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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现代学徒制试点，促进校企双方互惠共赢
张庆堂

年1 月，教育部下发了《关于
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通知》， 同
时下发了《 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实施
方案》。 现代学徒制是“产教融合、校企
合作” 的基本制度载体和有效实现形
式， 也是国际上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
趋势和主导模式。 它倡导学校与企业
深度合作，教师与企业兼职教师（ 即师
傅） 联合给学生（ 即学徒） 传授知识技
能， 是对传统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
订单培养）的一种升华和递进。
（如
联网+ ” 和“ 工业4.0” 背景下，
“互
现代学徒制的推行具有很强的现实意
义，它有利于促进行业、 企业参与职业
教育人才培养全过程， 实现“ 五个对
接”（ 即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对接， 课
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 教学过程与
生产过程对接， 毕业证书与职业资格
证书对接， 职业教育与终身学习对
接）， 从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针对
性。
江阴地处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地
区，连续13 年位居全国县域经济排行
首位， 经济的发展需要大量技术技能
型人才； 海澜集团作为国内服装行业
的龙头企业， 它的发展离不开各类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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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人才的支撑；我院作为一所地方高职
院校， 多年来一直坚持以培养人才、服
务地方为己任， 而且从2002 起就与海
澜集团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政校企
三方的强烈愿望成为了推行现代学徒
制的强大推动力。 2015 年1 月，我院与
海澜集团联合江阴中等专业学校、江苏
师范大学科文学院、江苏省高校招生就
业指导服务中心向教育部申报了现代
学徒制试点项目《校企互嵌式合作模式
的研究与实践》。 2015 年8 月5 日， 项
目获教育部的正式批准（《教育部办公
厅关于公布首批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
的通知》， 教职成厅函[2015]29 号）。
中旬，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
2015 年
9月
学院、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信
息职业技术学院等三所高职院校申请
加入项目的试点。 2015 年9 月下旬，我
院与海澜集团组织其他兄弟学院，在认
真讨论研究的基础上， 制定了详细的
代学徒制试点项目实施方案》 并上
《现
报江苏省教育厅和国家教育部。
根据方案，我院与海澜集团在物流
管理、电子商务等专业开展了两轮的现
代学徒制式顶岗实习活动，取得了阶段
性的成果， 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呈

现出以下几方面的积极意义：
首先是确保学生掌握操作技能， 提
高就业核心竞争力。 学生在真实工作环
境中， 在师傅的指导下参加顶岗实习，
提高了职业技能和企业环境适应能力，
有利于实现学生的个人价值和人生理
想。 不论学生最后是选择留在海澜还是
另谋高就，这段时间的顶岗实习已经成
为他们成长道路上的一段美好回忆。
其次是确保企业储备专业人才， 充
分发挥企业人才红利。 企业需要各类精
英人才， 校企双方积极开展“ 现代学徒
制”式的顶岗实习有助于企业从前来企
业实习的学徒中发现、储备自己所需的
人才， 改善现有员工的组成结构， 如年
龄结构、学历结构、层次结构等，从而能
够稳定员工队伍， 进而发挥人才红利，
实现企业的持续发展。
还有是确保校企双方巩固合作关
系，形成互惠共赢的良好机制。 当前，我
院与海澜集团都有不断深化合作的意
愿与需求，“ 现代学徒制” 的施行， 恰恰
为双方合作架起了深度合作的桥梁，有
利于双方在深化合作中加强了解、增进
互信、 共同发展， 从而形成互惠共赢的
良好机制。

“三制融合”培养服装专业人才

当学院电商遇到海澜电商
管理系冯军

容， 特别是到海澜之家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进行深度学习， 由企业主管
讲解电商公司的运营过程。 在大二
增加了企业文化和岗位能力的培训
课程， 并引入企业实践课程—
—— 海
澜双十一实训课程， 让学生在海澜
电商企业导师的指导下参与企业的
真实工作。在大三顶岗实习环节中，
我们直接与海澜集团对接， 开展为

