加强双师建设、教学改革、建立和诣的师生关系等方面制定了《鹿泉区职业教育中心校本研修计划》，
并组织实施，加强课题研究的过程管理，有效提高了教育教学效果，提升了教师的业务素质，促进
了教师的全面发展。
表 3-7 2017 年立项课题
级别

课题负责人
付军强

国家级

杜颜珍

王风录

研修人员
王永梅 韩卫贤 高茹 高永成

崔雪明 靳振起

陈宏 魏建茹 李静 安永芳 耿霞

弓静 赵艳伟

王 蓓 谷俊友 刘艳刚 李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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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 2017 年校本研修课题
研修人员及内容

教研组

研修人员及内容

高丽华张娟王伟霞 《中职生应聘面试的技能与技巧
研究》

计算机

王风录 赵艳伟 王蓓 《中职实训课
德技双馨路径的探索》

王淑哲 付博 李洪智 《柔性视角下中职班级管理的
实践探索》
张娟 赵丽芳 高月茹
语文教学模式》

孟红珍 张云霞 马胜华《以实验为平
台，培养学生探究能力》

韩菊芳《“茶话式”中职

梁俊革 郝超栋 王永梅
《项目教学法在机械制图课中的应用》
卢新芳、王太河、黄志刚 针对个人
在岗研修的情况及收获或问题、困惑，
谈自己的体会、思考。

王燕
高月茹
吕振风
《职业教育学生核心能力培养的研究》
弓静 李斌《中职生职业心理素质训练游戏汇编》

机械

李林涛、刘彦利、韩卫贤《如何提高
实训课堂教学效果》

王俊改、马海燕、张敏、邱志玲、郝燕、杨秀丽、
高明贤、梁庆利、严朝霞、王彦芝、冯淑敏、 齐玉
霞 冯秀兰 杨素玲赵景茹 《以导学稿为载体创建
中职数学“四动”课堂》

付军强 吕润 刘文菊《课堂教学中如
何有效的实现学生核心能力的培养》

杜爱青、赵军乐、郭计增、陈玉伍 《培养学生社会
交往能力——探索体育教学中德育渗透途径》

刘主力 姚艳华《在钳工课堂教学中
提高学生兴趣制作的编写及应用初
探》

赵文素《以化学实验为平台，培养学生探究能力》

德育

聂延敏、李莉《基于中职生的认知水平，化学分析
实验的能力构建与实施》
英语

马翔涛 刘贵平 曹玉存李斌 张
启贤弓静 郝立艳 张建宏宋宇宏
曹玉红《德育校本教材编写》
安永芳 陈宏 杜颜珍 耿霞 李静
李树恩 王文梅王和平 王莉 魏建茹
宇文娟 张建宏《识别式英语教学的研
究》

梁海清、王俊凤、张云霞《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化
工单元过程及操作”课中的应用》

张建宏《英语语法“识别式”教学模
式探索》

沈彦芳、柳志锋、赵彩霞《化学社团对教学辅助作
用的研究》

汽修

付世坤韩相贡建新靳振起石江峰高
永成崔雪明
《理实一体
教学法在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中的应
用》

孙启明、田国丽、梁兴周、梁立丰、敬新英
《电子设备安装技能与训练》

旅游

赵翠丽 崔春丽 刘韶蕊 严朝霞《礼
仪》

王巧娟、梁兴周、康会贞、高文素、王津、相玥
《电子 CAD 项目实训》教学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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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7 管理队伍建设
学校管理领导是关键，学校重视领导干部思想作风建设，通过外出培训学习、中层以上干部例
会学习、十九大报告学习教育活动，关注《共产党员》
《职教圈》等新媒体学习、订阅报刊杂志学习
等多种学习形式和活动，强化领导干部的理想信念，提高领导干部的文化素养、政策水平和工作能
力。
学校加强管理队伍制度建设，实行领导干部带班制度、中层以上干部例会制度、处室人员值班
制度、教职工考核和请销假制度、量化考核制度、民主测评制度等管理制度，提高了学校管理的规
范化、科学化水平。
学校发挥典型引领作用，建立“好人榜”，向身边的平凡好人学习，弘扬正能量；把“班主任
名师工作室”更名为“班主任成长工作室”，工作室的性质由名师带领转变为教育研究型，为班主任
开展学习、交流、研讨提供了便利，成为班主任个人成长发展的重要平台。成立家长委员会，充分
发挥家长在学生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形成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的机制，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发挥学生会管理职能，构建学生自主管理体系；成立学代会，使学生代表参与到学校民主管理之中，
成为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桥梁和纽带。2017 年，1 个班获省级优秀班集体荣誉称号、2 个班获市级优
秀班集体荣誉称号，3 名班主任获得同级荣誉。

3.4.8 管理信息化水平
学校大力加强信息化建设工作，2017 年投资 16 万元购置备份服务器，实施备份系统可以有效
的保障数据安全，并且可以从备份系统中快速恢复原来的生产状态，保障我校信息系统持续稳定运
行。由于教学楼拆迁工程，实训楼、图书馆开辟了临时办公场所，原有无线网络无法满足教师们办
公需求，因此学校制定了升级扩容解决方案，将原教学楼无线 AP 分别安装到实训楼和图书馆，并投
资 3 万元对图书馆无线网络进行了扩容，该项目在 2017 年 8 月份实施完成，现全校已实现无线网络
全覆盖。利用学校开发的办公平台实现了学校网站资料上传、审核、发布等功能，实现了文件传输、
文件共享、学校公文管理、学生就业管理，学校论坛等信息化，提高了信息化管理水平。

