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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乘职职业业教教育育发发展展春春风风 创创省省级级规规范范化化学学校校
——— 腾飞发展的山东省临清工业学校

李庆魁 王岩

山东省临清工业学校始建于1988年，是山东省人民政府认定的省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聊城职业技术学院教学基地，聊城广播电视大学临清
分校，洛阳轴承高级技工学校临清分校。学校师资力量雄厚，现有教职工150人，高级讲师30人，讲师50人，高级技师1人，技师2人，高级技工3人。

学校位于科技文化、教育医疗集中的城南文化路上，占地100余亩，建筑面积5万多平方米。环境优雅，教学设施齐全，实验实训设备精良。校园
内有假山、喷泉，绿化面积占学校面积的35%以上，拥有学校办公楼、教学楼、实验楼、一号实训楼、二号实训楼，汽修实训大楼，餐厅，男女生宿舍
楼各一栋、并全部实现空调化。

注注重重人人才才培培养养

优优化化培培养养模模式式

学学校校坚坚持持““以以学学生生发发展展为为
本本，，对对学学生生终终生生负负责责””的的办办学学理理
念念，，以以““招招得得进进、、教教得得好好、、送送的的
优优””为为办办学学宗宗旨旨，，以以培培养养道道德德水水
平平高高、、技技术术能能力力强强、、社社会会需需求求
广广、、全全面面发发展展的的技技能能型型、、复复合合型型
人人才才为为目目标标，，严严谨谨治治学学、、规规范范管管
理理，，突突出出实实践践教教学学，，注注重重技技能能培培
训训，，努努力力打打造造““升升学学有有希希望望、、就就
业业有有保保障障””的的临临清清工工业业学学校校办办
学学新新特特色色。。

百百年年大大计计，，教教育育为为本本。。学学校校
依依托托良良好好的的社社会会资资源源，，创创新新办办
学学形形式式，，优优化化培培养养模模式式，，丰丰富富学学
校校发发展展内内涵涵。。学学校校现现开开设设计计算算
机机技技术术及及应应用用、、机机电电技技术术及及应应
用用等等社社会会热热门门专专业业，，并并建建立立了了
配配套套的的专专业业实实习习实实训训车车间间。。学学
校校与与聊聊城城职职业业技技术术学学院院联联合合办办
学学，，开开设设““33++22””大大专专班班，，实实行行职职
业业院院校校与与本本科科院院校校对对口口贯贯通通分分
段段培培养养，，打打通通了了中中职职生生成成长长的的
桥桥梁梁和和上上升升的的通通道道，，满满足足了了在在
校校生生就就业业、、升升学学、、创创业业的的不不同同选选
择择。。

学学校校不不断断提提高高学学生生的的人人文文
素素质质和和人人才才培培养养质质量量，，承承办办各各
种种职职业业技技能能培培训训，，为为社社会会和和高高
校校输输送送了了众众多多的的技技能能型型人人才才，，
取取得得了了良良好好的的社社会会效效益益。。

近近年年来来，，学学校校借借职职业业教教育育
发发展展的的东东风风，，加加快快创创建建省省级级规规
范范化化职职业业学学校校的的步步伐伐，，提提升升硬硬
件件建建设设，，注注重重内内涵涵发发展展，，努努力力提提
高高职职业业教教育育服服务务临临清清经经济济社社会会
发发展展水水平平，，获获得得了了市市委委市市政政府府、、
教教育育局局及及各各兄兄弟弟学学校校的的普普遍遍认认
可可。。

优优化化师师资资结结构构

提提升升队队伍伍素素质质

教教师师是是推推动动教教育育教教学学改改革革
创创新新的的动动力力和和生生力力军军。。学学校校高高
度度重重视视师师资资队队伍伍建建设设，，教教师师学学
历历均均达达本本科科以以上上，，其其中中专专业业教教
师师占占专专任任教教师师的的比比例例达达6611%%，，