期一年的“ 课程+ 顶岗” 实习项目，
学生入住企业接受培训和实习， 以
实习生身份直接参与企业工作， 通
过考核后直接在企业就业。
商专业新生
，15 电
2015 年
9月
共148 人开学初就在海澜电商进行
了深度的职业教育。 同期，2013 级
电商专业学生的“ 课程+ 顶岗” 实习
项目也正式开始，31 名大三同学进

入海澜电商开展为期一年的“ 现代
学徒制” 的项目实践， 目前已有12
名同学正式毕业后， 可以成为海澜
集团的正式员工。 2015 年双十一期
间，2014 级全体同学经过企业导师
的培训和指导， 在我院电商实训室
参与海澜电商为期两周的实训， 不
仅提升了学生的职业能力和职业素
养，也为海澜电商1.55 亿的销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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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双向考评
体系。 专业课程考核将考
勤、 课堂表现、 小组讨论、 阶
段测试、 上机训练等各阶段
各方面的成绩记录到平时
成绩中， 并且加大平时成绩
的比例， 专业课程基本实现
了平时成绩≥50% 的改革，
极大地提高了学生平时的
学习动力与兴趣。 顶岗实习
期间， 学校专业教师和企业
师傅共同指导学生学习、 工
作， 共同完成学生实习成绩
评定， 实现了学校和企业的
双向考评。
现代学徒制的实施不是
一蹴而就的， 物流管理专业
经过这两年与海澜的合作，
基本实现了第五学期现代学
徒制教学的尝试， 要想实现
大学全过程的现代学徒制，
还需根据专业发展不断调整
和优化实施方案。 后阶段，物
流管理专业将在课程体系的
重构、课程内容的选取、 企业
师傅的选择、 企业学校双重
考核等方面进行有效尝试，
期望成为我校实施现代学徒
制的典范。

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实现了现代学
徒制“课程+实践”的真正嵌入。
现代学徒制是国家教育改革的
重要方向，电子商务专业从2013 年
起就与海澜集团合作， 开始探索实
施现代学徒制。目前，电子商务专业
基本实现了大一、大二、大三三个年
级的现代学徒制的局部尝试。当然，
要想进一步切合现代学徒制对职业
教育的要求， 学校还需根据电商专
业的发展不断调整和优化实施方
案。今后，电子商务专业将在课程改
革、企业导师的选择、企业学校双重
考核等方面进行有效尝试， 进一步
推动现代学徒制的实践走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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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与海澜集团
，我
2015 年
8月
合作， 共同申报成功了国家级教改
课题项目“ 校企互嵌式人才培养模
式的实践与研究—
代学徒制试
—— 现
点工作项目”。 在该课题的指引下，
电子商务专业积极探索专业建设，
与海澜集团开展校企合作。
经过校企双方的讨论和研究，
电子商务专业以践行“现代学徒制”
为旨归，重新修订了专业教学计划，
进行了课程改革， 将企业实践引入
学校教育， 让学生在校期间就能了
解企业文化，熟悉工作岗位，做到零
距离就业。 在大一入学教育环节，
增加了到海澜集团参观学习的内

作室错位发展， 优势互补， 形成涵盖了
各项服装工作任务的大平台。
三、 组建双导师队伍， 提高学生核
心技能
我专业建设了符合新时期服装专
业教学、培训、辅导的导师团队，包括一
支活跃在行业、企业核心岗位的专任教
师，如江苏圣澜服饰创意有限公司设计
总监陶颖彦、江阴樱桃服饰有限公司设
计总监孙斌、“ 丝玉轩” 创意总监王银
明、大唐纺织制品有限公司设计师朱文
艺、江阴源润纺织进出口有限公司针织
服装质量总监兼设计顾问倪红；还有一
支由行业、企业一线能手组成的兼职教
师队伍， 如海澜集团的一线技师王建
平、王国忠、王啸飞、杭建岗等。
制融合”实践探索以来，我院服
“三
装专业的校企共建工作室平台和大学
生创新创业平台基本搭建成型，师生的
专业能力和践行工匠精神的意识也进
一步得到了提升：2015 年沈芳同学的
获“ 大唐杯” 江苏省服装
《BLOSSOM 》 荣
院校校服设计大赛铜奖， 王银明、 朱文
艺两位教师获“优秀指导老师奖”；王银
明同志被授予“2015 江苏省优秀服装
设计师” 荣誉称号； 李征佳、 袁畅、 胡楠
楠获2016 江苏省高等职业院校服装设
计与工艺技能大赛铜奖，孙斌、潘红梅、
王银明获大赛“ 优秀指导教师奖”； 目
前， 张莹、 蔡佳慧、 魏新成入围2016 江
苏省青少年“四仪”服饰设计征集活动，
现正在成衣制作中；5 月20 日“ 乐鲨
杯”江苏省服装院校校服设计大赛的稿
件也已寄出；还收到了江苏省服装设计
师协会进行的“江苏省十佳设计中心”
创建入围通知等。