3.5 德育工作情况
3.5.1 德育课实施情况
学校德育课开设了职业道德与法律（一年级）、哲学与人生（二年级）、经济政治与社会（三年级 ）、
心理健康教育（一、二）四门课程，其中前三项周课时每班 2—3 课时，后一项每班 1 课时，共有 8
位任课教师承担着德育课的教学任务。德育课教师还建立阳光心理社团，在社团中开展丰富多彩的
心理活动和专题讲座，使学生们在课余也能获得更多的心理知识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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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 德育课程
德育课

开设年级

周课时（各系略有不同）

职业道德与法律

一年级

2或3

哲学与人生

二年级

2或3

经济政治与社会

三年级

2或3

心理健康教育

一年级、二年级

1

3.5.2 校园文化建设
学校重视精神文化的引领作用，培育校园精神。我校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知行合一、德技
双馨”为校训，明确了“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以学生为中心、以质量为核心”的办学理
念，打造了“拼搏 创新 务实 奉献”的学校精神。
通过健全德育工作管理网络和完善德育工作管理制度推动校园文化建设健康发展。我校形成了
以校长为首、分管校长具体负责、学校教育处、各系部、各班具体实施，各处室配合的德育工作机
制。成立家长委员会加强对家庭教育的指导；通过不断完善薪分制、系日常管理考评标准和对班级
考评制度，推动校园文化建设健康发展。

图 3-10 召开家长委员会会议，并为委员颁发证书
学校不断丰富文化载体，在加强校园绿化、美化、净化的同时，通过墙壁、橱窗、展牌、宣传栏、
校园广播、电子屏、校训石等载体，营造营造积极向上、文明和谐的育人环境。特别是走廊文化墙，
同学们全员参与，积极开动脑筋，结合专业特点，把班规、成长足迹、风采展示、专业素养等展现
在教室外的楼道墙上，成为校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学校还开办了校园办公平台和班主任微信、QQ
群，通过这些网络平台及时表扬学校内的好人好事，树立典型和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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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 班级文化
学校不断创新活动文化，打造特色品牌。一是打造职业教育周、校园艺术节、新生成长训练营、
校园体育节、校园吉尼斯、星级学生评比、文明风采、课前校歌、企业文化进校园等特色专题活动，
二是开展传统纪念日、重大事件、重要节庆日等纪念活动，在活动中进行优秀文化的传承教育，达
到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效果。三是结合中职学生实际和成长规律，每学期确定一个活动主题，每个月
召开一次主题班会：第一学期重在养成教育；第二学期重在成人教育；第三学期重在成才教育；第
四学期强调发展教育，增强了德育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四是开展公益志愿服务。通过成立志愿
服务队并组织参加各类公益志愿活动，凝聚了志愿服务力量，弘扬了公益精神。

图 3-12 学校志愿者在光荣院学生与老人亲切交谈

3.5.3 文明风采活动
举办第二届校园艺术节活动，共征集书法、绘画、手工、才艺展示等作品 50 余件，并制作成电
子相册发至校园平台供师生欣赏，活动期间还将优秀作品推荐参加鹿泉区中小学艺术节，获得一致
好评。举办“童心向党 青春追梦”歌咏比赛，全校共有 12 个合唱队进行了比赛，计算机应用 17-2
班夺得头名并被选派参加区级比赛、学校获得优秀组织奖。组织新生军训，强化了学生的规则意识、
责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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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3 艺术节作品
积极参加上级活动，并展露风采。在鹿泉区教育局举办的“学宪法讲宪法”演讲比赛中，我校
电气 17-1 班段文浩获得高中组三等奖。在以“百年追梦 全面小康”为主题的 24 届青少年爱国主义
读书教育活动中，我校刘西伟、王乐云两位同学活动征文比赛三等奖，程鹏龙、王紫帆、刘少辉获
得摄影比赛三等奖。选派计算机应用 17-2 班学生参加了石家庄市中小学生文明礼仪形象大使评选活
动。

图 3-14 参加石家庄市中小学生
文明礼仪形象大使评选活动

图 3-15

新生军训

图 3-16

参加鹿泉区歌咏比赛

3.5.4 社团活动
我校以提高学生素质，拓宽学生的知识面，为其终身学习和成长成才为目的，切实加强对学生社团
的管理，引领学生根据自身所学专业和个人兴趣爱好参加社团，使学生社团逐步走上常态化、规范
化、课程化的发展轨道。目前。学校有学生社团 24 个，既有专业课的拓展社团如“魔幻化学”、“电
脑维修”、“无人机”、“车之行”、“网店|等，也有”阳光“、”飞翔“等心理社团，既有强身健体的
的”蓝球“、”酷乐“等，还有提高基本素养的“悦读社”、“写字”、“剪纸”等。每次社团活动都有
专人检查活动人数、活动内容、活动效果，活动结束要有总结。2017 年，学校对各社团活动进行了
评 比 ，“硬件技术”、“电气安装与维修”、“魔幻化学”、“阳光心理”、“希望书画”等 5 个社团被评为
学校优秀社团，并在全校师生中进行了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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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0 社团活动
序
号

