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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19年年1111月月，，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教师何伊利在给空中乘务专业学生上课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教师何伊利在给空中乘务专业学生上课。。

（上接第一版）
这批大型绞吸挖泥船已

成为我国疏浚行业的主力
军，在一带一路港口建设、
基础设施建设、航道疏浚等
工程中发挥巨大作用并产
生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为中国在海洋战略的
一些核心区域达到国际领
先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0 年 ，我 们 研 制 的
挖泥船首次挖掘岩石的工
程是在广西防城港。当时
谭家华老师已经 65 岁了，但
他还是坚持带领我们出海
上船，现场考察挖掘岩石的
工作状况以及船舶设备的
运行状况。”谭家华的学生
何炎平回忆说，“谭老师作

为一名科技工作者求真务
实，勇于开拓。他主持开发
了国内广泛应用于水下地
基处理的‘软体排铺设’装
备和技术，是海上大型绞吸
疏浚装备自主研制的开拓
者和倡导者。”

上海交大船舶设计研究
所现任所长何炎平是我国
船舶工业的翘楚，主持设计
了世界最大的重型非自航
绞吸挖泥船“新海旭”和“新
海阳”。

何炎平告诉记者：能取
得目前的成绩，最重要的就
是老师们的言传身教和集
体团结的氛围。“不计得失、
拧成一股绳把事情做好是
我们团队最大的特点。我

们所的每个人这十几年的
加班不计其数，寒暑假也几
乎没有休息。虽然很辛苦，
但每个人仍日复一日地坚
持下来，因为我们不仅仅想
完 成 任 务 ，更 想 要 做 到 最
好，我们希望做的每一条船
都有新的进步。”

2018年起航开赴远海进
行“一带一路”建设的“新海
旭”号绞吸挖泥船已经实现
了完全国产化。它是上海
交大船舶设计团队设计的
第 56 艘大型绞吸挖泥船。
它总长138.0米，总装机功率
26100 千瓦，标准疏浚能力
6500 立方米/小时，是目前
世界上最大的非自航绞吸
挖泥船。船舶的核心设备：

挖掘系统、输送系统、定位
系统和控制系统均实现国
内设计、制造。“新海旭”的
成功，也标志我国已经形成
了大型绞吸挖泥船设计、制
造和使用的完整技术体系，
并形成了我国大型绞吸挖
泥船的总装建设和核心配
套设备建造的完整产业链。

海洋强国梦，激励着杨
槱、谭家华、何炎平等一代
代师生，激励着上海交大船
舶与海洋工程学科。上海
交大船舶设计团队与兄弟
单位合作，默默用近 20 年时
间走过了别的国家 100 多年
的发展之路，几代人用实干
和 智 慧 攻 破 了 泥 泵 、绞 刀
头、定位钢桩、集成系统等

一项又一项技术，让我国的
大型绞吸挖泥船的设计和
制造从跟跑到开始领跑世
界，并带动了整个制造产业
的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黄旭华院士也是上海交大造
船系的校友，与今年的国家
科技进步特等奖项目都来自
同一学科——船舶与海洋工
程学科。消息传来，上海交
大师生备受鼓舞。校园里一
直流传着黄旭华以专业第一
名的成绩考取造船系船舶制
造专业、在 1949 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等事迹，他献身国家
核潜艇事业的精神更激励着
广大师生。

为大国造大船 上海交大三代师生心系海洋强国梦

高职课堂在变。
这一点，从近日落幕的

“2019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教学能力比赛”能略窥一
斑，此次791支参赛教学团队
呈现了多种多样的新型教学
场景，有的将企业车间转变为
教室，开展现场教学，有的开
始尝试情境教学、项目式教学
等。自 2019 年年初印发的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
案》明确提出，要推进高等职
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完善教育
教学相关标准，多措并举打造

“双师型”教师队伍等，关于
“三教”和课堂质量的改革，便
一直是高职教育领域的热点
命题。

如今的高职，正在努力破
除社会对其存在的偏见，以质
量为先，重塑课堂，打造“金
课”，严抓“混教”“混学”，由此
引发的“化学反应”正在不少
学校的教与学中悄然发生。