。 16

，

助与海澜集团推行“ 现
，借
2015 年
代学徒制” 的契机， 我们尝试把教研室
原来推行的相对独立的“ 工作室制”、
师制” 和“ 现代学徒制” 进行有机融
“导
合，探索服装专项人才的分类化培养的
有效途径和方法。 一方面以校内省级服
装实训基地为平台， 以学生为主体，以
专业教师为辅助，成立学院服装职业技
能竞赛队； 另一方面依托校企工作室、
校企研发中心进行企业项目实战，把职
业资格标准融入服装专业教学内容，促
进学生职业能力的提升。 从实施步骤来
说， 首先统一招收有意做“ 学徒” 的学
生，而后依据“学徒”的兴趣让他们自主
选择不同项目的“教师工作室”，进而接
受专业“导师”的企业化指导。

一、 成立竞赛队， 统
一招收培训“学徒”
初成立服装
2016 年
职业技能竞赛队， 公开
招收有意向的学生。 依
据年级划分梯队， 竞赛
队队员分布于各个校企
工作室、 校企研发中心，
由孙斌、 王银明、 潘红
梅、 陶颖彦四位老师对
全体成员进行整体的竞
赛训练并进行统一管
理。 改变之前各个工作
室师生独立作战的形
式， 将独立作战的模式
转化为协同集团作战，
提高效率、扩大战果。 目
前， 正在进行江苏省青
少年“ 四仪” 服饰设计指
导和“ 乐鲨杯” 江苏省服
装院校校服设计指导。 竞赛队先后参加
省级多项赛事并有多位学生入围，一改
之前应付性参赛的风气。
二、 整合工作室， 使之成为学生的
练兵场
就“三制融合”而言的“工作室制”，
是我院服装专业实施最早的一项人才
培养辅助手段。 经过长期建设，服装专
业目前重点建设与江苏圣澜服饰创意
有限公司共建的“学生装研发中心”，由
陶颖彦、潘红梅、孙斌三位导师负责；与
无锡市丝玉轩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共建
的“丝玉轩”私人定制中心，由王银明导
师负责；与江阴市瑞江服饰有限公司合
作的“饰觉成衣工作室”，由周悦、朱文
艺、陈英、宋良敏四位导师负责。 三大工

，

在纷纭的职业活动中打造工匠精神
年5 月8 日-14 日， 在第
二届“ 职业教育活动周” 期间， 学院
围绕“ 弘扬工匠精神、 打造技能强
国” 的活动主题， 开展了“ 职业风采
活动月”、 技能竞赛、 与工匠大师面
对面、 夏静书画展、 专题讲座等系
列精彩纷呈的职业活动， 在一定程
度上展示了师生较强的专业技能，
同时也让更多人对学院现代班组
长型人才培养有了直观的认识。
在职业竞技中展示职业风采
活动周期间， 各类技能比赛活
动纷纷亮相：5 月10 日， 化纺系织
布坊社团举行了以“ 吃货” 为主题
的织布活动， 要求参赛人员在规格
为10*15cm 的布上， 织出食物样子
2016