社团名称

学生人
数

1

硬件技术

32

2

办公录入

19

3

图形图像处理
（平面设计）

19

指导教师

活动时间

备注

王风录

周一、周三下午第四节

优秀社团

王蓓、霍雪琪
解红雨
刘荣肖、赵静
谷俊友、高俊青

周一、周三下午第四节
周三、周四下午第四节

4

钳工技能社团

6

刘主力

刘艳丽

每周四下午第四节课

5

创意社团

12

李林涛 付军强

每周四下午第四节课

曹桂明

每周四下午第四节课

6

电气安装与维修社团

14

相玥

7

车之行服务社

13

8

客房服务社团

19

9

魔幻化学社团

8

10

电子装调社团

18

11

阳光心理社团

26

李

斌

张启贤

周四下午第四节课

12

“心理·尚书”社团

19

弓

静

杨育龙

周一下午第四节

13

酷乐社团

14

马翔涛

杨

菲

周三下午第四节

14

读书社团

25－30

王伟霞

每周三下午四节课

15

希望书画社

26

16

机电一体化社团

13

17

蓝球社团

20

18

国旗班

19

崔雪明 付世坤
韩相 石江峰
赵翠丽

崔春丽

沈彦芳

柳志峰

田国丽

付博

李智

赵丽芳

每周四下午第四节课
每周四下午
每周四下午三四节课

周一下午第四节

王津

每周四下午三四节课

赵军乐

郭计增

每周四下午三四节课

14

陈玉武

杜爱青

每周四下午三四节课

快乐英语

33

陈宏

李静

每周三下午第四节课

20

无人机社团

15

21

星星英语社团

27

梁兴周
杜颜珍

李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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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社团

每周四下午第四节课

张娟 王燕

梁立丰

优秀社团

每周三下午第四节课
每周三下午第四节课

优秀社团

优秀社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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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7 学生社团活动

3.5.5

加强学生组织建设

学生组织是我校实行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主要途径。通过学生会、团组织、广播
站、图书干事等学生组织活动，增加学生参与学校学生管理的机会和力度，锻炼了学生，提高了效
率，减少了教育对象。学生会主要包含学习纪律部、卫生部、文体部。学习纪律部负责学生仪容仪
表、诵读等问题；卫生部负责全校卫生；文体部负责升旗、广播等。学生会各部分工合作，积极参
与学校对学生的管理。
成立学代会。学代会是学生参与民主管理的权力机构，代表学生的利益、权利，并履行应尽的
义务。本届学代会成员由各班班长和生活委员组成，学代会将参与学校各个方面的管理，积极为学
校的进步、发展、改革。稳定建言献策。

3.6 党建情况
学校建有职教中心党支部，设支部书记 1 人，副书记 1 人，支部委员 3 人，现有党员 62 人。
2017 年，学校党支部继续以政治学习为主线，严格党员教育和管理，努力提高党员政治思想
素质，通过上党课、写学习笔记、座谈会、关注微平台等多种形式，认真学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十九大报告以及教育局党组的各项决议，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和保障监督作
用，围绕党的十九大发挥好支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本年度党支部书记或委员上党课 6 次，学
文章、文件 20 篇。学校党支部一方面认真抓好师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抓好党员发展、培养和教育工
作，不断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作风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另一方面，主动参
与学校教育教学改革和重大事项研究，积极配合、支持学校各项工作，不断推动学校各项事业发展，
涌现出不顾个人安危的共产党员高金柱等先进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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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校企合作
4.1 校企合作开展情况和效果
为了做到学校跟着企业走，专业跟着产业走，教学跟着市场走。学校积极与河北翔拓航空科技
有限公司沟通，已达成战略合作共识， 深度融合，引企入校，利用今年政府大力推广植保无人机
机会与翔拓航空科技联合举办订单委培班、 共建研发中心、共建实训室、共同研发、共同申请科研
经费，共同编制校本教材。积极响应国务院关于产教融合的文件精神，力争把与翔拓无人机的合作
办成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样板。
积极拓展联合办学渠道，先后与新龙软件、河北御芝林、双联复合肥、百顺汽修 7 家单位签订
了联合办学和订单委培协议。企业定期到学校进行企业文化、专业技能讲座。新龙软件公司每周搞
一次象职业素养、IT 新技术、行业前景、拓展训练等主题讲座。加强学生职业素质能力的固化、提
升学生对所学专业的兴趣和认识。

图 4-1 新龙公司专家进行IT新技术和行业发展前景讲座
校企共建校外实训基地 24 家，
由学校派出教师和企业工人师傅共同对顶岗实习学生进行严格管
理，实现双主体育人。

4.2 学生实习情况
加强教学实习，缩短顶岗实习，增强学生就业适应能力，提高就业稳定率。
根据《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结合我校实际情况，制定教学实习和顶
岗实习方案。加强教学实习，缩短顶岗实习，具体来说，三年级第一学期全部到企业进行为期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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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期的教学实习。教学实习期间，实习指导老师全过程管理，企业制订详细计划利用晚上或工余时
间给学生讲授专业理论或专业技能。顶岗实习时间缩短为三年级第二学期半年时间。
一是让教学和企业生产紧密对接，让学生不断地感受企业文化，适应企业管理，学到课本上学
不到的东西，增强学生就业适应能力，提高就业稳定率；二是让校企合作更加紧密，更加牢固；三
是让专业老师深入企业了解企业工艺流程和核心技术技能，知道以后教什么，怎么教，专业老师还
可以和企业工程师一道开发校本课程，可以说多蠃。2017 年共有 259 人分别到冀雅电子、步沐电子 、
北迅电信、博岳通信、世贸酒店、四药、长城汽车 7 家单位进行教学实习。