“课堂革命”势在必行
谈及为何主动开始“课

改”，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电信工程学院教师裴春梅告
诉笔者，很多学生平日里不爱
上课，但若是参加大赛集训就
像换了个人似的，“如果碰到
弄不明白的，就非要泡在实验
室弄明白才行，有的甚至会睡
在实验室”。在裴春梅看来，
现在学生有他们的独特性，比
如学习更多以兴趣为驱动，通
过网络获取信息、自我学习的
能力很强，“有的甚至比老师
还要强，懂得比老师还多”。

“这时候你再像以前那样，一
句一句命令地去教，他们会觉
得很简单，我干嘛还要跟着你
学？所以要让他们成为课堂
的主角，而不是教师‘满堂
灌’”。

在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早课于 8 点开始，但以前
在这个时刻过后，仍能看到不
少学生还在去上课的路上，

“去查学生宿舍，也有不少有
课的学生还未起床。”最近，学
院党委书记吴学敏发现，每天
去巡查课堂时，不少坐在课堂
的学生也并没认真学习，“尤
其是教室后面几排的学生，有
睡觉的、有玩手机的，更有窃
窃私语的”。

一场“课堂革命”势在必
行。但在吴学敏看来，与其说
这是一场教育教学的改革，不
如说是人才培养模式的一次
全方位变革，“时代在变，学生
也在变。社会信息技术的发
展、国家产业的转型升级等都

对技能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怎么培养适应时代需求
的高质量技能人才？最终要
落脚在课堂”。

课堂变革关键在教师
为了备好《管理会计》这

门课，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专业教师朱敏等人花了
一年多时间，一边去企业搜集
数据和案例来开发案例库，一
边琢磨教学方案；在进行《电
子产品设计与制作》这门课的

“课改”时，北京电子科技职业
学院电信工程学院教师裴春
梅、朱恭生和蔡志芳跑了四五
家企业去了解人工智能技术
的应用与开发，还常请企业相
关人员来学校“辅导”，仅备课
就来回推敲了近半年。

课堂质量改革关键在于
老师。正如浙江育英职业技
术学院副院长王敏所说，“学
生在大学里学习，最受益、最
直接、最核心、最显效的就是
课堂，而课堂质量高低的关键
在于教师的教学水平。”

如 何 激 发 老 师 的 积 极
性？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则以比赛为抓手，选择“以赛
促教”。该院院长王雄伟介
绍，学校会进行一年一度的教
学能力比赛，将比赛目标、内
容、训练和组织管理对接人才
培养目标、课程教学内容、教
学实施与评价考核，将比赛训
练纳入专业人才培养计划，将
比赛融入了常规教学活动中，
让全体教师都有参与比赛活
动的机会，从而提升教师的教
学能力等。

据了解，不少高职院校在
不断为教学“加码”，比如增加
对教师教学能力的培训力度，
提升教学能力较强的老师的
奖金、待遇等。但王敏也在思
考，我们一直在给老师做“加
法”，能否也做下“减法”？比
如，减少教学能力较弱的老师
的课时量的同时，加强对他们
职业能力的培训。如果培训
之后仍然不能胜任教师岗位，
可以进行转岗，甚至可以进行
末位淘汰。

“做‘减法’的前提，是要
有一个完善的评价体系。”王
敏介绍，在之前的评测体系
中，“不少教师的得分都在96
分、97 分左右，最低也有 90
分”。但在对评价体系进行调
整，纳入更多合理、科学、全面
的评价指标后，对老师进行分
档评价，实行“基本条件+业绩
量化排序”，“一下子，老师的
教学差距就显现了出来，个别

甚至会不及格，那接下来，对
于不及格的老师，我们就会减
少课时量等”。

课堂变革要让学生站课
堂“C位”