的图案花型；5 月13 日， 机电系举
行了“第十届AutoCAD 绘图竞赛”、
维设计技能大赛” 和“ 数控车工
“三
编程与操作”的决赛活动；管理系开
展了物业服务礼仪展示活动， 学生
从出场、 走场到完成示意、 小请、 点
头等常见动作， 充分彰显了职业人
的朝气与干练； 外语系举行了英语
风采比赛， 一分钟的自我介绍和命
题演讲“The best way to travel”， 展
示了学生良好的英语口语表达能
力； 电子系则开展了电气控制技术
和电子制作技能大赛…… 参赛选手
们表示， 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深深
感召着他们， 必将成为他们今后学
习的精神引领。

相信自己 创造未来
郭昊坤

随着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
报告》中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的口号， 全国掀起了大学生创新创
业的高潮。 前一阵，学院举行了”三
创”大赛，我指导的电子系团队的项
目荣幸地获得了大赛一等奖。
作为一名新教师， 我从未有过
带队参赛的经历， 有些紧张， 幸好
汤主任等系领导给了我很大的鼓
励。 我先选定了三个选手组成团
队，分别是14 自动化1 班的班长赵
恩成、 电子协会的朱景和吉先柏。
赵恩成具有较强的团队领导能力，
而常年在电子协会训练的朱景、 吉
先柏具有较强的专业实践能力。 随
后， 选取项目又成了一大难题， 恰
好这时候， 井新宇主任组织我们去
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和江
阴中专学习参观了创新创业情况，
并与相关领导和参赛选手做了深
入探讨。 我总结出了参加“三创”大

赛选择项目的原则， 传统买卖商
品、 开饮食店等项目已经在各大赛
事中被逐渐淘汰， 项目必须与学校
背景或者所学专业紧密相关， 因此
我选择了本次参赛项目“ 高压感应
取电电源装置”。
我们的项目所选的生产装置
是一种高压感应取电电源装置， 属
于国家电网公司科技项目下的一
个子项目， 我已申请这一产品的发
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 学院和相
关企业有经费支持。 这种装置实现
了与可充电的锂电池配合供电， 在
断电或电压不足的情况下仍能保
证监测设备的正常运行， 使输电线
路上的各种设备得到安全、 稳定、
不间断的电能， 较其他产品具有明
显优势， 具有很大的市场前景。 连
云港某线路上已经安装了这一产
品的输电线路动态增容监测装置，
运行一年多时间， 从未出现断电等

手握阳光般灿烂的日子
记我的外贸职业实习生活
13

商英许梦莲

在江阴青阳镇红叶铝制品公
司三个月的实习生活已接近尾声，
我心中的感慨颇多。
刚选择这家公司实习时， 我其
实是高估了自己的能力， 以为即使
没有前辈教我， 我都可以靠自己慢
慢积累。 然而，事实证明，现实不可
能像想象的那么美好。 起初，老板让
我和同学两个人修公司的产品图
片，要用photoshop。 我心里想着：老
板，您让我一个外语系的学生P 图？
我真的没用过photoshop 啊！ 没办
法，我硬着头皮拍图片，用美图秀秀
修图。 花了一天的时间， 总算搞定
了， 然而老板说：“就把图片搞成这
样啊？ 你们计算机修图没学过吗？ ”
我心里的那股委屈顿时快要溢出来
了，我们辛辛苦苦忙碌了一天，却只
换来一句好似讽刺的话语。 于是，我
们只好重新开始， 自己慢慢看视频
教程学习。 所以，我想让学弟学妹们
知道，不管你是什么专业，除了专业
知识之外， 计算机课这样的基础课
程也得认真学。 表格、文档处理的种

种，在工作中都会用到。 多学一点，
你的机会就比别人多一点。
作为外贸业务员， 最想收到的
无非是询盘。 第一次收到询盘时，我
心里真是比喝了蜜还甜。 然而书到
用时方恨少啊！ 头脑里没单词，不知
道怎么回复，半天敲打不出一个词。
写了又删，删了又写…… 因为在乎，
所以想要做得完美。 终于，把我在函
电课上学到的知识都翻出来后， 我
果断地按了发送。 然而，并不是每一
封询盘邮件都是有效询盘， 比如我
很认真地回复的这封， 实际上是群
发的。 但我没有气馁，至少我可以拿
到客户邮箱， 可以不断给客户邮箱
写开发信，用高质量的产品打动他。
如果可以， 我们实习时要尽量选择
已经有外贸团队的公司，有前辈教，
一定比自己慢慢摸索强很多。 工作
时，我们不要指望着别人分配任务，
要学会自己给自己找活干。 刚进公
司时，可以熟悉公司的产品，多与同
事交流， 这些都可以为之后的学习
打下良好的基础。