图 4-2 梁兴周老师现场指导学生教学实习

4.3 集团化办学情况
学校与石家庄通达铁路学校达成集团化办学意向，牵头成立了“鹿通”职业教育集团，本着资
源共享、优势互补、合作育人、共同发展的原则，在实习实训基地、教师队伍、信息化平台、就业
网络、图书资料等方面实现了资源共享，把鹿通职教集团打造成了具有组合优势和发展活力的职教
集团。
学校还参加了由北京市教委职成处、河北省教育厅职成处和北京金隅集团领导下的由 北
京金隅科技学校牵头，联合京西南方向北京及河北部分职业院校、相关企业、科研单位、 协
会、服务机构等自愿组成的具有跨区域性和非营利性的组织 ——京保石职教联盟。我校以 加
入京保石邯职教联盟为契机，通过加强联盟内校校合作、校企合作，实现职业教育资源的 优
化配置，进一步提升我校的办学水平和综合实力，努力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和输送更 多
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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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路会力校长代表学校和北京金隅科技学校签署联合办学协议

5.社会贡献
5.1 技术技能人才培养
为了及时了解企业对实习就业学生满意度情况，提高学校教育质量，开展了用人单位对我校学
生满意度问卷调查。问卷含盖工作认真负责、遵章守纪、技能操作水平、专业知识能力、礼貌礼节、
团结协作、吃苦耐劳精神等方面，通过对有效问卷进行统计分析，用人单位对我校学生的满意度达
到了 97 分。这说明了学校的教育得到了学生、社会和企业的肯定。这不仅有助于有效把握中职生的
心理预期，提升中职生满意度，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而且可以及时发现学校的优势与问题，推进
中职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5.2 社会服务
利用我校信息管理系优质资源为我区进行多元服务，服务人数 201 人，服务天数 15 天。我校国
家级重点专业电子电工系协助富新燃气公司、新奥燃气公司、昆仑燃气公司为我区煤改气工作进行
技术服务，服务人数 78 人，服务天数 46 天。
表 5-1 社会服务
服务项目

服务人数

服务时间

服务单位

服务内容

行政执法考试

6

2017.8.26-27

鹿泉区行政执法单位

计算机安装调试，保证 1600
余人正常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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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录入

156

2017.12.13-17

鹿泉区疾控中心

录入调查数据 37000 余份

导引服务

30

2017.10.1-7

鹿泉区石窑小镇

景点介绍、物品维护、保持卫
生等

礼仪服务

9

2017.12.28

鹿泉经济开发区

在揭牌仪式上进行各项服务

78

2017.10.1611.30

昆仑燃气公司
富新燃气公司
新奥燃气公司

采暖设备及线路安装、调试

煤改气工程

图 5-1 学生正在进行仪表安装

图 5-2 为疾控中心录入数据

图 5-3 在石窑小镇服务

图 5-4

揭牌仪式服务

5.3 对口支援
作为河北省 120 所重点扶持的中职学校之一，学校按照省教育厅的统一安排，与地处贫困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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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灵寿县职教中心进行结对帮扶，在师资培养、课程建设、实习实训等方面达成帮扶协议，实现两
校共同发展。2017 年通过对口帮扶，被帮扶学校主要完成了以下几项工作。1、启动人才培养模式
改革和课程体系建设，2、加强学校师资队伍建设，3、进一步推动学校产教融合进程。

图 5-5 灵寿职教中心到我校学习

6．举办者履责
6.1 经费
政策性经费：国家实行中职生免学费和助学金政策以来，鹿泉区教育局、财政局领导高度重视
职教工作，为保证学校的正常运转，促进职教发展，2017 年预算中按照学校收费标准足额安排了中
职免学费、助学金资金，截至目前 2017 年免学费 355.91 万元已经全部到账，助学金 39.30 万元也
已全部拨付。
生均拨款：为促进我省中等职业教育（以下简称中职教育）改革发展，整体提高中等职业学校
（以下简称中职学校）经费保障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促进中职学校办出特色、办出水平，从 2016
年起上级要求建立完善河北省中职学校生均拨款制度，我鹿泉区财政局已经按照标准足额拨付 2017
年生均公用经费资金 217.26 万元。
项目投入：①收到 2017 年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改善办学条件中央资金 200 万元，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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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工程建设项目（石财教【2016】113 号 ）。②收到 2017 年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改善办学条
件及教师素质提高计划中央补助资金 46 万元，用于学校电子电工专业购置无人机设备及设立兼职教
师岗位、培养“双师型”教师零星工程（石财教【2017】72 号 ）。 ③鹿泉区教育局拨付 627.71 万元
资金用于学校食堂和报告厅项目建设。④鹿泉区教育局拨付 617.90 万元资金用于学校教学楼工程建
设项目。⑤鹿泉区教育局拨付 320 万元用于学校冬季取暖工程建设，并拨付冬季取暖经费补助 50
万元。2017 年项目投入总计 1861.61 万元。

6.2 政策措施
鹿泉区教育局制定了区域普职协调发展政策，制定普职招生比，引导部分学生向职业教育分流，
建立职教招生考核机制，确保了职业教育发展。支持学校根据专业需求，自主外聘能工巧匠、企业
技术人员担任兼职教师，在教师编制上给予优先，17 年聘任兼职教师 28 人，占编制数的 12%。鹿泉
区委、区政府还将职业教育发展纳入区域经济发展规划，在政策、资金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进一
步提升职业教育服务区域经济的能力。