走进北京电子科技职业
学院电信工程学院《电子产品
设计与制作》的教室就可以发
现，与传统教室的布局不同，
这里每 4 套桌椅为一组进行
排放，每组共享两台电脑和两
套仪器仪表，学生上课时分组
完成课堂任务。

原本课程主要教学生画
电路板原理图和制作电路板，
如今则将其他课程内容和人
工智能新技术也融入其中，并
以企业真实工作项目为载体，
构建了基于工作过程的模块
化课程，实施项目式教学，学
生在课程结束前需各自完成3
个可用人工智能语音控制的
产品设计与制作。而老师则
主要发挥引导作用，将主体地
位让位给学生，以任务为驱动
引导其“课前预习、课中学习、
课后拓展”，进行自主学习。

“以往，学生不知道自己
所学的东西究竟能用来干什
么，以设计制作人工智能产品
任务作为驱动，他们的兴趣一
下子被激发了起来，就会自己
主动去学。”裴春梅告诉笔者，
以往都是老师“赶着”学生学
习，现在更多的是学生拉着老
师一起讨论。她做过一个大
致的统计，课改前学生的课堂
任务完成率约为 50%~60％，
现在则是100%，“并且他们自
主去学，更能锻炼他们创新创
造等综合能力”。

在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
院会计专业教师朱敏看来，在

信息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对
会计人才也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需要他们有更强的数据
分 析 能 力 ，而 非 简 单 的 报
账”。于是，她所教授的《管理
会计》也进行了“迭代升级”，
将“可以被人工智能取代的内
容”剔除，而在企业的真实财
务数据上进行“实战”，“以往
可能更多的是根据我的内容
来授课，现在则是根据学生的

‘学情’，看他们需要什么、学
得如何来制作‘活页式’教
材”。除了内容改革，还利用

“云课堂”、大数据等信息技
术，来实时观察每位学生的学
习进度等，“大数据会为每位
学生进行画像，哪里有什么缺
漏可以及时掌握，我们也才好
根据具体的‘学情’来调整教
学”。

与之类似，如今实训虚拟
仿真软件、网络交互平台等在
高职课堂上并不鲜见，翻转课
堂、混合式教学等信息化教学
方式也正在成为“常态”。

课堂变革要明确“路线图”
“要进一步提升课堂质

量，仅靠老师个体的力量是远
远不够的。”裴春梅说，目前在
课堂上所作出的改变仅局限
于一门课程，若要综合更多门
课程内容进行授课，则涉及教
材编写、课程体系梳理、校企
合作、学校管理等众多内容，

“职业教育是一种类型教育，
我们的课程体系、形式不能按
照本科去做，如果打造符合学
校、学生特点的课程，需要学
校进行‘上层设计’”。

对此，南京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在 2018 年开始进行“课
程质量年”建设时便让“顶层

设计”先行，发布了《“课堂质
量年”实施方案》来明确活动
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实施步
骤等，各二级教学单位再据此
制定详细的实施细则，全面落
实各项改革任务。

“教学的理念是什么？什
么是一堂好课？考核的标准
是什么？我们都进行了修订
和明确。”吴学敏介绍，学校出
台了《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课堂教学管理规定》《一堂好
课的标准》等条文，编制完成
了新版《教师手册》，以方便教
师了解学校教学管理、人事人
才、科学研究和质量监控等方
面的规定。

有了“路线图”，关键在于
如何在课堂中落实。吴学敏
等学校领导带头深入教学一
线参加巡查工作，对学生迟到
以及教师管理课堂方法不到
位等进行监督，对教师上课迟
到或者影响教学的行为的按
照《教学事故处理办法》处
理。同时，构建争先机制，树
立质量标兵，遴选出 15 门课
程在全校范围内开展教学观
摩，并通过举办主题教研等活
动，促进教师相互交流教学经
验，以提升教学能力。

眼下，南京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正通过课堂质量“创新提
质年”系列举措来进一步深化
2018 年“课堂质量年”建设的
成果。吴学敏说，“提升课堂
质量，与时俱进改进教学方式
方法，这是个长期不懈的过
程，可不是暂时抓抓就可以
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