方雪梅

在接触大师中品味工匠精神
近日， 一些大师纷纷来到学院
与师生面对面交流， 让大家真切感
受了工匠精神的缕缕芬芳。 5 月12
日， 在学院“ 职业风采活动月” 开幕
式上， 中国工程院首席科学家顾国
彪院士做了“ 科技工程发展与创新
人才成长” 的主题报告。 顾院士以
自己几十年的科研工作经历告诉在
座师生，建立创新文化、培育创新精
神既要有丰富的基础知识、 实际的
训练与勇气、健康的身体，还要有坚
强的心理、 创新的自信心和良好的
团队意识。 江阴华士的赵氏木雕继
承人赵晓红也来到学院， 作为华士
赵氏木雕的第五代传承人， 他被评
故障。
选定团队成员和项目后， 我们
加班加点，开始撰写创业计划书。 在
大致完成计划书时， 我们发现在计
划书最后有着预期财务报表这一栏
目，比赛也需要汇报答辩，而这三个
选手都相对比较腼腆， 团队一时又
陷入了新的困境。 在考虑再三后，我
们新增了管理系会计班的班长钱欢
欢和电子系学生会主席孙谦两名成
员，组员们各司其职，能各自最大程
度地发挥出自己的优势。
决赛前几天， 我们反复练习，
还邀请了汤主任为我们进行模拟
答辩。 决赛当天， 选手缺乏大赛经
验， 有些紧张， 发挥并不完美， 但评
委们很欣赏我们的项目， 将一等奖
的荣誉给了我们。 通过本次大赛，
我和团队的学生都受益匪浅。 学生
从一开始的无从下手， 到最后能够
完成较为完整的创业计划书， 期间
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除了在专业方
面进行了创新训练， 还具备了一定
的创意创业知识及能力， 对今后走
上工作岗位有很大的好处。 而我通
过这次比赛， 认识到只有把老师的
科研项目和学生的创新创业训练
有机结合起来， 才能让学生获得更
加实际的训练效果， 更有利于学生
创新能力的发展。 我们老师还可以
在项目中选择一些较为基础的模
块投入到实际教学中， 提高所有学
生的动手动脑能力。
大赛结束后， 我们的团队仍在
进一步完善项目。 目前， 作为项目
的后续改进， 学生的专利也正在研
究进行中， 我告诉他们， 只要努力，
高职学生也有自己的优势。 相信自
己，必能创造未来！
在经历过几个月的实习后， 我
有了如下几点感悟，与大家分享：
工作要勤还要快。 工作前要勤
快，尽早地到办公室，提前做好一些
准备；工作时遇到难题，嘴巴要勤快
地请教；工作结束后，要勤快地总结
今天一天学到的知识。
要珍惜大学时光。 短短的实习，
已经让我深深地感觉到工作与大学
生活是不一样的。 在学校，老师、家长
无条件地包容我们犯下的错，并一直
以平和的语气与我们交流。 工作了，
没有人会无条件地对你好。 与其以后
让老板、同事觉得你能力不足，不如
趁现在多珍惜。 少一点低头看手机，
多一点抬头看老师。 要知道，每一节
课都能教会你很多。 每一位老师都是
你应该学习的榜样，你掌握的那点知
识，别人也都会。 有时间就多去几次
图书馆、多去操场走走。
要以积极的心态直面困难。 工
作时可能会遇到很多烦心事， 要记
得“ 牢骚太盛防肠断”， 不如对自己
说：“来吧来吧，没什么可怕，最坏也
不过一阵风雨，再往后的每一天，就
都会比以前好了。 ” 虽然刚离开校
园、踏上工作岗位的日子充满艰辛，
但我们别急， 别垮， 相信风雨过后，
我们定能手握阳光般灿烂的日子！