7.特色创新
案例 1：六步教学法在化学制药专业实验实训中实施
一、背景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职业教育“要把提高质量作为重点，以服务为
宗旨，以就业为导向，推进教育教学改革”。中职学校课程设置、课程体系和教学方法的改革是教育
教学改革重要的一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企业对人才需求的改变，职业学校要着力解决如何提
高人才培养质量，摆脱目前普遍存在的既不利于学生专业能力的形成，也不能满足社会需求的课程
体系的困境。探索以职业技能为主线，以职业资格标准为切入点，以就业为导向的课程改革体系势
在必行，根据国内外的教学改革经验，探索了“六步教学法在化学制药专业中的应用”。

二、六步教学法的由来
1、六步教学法概念与内容
六步教学法起源于德国的双元制教育，所谓的双元制就是：企业+培训学校。培训主要在企业进
行，职业学校教学只作为补充。两个教学地点遵循两套不同但又彼此协调一致的规章制度。学制基
本为三年半。每周在企业为 3-4 天，依照培训条例开展，主要在工作场所进行，学校部分平均每周1
到 2 天，在法定义务教育范围内开展通识和职业专业技能教育。通过培训及我们的现有的条件我认
为应该加强实训课的教学，减少理论课教学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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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步教学法的 6 个步骤如下：

信息

计划

最后评估

行为

检查

决策

执行

在六步教学法中，学生被置于学习的中心，课堂中加入更多的与行动有关的内容。以行动为导
向的学习的依据是学生只有在亲自完成行动的过程中才能实现真正的学习。老师的责任则是要引导
学生积极动手，通过布置任务的方式帮助学生学习，而不仅仅是讲授。
以行动为导向的教育要求：职业情景(学习“行动”)；学生自己执行“行动”(做中学)通过独
立计划，执行和评价来完成“行动” (遵循完整行动模式) 。
行动是真实的复杂的工作模式，并体现了现实工作中的技术，经济，法律，生态及社会等各方
面因素。行动导向教学认为学生和老师都不完美，无法避免错误和失败，但可以通过错误和失败不
断学习进步。
行动导向教学必须考虑到学校只能一定程度上让学生对现实生活和实际工作进行学习，
学习本身是存在一定局限性的，不可能将现实百分百教给学生。
2、职业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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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步教学法主要就是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职业能力包含内容及每一项的包含如下：
（1）技术能力
是指“愿意”并“有能力”运用一定的知识和技能，针对目标选择合适的方法，通过正确的
技术操作独立完成工作任务和解决问题，并能够对此作出评价。
（2）个人能力
是指“愿意”并“有能力”明确、思考和评价家庭生活、社会环境以及公共生活对个人的要
求和相关禁忌；培养个人特长，规划个人生活。其中涉及到价值观的形成以及价值观指导下的行为
和态度，例如有责任感，正直，可靠，能够接纳批评，独立。
（3）社会能力
是指“愿意”并“有能力”适应社会环境，建立并规划社会关系；理解并遵守社会约束，意
识并消除与他人矛盾，缓解紧张关系。它要求培养受训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团结精神。
（4）方法能力
衔接以上三个维度的能力，具体是指“愿意”并“有能力”针对目标找出不同方法并择优使
用，有计划的（例如计划工作步骤）完成工作任务或解决问题。
我们也应该重视职业与技能，把职业与技能要分开，在教学过程中要重视职业能力的培养。

三、六步教学法在化学制药专业实验实训中实施
六步教学法有六个教学步骤，首先我就围绕这六个步骤来进行展开。
1、信息收集阶段
提前用书面和 QQ 群的方式告诉学生下一个实验的教学内容和学生需要收集的相关信息。上课时
对于学生提供的信息我需要学生表达出为什么要收集这些信息，也就是说你想表达什么，这样既有
利于学生提高表达与沟通能力，又能增加判断能力，区分自己与别人信息的各异。
教师在这个阶段的作用是积极的引导和及时的评价。我在教学中对于学生收集的信息不管与授
课的内容是否相关，只要他付出了劳动就要及时的给予积极的评价。与别的同学共同交流和我所倡
导的，让他自己去判断下一次信息收集应该怎样去改进。对于每次学生提高的地方要表扬与鼓励，
使他有动力。
2、制定计划阶段
根据实验实训的要求制定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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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 学生小组讨论制定自己小组的实验计划