““双双师师型型””专专任任专专业业课课教教师师比比例例
达达6600%%。。学学校校在在抓抓好好硬硬件件建建设设
的的同同时时提提升升软软件件建建设设，，采采取取了了
多多项项措措施施促促进进内内涵涵发发展展。。

““请请进进来来、、走走出出去去””。。学学校校聘聘
请请了了多多名名有有丰丰富富实实践践经经验验的的企企
业业专专家家和和技技师师兼兼职职教教学学。。每每年年
都都派派出出一一定定数数量量的的教教师师参参加加国国
家家级级、、省省级级培培训训。。22001155--22001166学学

年年该该校校派派出出2222人人次次参参加加了了相相关关
专专业业的的省省级级培培训训。。通通过过培培训训，，教教
师师的的职职业业道道德德、、实实践践能能力力、、教教学学
水水平平、、现现代代教教育育技技术术应应用用能能力力、、
综综合合素素质质等等均均有有较较大大的的提提高高。。

学学校校围围绕绕习习近近平平总总书书记记提提
出出的的做做有有理理想想信信念念、、有有道道德德情情
操操、、有有扎扎实实学学识识、、有有仁仁爱爱之之心心

““四四有有””好好老老师师的的标标准准，，以以““践践行行
社社会会主主义义核核心心价价值值观观，，学学习习身身
边边先先进进人人物物，，争争做做四四有有好好老老师师””
为为主主题题，，深深入入开开展展师师德德建建设设年年
活活动动，，全全面面提提高高了了教教师师思思想想政政
治治素素质质和和职职业业道道德德水水平平，，建建设设
了了一一支支敢敢于于担担当当、、师师德德高高尚尚的的
教教师师队队伍伍，，促促进进教教师师队队伍伍素素质质
的的整整体体提提升升。。

深深化化校校企企合合作作

提提供供就就业业保保障障

为为提提高高教教学学质质量量和和教教研研水水
平平，，强强化化学学生生实实践践实实训训环环节节，，使使
学学校校培培养养出出既既有有良良好好专专业业知知
识识，，又又有有实实际际操操作作技技能能的的应应用用
型型人人才才，，真真正正落落实实““教教的的好好””的的
办办学学宗宗旨旨。。学学校校深深化化校校企企合合作作
力力度度，，积积极极探探索索多多元元化化人人才才培培
养养模模式式。。

学学校校通通过过实实地地考考察察、、深深入入
了了解解，，实实现现了了与与中中德德诺诺浩浩教教育育
投投资资有有限限公公司司的的合合作作。。教教学学上上
利利用用德德国国教教学学模模式式、、教教材材、、教教
法法，，结结合合我我国国中中职职教教育育的的现现状状，，
开开发发出出适适合合我我国国职职业业教教育育实实际际
的的课课程程。。毕毕业业时时，，学学生生参参加加该该公公
司司组组织织的的由由德德国国专专家家考考试试小小组组
进进行行的的汽汽车车专专业业资资格格证证书书考考
试试，，该该资资格格证证书书在在国国际际通通用用，，全全
球球承承认认。。该该公公司司全全部部安安置置就就业业。。
学学生生可可自自愿愿去去德德国国见见习习。。

另另外外该该校校与与北北京京大大学学青青鸟鸟
集集团团展展开开合合作作，，将将北北大大青青鸟鸟先先
进进的的职职业业教教育育课课程程体体系系有有效效地地
与与该该校校学学历历教教育育相相结结合合，，培培养养
网网站站前前台台开开发发人人员员和和平平面面设设计计
人人员员。。期期间间，，学学生生每每阶阶段段课课程程结结
束束后后都都要要接接受受考考试试认认证证，，考考试试
合合格格将将获获得得北北大大青青鸟鸟颁颁发发的的
BBEEWWEEBB网网站站设设计计工工程程师师证证书书
和和人人社社部部颁颁发发的的相相应应职职业业等等级级
证证书书，，这这将将大大大大提提高高学学生生的的就就
业业筹筹码码和和就就业业质质量量。。