为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在参观了艺术系师生工作室和兰昱
老师的木工实验室后， 决定下学期
在学院设立大师工作室， 并开设面
向学生的木工选修课和面向老师的
木工兴趣班。 5 月9 日，艺术系夏静
老师还举行了赞园画展， 共展出
个部分的
“春
”、“ 夏
”、“ 秋
”、“ 冬
” 四
作品，将校内外的参观者引入
30 幅
了一个神奇而丰富的世界。
在校企交流中感受职业氛围
语系14 商英班
， 外
5月
10 日
全体同学前往世界500 强企
姆科” 旗下的“ 江阴宝柏
业—“
—— 安
包装有限公司” 进行参观学习，“ 宝
柏” 华东区总监华啸宏女士和外贸
电商时代， 我们学院的师生
经常通过网络购买物品。 由于人
数众多， 每天送到学校的快递数
量可观， 一系列的问题也接踵而
至： 部分快递公司还没有在学校
附近设立快递点， 而是每天固定
一段时间将车停在学院门口， 等
待老师和同学们出来收件。 这样
一来， 师生们若要收取快递， 就要
立刻停下手中的工作， 给上课、 工
作带来很多干扰； 另外， 虽然有不
少快递企业在学校附近设立了代
理点， 但部分快递点设立在学院
门口的马路对面， 锡澄路来往的
大型车辆众多， 过马路收件很不
方便。 恰好，我们物流管理专业的
学生一直缺少实践的机会。 于是，
我们在老师的指导下， 成立了“ 校
园最后一公里”校园快递中心。
我们的“ 校园最后一公里” 物
流实训基地位于学院大门口， 将
学院与外部对接， 是师生们进出
校园的必经之路。 我们物流专业
于2009 年便成立了专业社
团—
盛物流协会， 所以“ 校园
—— 鼎
最后一公里” 校园快递中心正式
运营后， 日常业务都由社团的干
事们负责， 我们用专业知识和技
术为学院师生提供专业、 便捷、 舒
心的服务。
随着校园快递中心的业务步
入正规， 陆续有校外的快递公司
主动与我们进行合作， 中心的日
常业务量不断增加。 但是，挑战也
随之而来。 记得那是我们中心迎
来的第一个“ 双十一”， 我们做好
了充分的准备工作， 准备迎接收
件高潮。 然而在11 月11 日当天，
收件数量并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
样猛然增多， 只是和平日的工作
量相差无几。 当时我们缺乏经验，
就立刻把之前做的准备工作全都
停止、 甚至撤销了。 谁知到了11
月12 日， 我们按照平日的工作时
间、 排班人数到中心对包裹进行
分拣、 登记， 三位值班人员却面对
近600 件包裹傻了眼。 包裹数量
达到了平日的三四倍， 按照正常
的工作流程， 在取件高峰时间段