图 7-2 学生按照小组制定的实验计划的展示

这个阶段也是在教学过程中最困难的阶段之一。
由于专业课的专业性，学生收集的信息有缺陷性，不能直接的应用到实验实训中。因此我与学
生先进行沟通，尝试我们来共同制定计划将整个实验过程实现，然后学生按照实验小组通过上网等
方式制定本小组的实验计划。
这个实验计划是本小组全体成员都确定的计划，然后与指导教师沟通，进行修改，确定最后的
实验方案。
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每一个新的实验光制定计划需要至少 3 个课时，对于某些探索性实验，能
达到 5-6 个课时。对于一个实验来说时间太长。
通过交流，学生反映这个阶段是他们最不喜欢的阶段。他们喜欢做实验，愿意增强自己的动手
能力，但是他们不喜欢制定计划，他们在初中时不用制定计划，而这个阶段是行动导向教学中最基
础最重要的环节，离开这阶段一切都是空谈。
针对这种情况我采用了放慢节奏，开始时我提示然后大家共同制定计划，然后是学生主导我辅
导制定计划，最后是学生完全自己制定计划。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老师的耐性。在这个阶段对于每一组学生制定的计划教师都要进行
评价。
评价有多种，我分两方面：
学生相互评价：指出别组实验不足和有待改进的方面。
教师评价：思维正确和有待改善的。
（具体见附表）
对于制定计划好的小组，教师应积极的进行表扬，对于相对有问题的小组教师要能发现其闪光
点，这样能激发学生的积极性。
由于化工实验的特殊性，我在这个阶段将各个小组的实验方案要进行全体的对比，对于不对的
部分我会告诉他们如果这样做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会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并告诉他们在实验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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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要做到环保。
3、决策阶段
根据与实验教师共同探讨，最后确定实验的方案。

图 7-3

师生一起制定最后的执行方案

4、执行阶段
根据制定的计划和分工进行实验。
根据观察，学生在这个方面出现的问题非常多，纠正的时间长。常见的问题有：
（1）动作的规范性有待改善（2）实验室的素养有待进一步的提高（3）对实验中出现的现象和
问题不能进行正确的判断、分析与处理（4）不太追求实验的完美性
采取的对策和方法：
（1）

在实验过程中对于做的非常好的学生实验产品要拿出来做示范，并让他讲解经验。对

于这种表扬学生非常受用，因为他们在别的地方从来没有受到如此多的关注，只要有过一次二次以
后学生动手的积极性就更高了，而且更加追求规范性，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能进行示范的机会，他们
积极性会得到极大的提高。

图 7-4 学生正在细心的做实验
（2）

对于在实验中普遍出现的错误，我亲自示范，讲解动作的规范和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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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5 教师进行动作展示

图 7-6 学生实验品进行展示

（3）实验产品的展示。将同一实验的产品进行展示，让学生自己进行评比，这样他们就知道自
己的差距，并且在后面的实验中该怎样改进自己的实验。
（4）全新的考核方式。对每一个实验制定考核标准，按照考核标准对该实验进行考核，评委分
学生和实验指导教师。学生评委抽签产生。考核结束后尽快公布考核结果。

图 7-7 学生在进行实验的考核
（5）对实验重新进行整合
由于教材的局限性不能很好的实现行动导向教学，我对实验的内容重新进行了整合。将实验分
为基础实验、提高实验和兴趣实验。
5、检查阶段
对实验过程和结果进行对比和质量检查。
6、评估阶段
最后的讨论，对在实验中出现的问题集体进行分析、判断与处理，提高学生分析判断处理问题
的能力；然后学生提出实验的建议。

四．经验交流与推广
在实施过程中也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我就利用教研的时间与大家共同讨论怎样解决这些问
题，教研组其他的同行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在研究有初步成果后我又利用教研的机会与大家共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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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大家共同的提高。
在这一年里，上学期校内公开课有 4 位教师是用 6 步教学法进行了公开课的教学，本学期共有 8
位教师利用了 6 步教学法进行了公开课的教学，而且效果明显要好于上学期，李莉和梁海清两位教
师还接收了石家庄市教科所专家的听课，听课后，教科所的专家对她们的六步教学法大加赞赏，觉
得应该得到推广。

图 7-8 石家庄市教科所专家听梁海清教师的公开课

五、对于六步教学的思考
既然是一种探索，必然有一些问题存在。
1、软件与硬件的建设
任何一种教学方法都要有与之配套的教材，而现在化工专业的按照行动导向教学进行编写的教
材很少，教师自己编写能力、权威、时间等方面都存在诸多的问题，可行性较差。
有了行动导向教学教案还需要有与之配套的实验实训设备，这可不是实训教师自己动手就能解
决的问题
2、学生人数
通过教学实践，我个人认为行动导向教学方法在化学制药专业中适合的学生人数是不超过 12 人 ，
否则执行难度非常大。
如果班级超过 12 人，
不是说多配置一个实验指导教师就解决的，
这不是 1+1=2。
3、行动导向教学氛围
行动导向教学来源与德国双元制教育，由于各方面的原因，现在化工各专业课不可能全部做到
行动导向教学。学生在初中很少接触过这种教学，到了职业学校后学生接受有时间及能力的限制。
这就导致双方面都兴趣不大，教学氛围受到的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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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化工专业学生《化学实验技术基础》实验
考核档案卡
班级

姓名
表一：考核成绩总表
考核
成绩

实验内容

总评成绩

实训教师签字

容量瓶的操作
移液管的使用
玻璃管的加工
橡皮塞的加工
硫酸铜溶液的配置
酸碱滴定
玻璃仪器装配
酒精溶液的蒸馏
粗食盐提纯
肥皂制备

表二：实验考核表
班级
实验内容

容量瓶的操作

考核性质

形成性评价

总结性评价

移液管的使用

形成性评价

总结性评价

姓名
考核内容

分值

制定实验方案

10

阶段学习成果

20

训练态度

20

考勤

10

实验考核

40

制定实验方案

10

阶段学习成果

20

训练态度

20

考勤

10

实验考核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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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管的加工