学学校校不不断断加加强强和和完完善善就就业业
班班学学生生实实习习、、实实训训工工作作。。学学生生在在
校校期期间间，，可可到到校校内内实实训训基基地地进进
行行实实训训来来提提高高专专业业技技能能，，每每天天
工工作作不不超超过过四四小小时时，，并并由由合合作作
企企业业给给予予一一定定生生活活补补贴贴。。另另外外，，
就就业业班班学学生生第第三三年年全全年年顶顶岗岗实实

习习。。为为确确保保学学生生实实习习质质量量，，学学校校
都都要要提提前前对对企企业业进进行行考考察察，，择择
优优选选择择企企业业签签订订实实习习合合同同。。

围围绕绕市市场场动动态态

建建设设特特色色专专业业

随随着着该该市市轴轴承承产产业业发发展展水水
平平不不断断提提高高，，市市委委市市政政府府积积极极
搭搭建建起起检检测测、、培培训训、、融融资资、、电电子子
商商务务、、研研发发、、信信息息““六六大大平平台台””助助
推推该该市市轴轴承承产产业业的的进进一一步步优优化化
升升级级。。学学校校积积极极响响应应市市委委市市政政
府府号号召召，，在在市市委委市市政政府府及及市市教教
育育局局的的大大力力支支持持下下，，与与洛洛阳阳轴轴
承承高高级级技技工工学学校校联联合合办办学学，，成成
立立分分校校。。开开设设轴轴承承专专业业，，并并将将轴轴
承承专专业业列列为为特特色色专专业业加加以以重重点点
培培养养。。

该该校校在在现现有有实实训训设设备备的的基基
础础上上，，投投入入220000万万元元购购置置相相关关设设
备备，，筹筹建建高高标标准准的的轴轴承承实实训训车车
间间，，并并根根据据轴轴承承专专业业特特点点和和市市
场场需需求求，，设设置置教教学学内内容容，，组组织织专专
业业教教师师进进行行业业务务培培训训，，深深入入企企
业业参参加加一一线线的的专专业业实实践践，，积积累累
了了丰丰富富的的教教学学实实践践经经验验；；并并组组
织织学学生生到到轴轴承承生生产产企企业业进进行行实实
践践技技能能的的培培训训，，接接受受师师徒徒““一一对对
一一””模模式式的的培培养养，，使使学学生生都都能能够够
进进行行实实际际加加工工工工序序的的独独立立操操
作作。。

该该校校将将努努力力把把轴轴承承专专业业打打
造造成成省省级级品品牌牌专专业业，，力力争争把把该该
校校建建设设成成省省内内最最大大的的轴轴承承专专业业
人人才才培培训训基基地地，，为为临临清清的的经经济济
社社会会发发展展做做出出更更大大的的贡贡献献。。

突突出出实实践践教教学学

注注重重技技能能训训练练

近近年年来来，，临临清清工工业业学学校校长长
期期坚坚持持““以以服服务务为为宗宗旨旨、、以以就就业业
为为导导向向、、以以能能力力为为本本位位””办办学学方方
针针，，突突出出实实践践教教学学，，加加大大学学生生实实
训训力力度度，，改改善善提提高高学学生生实实训训条条
件件，，学学校校每每年年都都在在更更新新建建设设学学
校校的的实实验验实实训训室室。。22001144年年投投入入
8800万万元元新新建建高高标标准准的的维维修修电电
工工、、钳钳工工、、电电焊焊实实训训室室，，22001155年年
开开始始，，为为加加快快各各专专业业建建设设，，购购置置
安安装装价价值值11220000万万元元的的实实训训设设
备备：：其其中中投投入入442277万万元元建建设设高高标标
准准计计算算机机实实训训室室和和数数字字化化校校
园园；；投投入入440077万万元元建建设设机机电电和和数数
控控专专业业实实训训室室；；投投入入222244万万余余元元
用用于于汽汽车车专专业业实实训训室室建建设设；；投投
入入110022万万余余元元用用于于电电子子专专业业实实
训训设设备备的的更更新新。。另另外外，，购购置置安安装装
了了护护理理及及财财会会专专业业设设备备实实操操软软