部经理姚能义先生向大家介绍了
企业文化， 分享了外贸实战经验。 5
月11 日， 学院举办了第八届装饰
装潢行业专场招聘会。 江阴市李进
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无锡市南
国之风装饰装潢有限责任公司等
企业来到学院摆摊设点， 提
25 家
供了近200 个就业岗位， 学院室内
设计、 市场营销、 会计以及文秘等
专业的150 余名学生参加了招聘
会。 同日， 化学系社会实践部围绕
献、 奋斗、 学霸” 主题举办了青
“奉
春故事分享会， 邀请三位学长以他
们追逐梦想、 不懈奋斗的事例现身
说法， 为青年学生传递工匠精神中
的正能量。
之前完成所有
包裹的分拣与
登记工作完全
是不可能的了。
我们只好临时
通知增加了4
位干事到中心
去辅助工作， 在
同学们前来取
件之前也仅仅
是完成了包裹
分拣工作， 而登14
记工作却来不 简
及做了， 只能在物
同学们前来取流说
件的同时， 在记班校
录本上留下包 园
裹及个人信息。 罗快
现场真是乱极 递
了， 幸好并没有浩
出现什么差错。
接下来我们吸
取了教训， 提前
进行了安排， 这
才将工作稳定
下来。 这次事件
虽然让我们手
忙脚乱， 但也教
给了我们许多
在课堂中无法
学到的实践经
验。
渐渐地， 自主取件柜开始兴
起， 我们的专业老师为我们拉来
了一个强有力的合作伙伴， 一家
专门从事自主取件柜的企业—
——
格格屋。 很快我们“ 最后一公里”
快递中心就摆满了蓝色的高大上
的柜子。 信息技术的融入，让师生
们的取件时间更加自由了。
随着我们校园快递中心的不
断发展， 我们也获得了一些荣誉。
们报名参加了“无锡市
，我
2015 年
大学生创业大赛”， 物流管理专业
的金日兰老师担任我们的指导老
师。 通过精心的准备和不断的练
习， 我们最终在与四十多支队伍
的角逐中获得了三等奖。 紧接着，
我们的江阴学院校园快递项目被
推荐参加“智慧无锡—
—— 大
学生创业大赛”，捧回了“优
秀奖”。 通过无锡的两场比
赛，我们锻炼了自己的专业
技术和各项能力，也对中心
的发展更加有信心了。 2016
年5 月，带着这一年来的发
展成果，我们再一次登上了
学院“三创”大赛的舞台，获
得了第二名。
当然，我们做这个项目
并不仅仅是为了参加比赛
和获得荣誉。 我们想利用所
学的专业知识，来更好地为
学院师生们提供专业、贴心
的服务，同时也为我们物流
管理专业的同学们创造一
个在校期间就能将专业知
识与技能运用到实践中去
的机会与平台！
1

艺术系孙斌

根据2015 年8 月22 日
教育部办公厅发布的《 关于
公布首批现代学徒制试点单
位的通知》内容，我院物流管
理、 电子商务等专业与海澜
集团共同申报的现代学徒制
试点项目获得全国首批试点
资格。
海澜之家物流园是实行
现代学徒制教学实践的主要
场所。 2013 年底， 仓储智能
系统的启用， 标志着海澜之
家物流运作全面实现了智能
化、现代化和自动化。 该系统
覆盖了仓储、 拣选、 挂装、 发
货、退货等整个处理流程， 采
用的堆垛机、穿梭小车、 高速
交叉带分拣机等先进设备在
国内服装行业是独一无二
的。 物流管理专业学生先后
分三批进入海澜物流园进行
体验、顶岗实习。 于是， 物流
管理专业在借鉴国内外现代
学徒制的实践经验、 结合专
业特点和专业发展的基础
上， 对现代学徒制进行了尝
试， 并取得了一定的实践效
果。
一是尝试了“ 讲、 练、
拓” 三步教学法。 “ 讲” 即理
论基础知识部分主要通过
讲授、 案例讨论、 动画展示
等教学方法实现。 “ 练” 即借
助过程演练、 物流模拟系
统、 三维互动仿真系统进行
模拟演练， 实现实践技能与
理论知识的结合。 “ 拓” 即通
过入海澜物流园实地调研，
了解企业实际操作流程， 进
一步熟悉所学理论知识与
实践的关联。
二是实现了单学期现代
学徒制教学模式。 物流管理
专业早从14 届开始， 与海澜
集团就进行了深度合作。 14
届挑选了20 名学生入海澜
物流园实习，主要从事拣选、
单证制作等工作， 实践内容
较单一。 15 届71 名学生适
逢海澜智能仓储系统项目正
式投入使用， 学生被分成7
个小组，分别进入了9、10 号
楼的自动化立库区、16 号楼
的拣选区、17 号楼的挂装
区、21、23 号楼的发货区及
楼的退货区， 参与了该
20 号
系统的仓储、 拣选、 挂装、 发
货、退货等整个处理流程。 企

在
物
流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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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为学生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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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双师制教
学 届
名学生又抓 业
住了获批全 管
国现代学徒 理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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