形成性评价

总结性评价

橡皮塞的加工

形成性评价

总结性评价

硫酸铜溶液的

形成性评价

配置
总结性评价

酸碱滴定

形成性评价

总结性评价

玻璃仪器装配

形成性评价

总结性评价

制定实验方案

10

阶段学习成果

20

训练态度

20

考勤

10

实验考核

40

制定实验方案

10

阶段学习成果

20

训练态度

20

考勤

10

实验考核

40

制定实验方案

10

阶段学习成果

20

训练态度

20

考勤

10

实验考核

40

制定实验方案

10

阶段学习成果

20

训练态度

20

考勤

10

实验考核

40

制定实验方案

10

阶段学习成果

20

训练态度

20

考勤

10

实验考核

40

制定实验方案

10

阶段学习
酒精溶液的蒸

形成性评价

馏

总结性评价

粗食盐的提纯

形成性评价

总结性评价

肥皂制备

形成性评价

总结性评价

成果

20

训练态度

20

考勤

10

实验考核

40

制定实验方案

10

阶段学习成果

20

训练态度

20

考勤

10

实验考核

40

制定实验方案

10

阶段学习成果

20

训练态度

20

考勤

10

实验考核

40

备注：以上表中总评分成优秀、良、及格和不及格四个档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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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酸碱滴定比赛评分表
姓名

班级

学生裁判签字：

实习教师签字：
学生
评分

滴定管
试漏 2 分

没有进行试漏的不能得此项得分

移取溶
液 20 分

1、移液管要用蒸馏水洗涤 1 分
2、移液管要用移取液洗涤 2 分
3、用移液管正确移取氢氧化钠溶液 25ml 5 分
4、移取的溶液正确放入锥形瓶中 2 分
5、加入 2-3 滴酚酞指示剂 2 分
6、滴定管先用蒸馏水进行清洗 1 分
7、然后滴定管用滴定液洗涤 2 次 ，3 分少一次扣 1
分
8、滴定管中加入适量的滴定液 1 分
9、滴定管排气泡 1 分
10、滴定管调节液面高度至 0 刻度线一下 1 分
11、记录数据 1 分

滴定操
作 20 分

1、滴定过程中滴定管和锥形瓶位置合适 2 分
2、滴定过程中手的姿势正确 3 分
3、滴定到溶液成粉红色时降低滴定的速度 3 分
4、滴定终点为加入 1 滴盐酸后溶液由粉红色变为
无色，30 秒后溶液不变色 6 分
5、记录数据能正确读出读数 3 分
6、计算出所用盐酸溶液的体积 3 分

文明操
作8分

1、所用仪器洗涤干净 3 分
2、实验台桌打扫干净 3 分
3、仪器摆放整齐 2 分

总分

备注：教师裁判和学生裁判各 50 分，两项之和为该学员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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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让中职文化课成为学生的期待
为了全面提高中职学生的整体素质，我校在文化课教改方面做了一些探索和实践，以“三贴近”
（贴近学生、贴近专业、贴近生活）为主线，以培养学生综合素养为核心，打造快乐课堂、活动课
堂、高效课堂。
1、按需整合课本内容，为“臃肿”的课堂“减肥”。教材内容应该是上课的素材，是个资源，
但并不是唯一的例子和依据，基于这点考虑，我们不提倡死抱住课本有板有眼、一丝不落的授课方
式，而是主张合理利用课本资源，结合广泛的网络资源，根据需要进行必要的取舍、充实，让课本
为我所用，而不是为我所绊。
2.课堂引入职业情景，为沉闷的课堂“点火”。中职文化课与普高文化课的最大不同，就是紧贴
职业、靠近专业。所以，我们要求文化课教师不要忽略文化课教学的职业性、专业性，要尽量贴近
学生职业，充分考虑学生职业和专业发展需要。
3.课堂融入生活元素，让僵硬的知识“活起来”。数学课是比较难教的一门文化课，因为中职学
校学生的数学基础普遍较差，学起来也感觉枯燥、头痛。如何破解这一难题，我校数学教研组做了
有益的探索，他们提出“数学有用，数学有趣”的口号，将数学融入生活，用数学知识解决生活中
的问题，激发了学生学数学的兴趣。
4.挖掘本土教学案例，为课堂教学“添活力”。案例教学是文化课常用且有效的一种教学方式。
为使教学内容更具体、更形象、更鲜活、更贴近学生。
5.大力发展学生社团，让课堂教学“走向纵深”。学生社团既是丰富学生生活的重要途径，也是
课堂教学的延伸。我们提出了“社团活动课堂化”的要求，让社团活动成为学生在校生活不可或缺、
翘首期盼的一部分。
6.鼓励编写校本教材，让宝贵的资源“聚集起来”。我们根据教改实践，组织编写文化课的校本
教材，让文化课更贴近学生，贴近专业，贴近生活，贴近本校实际，为此，学校提出了“国家课程
校本化”的目标，根据中职文化课新课标的要求，以国家统编教材为蓝本，本着贴近专业的目的，
结合学生实际情况，补充、整合教学资源，编写出具有本校特色、职教特色的校本教材。
7.设置过程评价环节，纳入学业考评成绩。学校制定了《学生学业考核办法》，一改过去单一的
终结性考试模式，设置了过程评价部分，分数占比达到 40%。教师根据学生出勤、课上表现、作业
完成等情况打分，分数计入学业考评成绩。文化课教师巧妙运用了这一评价手段，使过程评价起到
了增强课堂效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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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3：薪分制—规范赏识，为校企对接奠基
为实现从学生平稳过度到企业职工，缩短角色转换期，我校将企业的部分管理机制引入到学生
管理中，将班级德育考核与企业的薪酬发放部分结合，制定了我校独特的薪分制。
薪分制分为日常工作、各司其职、各显其能三部分。班主任可以根据本班学生的性别比例、专
业特点、班级存在的主要问题等进行“增加内容和删减内容”。效仿企业多劳多得按劳取酬的方式，
采用鼓励参与、发挥特长、奖励为主的原则，鼓励学生参加学校、系、班组织的活动。薪分制采用
“周评价、月总结”的形式，发挥着规范激励作用。
在薪分制指引下，学生们重新认识自己，发掘自己、在各方面发挥自己，我校形成了积极向上
的校园文化氛围。我校应用 16-2 班刘西伟、旅游 15 班王乐云两位同学具有写作才能，他们积极参
加“百年追梦 全面小康”征文活动，经过层层选拔赢得此项征文活动市级比赛三等奖，电气 17-2
班程鹏龙、应用 17-2 班王紫帆、应用 16-1 班刘少辉摄影技术比较好，他们参加了百年追梦 全面小
康”摄影活动获得摄影比赛市级三等奖，赢得了该项满分 20 分。