件件，，为为护护理理、、财财会会专专业业学学生生实实操操
创创造造良良好好的的条条件件。。

为为提提高高学学生生实实践践操操作作能能
力力，，学学校校为为每每个个高高标标准准的的实实训训
室室配配有有一一名名专专业业老老师师负负责责，，并并
且且每每个个专专业业都都设设有有数数位位高高级级专专
业业教教师师任任导导师师，，每每位位导导师师分分包包
数数名名对对本本专专业业有有兴兴趣趣的的学学生生，，
按按计计划划分分步步骤骤地地指指导导学学生生进进行行
技技能能训训练练，，并并鼓鼓励励学学生生积积极极参参
加加聊聊城城市市中中等等职职业业学学校校学学生生技技
能能大大赛赛，，确确保保了了实实训训设设备备使使用用
的的高高效效化化和和实实用用化化。。经经过过师师生生
的的共共同同努努力力，，学学生生的的实实践践技技能能
操操作作能能力力得得到到很很大大提提高高，，多多次次
在在山山东东省省和和聊聊城城市市技技能能大大赛赛中中
获获得得较较好好成成绩绩。。

加加大大资资金金投投入入

提提升升硬硬件件建建设设

学学校校以以创创建建省省级级规规范范化化学学
校校为为契契机机，，努努力力抓抓好好基基础础建建设设
和和实实训训设设备备建建设设。。为为了了加加快快信信
息息化化教教学学步步伐伐，，实实现现教教学学资资源源
共共享享和和教教学学技技术术的的革革新新，，22001155
年年投投资资4455万万余余元元为为每每个个教教室室都都
安安装装了了现现代代化化教教学学一一体体机机。。为为
进进一一步步改改善善学学校校的的办办公公条条件件，，
为为学学生生提提供供舒舒适适优优雅雅的的学学习习生生
活活环环境境，，投投资资118800万万元元为为教教室室、、
实实训训室室、、餐餐厅厅、、宿宿舍舍和和教教师师办办公公
室室安安装装了了空空调调，，并并更更新新了了学学生生
课课桌桌椅椅，，为为教教师师配配置置了了办办公公用用
电电脑脑，，实实现现了了一一人人一一机机，，为为教教师师
信信息息化化教教学学提提供供了了良良好好条条件件。。
22001166年年投投资资990000万万元元新新建建附附属属
设设备备齐齐全全的的汽汽修修实实训训大大楼楼和和餐餐
厅厅楼楼各各一一座座，，现现已已竣竣工工，，实实验验实实
训训设设备备正正在在安安装装调调试试中中，，预预计计
今今年年六六月月份份投投入入使使用用。。为为了了学学
生生安安全全，，根根据据学学校校整整体体规规划划的的
需需要要，，投投资资3300余余万万元元修修建建北北门门
和和警警卫卫室室，，并并进进行行了了路路面面的的硬硬
化化和和绿绿化化，，学学校校将将以以崭崭新新的的姿姿
态态迎迎接接四四方方学学子子。。为为改改善善学学生生
体体质质，，建建设设塑塑胶胶跑跑道道；；为为确确保保学学
校校用用电电需需求求，，对对学学校校新新变变压压器器
安安装装、、调调试试、、增增压压；；为为满满足足学学校校
及及教教学学需需要要，，升升级级校校园园网网，，安安装装
高高清清摄摄像像头头，，构构建建数数字字化化校校园园。。
投投资资约约44 .. 88万万元元实实现现自自来来水水接接
通通，，生生活活用用水水茶茶炉炉由由烧烧煤煤改改为为
用用电电。。

临临清清工工业业学学校校为为了了改改善善学学
生生的的实实训训实实习习环环境境，，加加快快创创省省
规规范范化化职职业业学学校校的的步步伐伐，，在在临临
清清市市委委市市府府的的大大力力支支持持下下，，已已
征征地地8800余余亩亩，，完完成成了了东东校校区区的的
征征地地工工作作，，向向创创办办山山东东省省规规范范

化化职职业业学学校校又又迈迈出出了了坚坚实实的的一一
步步。。

推推进进依依法法治治校校

加加强强管管理理力力度度

学学校校始始终终坚坚持持以以德德治治校校，，
依依法法办办学学，，以以才才强强校校，，以以绩绩立立校校
的的原原则则，，围围绕绕““成成人人、、成成才才、、成成
事事、、成成功功””的的育育人人目目标标，，加加大大管管
理理力力度度，，制制定定并并实实施施了了校校长长带带
班班督督导导制制度度、、干干部部夜夜间间值值班班制制
度度，，全全时时段段、、全全方方位位督督导导检检查查师师
生生的的上上课课、、就就餐餐、、就就寝寝、、课课外外活活
动动等等各各种种情情况况，，实实现现了了学学校校安安
全全工工作作2244小小时时无无缝缝隙隙管管理理。。

学学校校坚坚持持““让让规规范范成成为为习习
惯惯，，将将落落实实进进行行到到底底””的的管管理理理理
念念，，制制定定并并深深入入落落实实全全员员育育人人
导导师师制制度度和和全全员员育育人人督督导导制制
度度，，完完善善了了学学校校管管理理制制度度。。实实现现
了了学学生生管管理理工工作作““全全员员参参与与，，督督
导导并并举举””的的管管理理模模式式，，形形成成了了学学
生生日日常常行行为为时时时时处处处处有有人人管管，，
学学生生思思想想上上遇遇到到问问题题，，学学习习、、生生
活活上上遇遇到到困困难难有有专专人人给给予予解解决决
的的良良好好管管理理局局面面，，受受到到学学生生家家
长长和和社社会会各各界界的的广广泛泛赞赞誉誉。。

随随着着学学校校规规模模的的不不断断扩扩
大大，，学学生生人人数数的的剧剧增增，，学学校校在在管管
理理上上进进行行了了创创新新。。实实行行分分部部级级
管管理理模模式式，，全全校校根根据据专专业业划划分分
为为五五个个专专业业部部：：基基础础部部、、信信息息
部部、、机机电电部部、、汽汽修修部部、、数数控控部部。。在在
学学校校委委员员会会领领导导下下，，每每个个部部有有
一一名名副副校校长长带带领领，，一一名名专专业业带带
头头人人具具体体负负责责教教学学，，一一名名人人员员
具具体体负负责责学学生生管管理理，，他他们们负负责责
本本部部的的全全部部工工作作。。在在抓抓好好本本部部
工工作作同同时时，，每每周周分分别别有有一一天天对对
全全校校进进行行专专门门督督导导，，督督导导检检查查
课课堂堂秩秩序序、、自自习习秩秩序序、、就就餐餐秩秩
序序、、课课外外活活动动等等，，发发现现问问题题及及时时
通通知知相相关关科科室室进进行行整整改改。。一一周周
一一统统计计，，一一月月一一汇汇总总，，一一学学期期一一
总总结结，，年年终终汇汇总总评评优优。。良良好好的的竞竞
争争机机制制，，打打造造出出了了优优秀秀的的管管理理
团团队队。。

长长风风破破浪浪会会有有时时，，直直挂挂云云
帆帆济济沧沧海海。。临临清清工工校校人人凝凝神神
聚聚力力，，励励志志前前行行，，自自强强不不息息，，
取取得得了了职职业业教教育育发发展展的的成成就就
和和飞飞跃跃。。我我们们相相信信，，在在上上级级领领
导导、、社社会会各各界界的的大大力力支支持持下下，，
在在李李百百岭岭校校长长的的领领导导下下，，临临
清清工工业业学学校校将将继继续续借借助助职职业业
教教育育发发展展的的东东风风，，以以创创建建省省
级级规规范范化化学学校校为为契契机机，，为为临临
清清地地区区经经济济发发展展升升级级，，书书写写
下下崭崭新新的的篇篇章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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