图 7-9

段文浩同学在区教育局举办的“学宪法、讲宪法”演讲比赛中获得三等奖。

图 7-10 学生参加活动
有体育特长的学生积极参加我校组织的体育节、长跑比赛、篮球比赛、在他们的带动下我校课
外活动丰富多彩。我校还组织艺术节、文明风采大赛为一些有才艺特长的学生提供平台，书法、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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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演讲、制作小视频、摄影等等，学生们各展其才。
薪分制的实施，不仅规范了学生行为，更提高了学生参与学校各项活动的积极性，丰富了校园
文 化 。“参与就加分”更让学生体会了什么是多劳多得，
“贡献突出就奖励”体现了企业同劳不同薪。

案例 4：中职院校转型发展的战略路径
产业在转型升级，中职院校必须紧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才能有所作为，才能转型发展，所以，
我们认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中职院校转型升级的有效途径。从教育教学实践中我们体会到，学
校和企业必须紧密结合，深度融合，否则，一是专业老化，没有吸引力，个别专业招生困难；二是
人才培养，课程设置，老师所教、学生所学和企业需求脱节，甚至两张皮；三是专业建设、教学改
革目标不明确，步履缓慢；四是教学科研、更无从谈起。
今年我们和新龙公司联合举办新龙软件订单班后，吸引了不少学生报考计算机专业，因为将来
升入大学后新龙公司的工程师授课，实战性很强，所以，这个专业招生数量上来了，专业发展有目
标了，企业文化引入了，学生学习积极性高了。另外，我们和河北翔拓无人机企业从订单委培、无
人机研发、生产、科研经费申报、校本课程开发、共建研发中心、共建实训室等几个方面达成战略
合作意向，这样电气运行与控制专业就会有明确的发展方向。
学校跟着企业走，专业跟着产业走，教学跟着生产走，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才是中职学校转型
升级的根本途径。

8.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
问题 1.师资队伍建设还需加强
教师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缺乏活力和激情，进取心不足，还影响到年轻教师的工作积极性。
教师整体素质也有待提高，特别是双师型教师数量不足、素质亟待提高；教师下厂实践制度落实不
够，不利于提高教师的专业化能力；外聘教师稳定性较低，外聘能工巧匠难，优秀师资少，影响专
业能力培养。
措施：请示上级部门，招录年轻教师，特别是专业教师，补充师资队伍；落实教师下厂实践
制度，提高教师“双师”能力；出台能工巧匠聘任政策，提高聘任教师待遇，提高能工巧匠的聘任
比例，激发聘任教师的积极性。

问题 2.教学改革尚需深入推进
教学改革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还没有形成风气，成效还不显著，有学生的客观原因，
也有老师的主观原因。客观原因是生源素质较差，学习困难大，最终选择放弃学习，没有学生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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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学习，教师的教改就没有了动力。主观原因是任何改革都是需要改变的，任何改变都意味着付出
更多的辛苦和努力，部分教师缺乏改变的主动性，因循守旧，不愿费劲，甚至消极抵制教改，平时
上课一套，公开讲课一套，教学改革没有常态化。
措施：继续推进课程改革，提高实习课的比例，开发校门课程，加开拓展课程，增强课程的
实用性、针对性、趣味性、系统性，调动学生兴趣；加强公开课和教学研讨活动，营造教学改革的
氛围，促进相互学习和交流；加强课堂教学监控和课堂效果评价，推动教改。

问题 3：校企合作还不够深入
校企合作还停留在浅层次，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的培养模式还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企业
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有效的发挥，缺乏深入的合作。
措施：加快专业升级改造步伐，加强对市场人才需求的调研分析，根据企业的用工岗位对专
业技能的实际需求，主动做好传统专业的升级改造；完善校企合作机制，积极发挥行业、企业在人
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深入推进联合招生、协同育人，使专业教学内容与行业、企业岗位标准对接。

问题 4：数字校园建设任务艰巨
校园数字化水平还不够高，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不足，教职工信息化意识和能力还需提高，
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还有较大差距。
措施：加快信息化办公平台的软件研发和硬件部署，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职工全员信息技术应
用培训，提高教职工信息化素养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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