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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素有“半壁江山”之称，因其办学规模分别
占到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一半左右。且看数据：全
省57所高职院校，在校生超过52万；483所中职院校，在
校生超过67万；累计输送毕业生165万余人，中职毕业生
就业率超过96%、高职毕业生就业率稳定在85%以上。

如何办好职业教育？省教育厅职成处处长汤泾洪
表示，必须及时调整专业设置、开展校企合作、推行学徒
制，着力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中国制造”培养大
国工匠。

对接市场，灵活调整专业设置
去年 4月，南昌汽车机电学校与世界 500强企业博

世公司签约，双方重点打造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使学
生真正实现“学中做，做中学”。校长周树文告诉记者，
博世是德国的工业企业之一，从事汽车与智能交通技
术，跟着博世设置专业，不会错。

这是南昌汽车机电学校调整专业设置的创新之举，
也是全省职业教育根据市场需求科学制定和统筹安排
专业设置的一个缩影。去年6月，我省一次性新增网站
推广、客服管理、旅行社外联、速录、社区文化与民间组
织管理、事故汽车定损等125个专业。

近年来，各职业院校主动融入“中国制造 2025”“互
联网+”“长江经济带”等国家重大战略，设置生产性服
务业专业布点数214个；多方共建应用技术协同创新中

心20个，与技艺大师、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等合作建
立技能大师工作室 31个；建设省级高等职业教育专业
教学资源库 74个，建设职业能力培养虚拟仿真实训中
心25个，建设骨干职业教育集团12个；开发建设创新创
业教育专门课程 23门，建设省级高等职业教育精品在
线开放课程467门。

校企合作，校门厂门无缝对接
1月 9日，九江职业技术学院与京东集团举行校企

合作项目签约授牌仪式，双方将共同培养自营式电商
人才。京东集团代表焦瑞勇认为，学校和企业将共
同建立产学研基地、学生实习和创业基地、企业创新基
地等。

南昌一专从2012年开始逐步建立校企“双向介入、
互利互补、共建共进”的合作机制，如今已取得丰硕成
果。广州鸿利光电有限公司、上海人本集团、中铁二十四
局、阿里巴巴等60余家公司参与办学，实现学生由“找工
作”到“选工作”的华美转身。

近年来，我省制定出台了《江西省职业教育校企合
作促进办法》等文件，推动学校与企业实现无缝对
接。鼓励职业院校与行业、园区和企业广泛互动、密
切合作，不断健全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机制，积极开展
订单培养等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有效提升了
人才培养质量。

师徒传承，精心培养大国工匠
走进江西省电子信息工程学校的生产性实训车

间，师傅一声令下布置加工任务，学生认真细致完成产
品加工，师傅逐一点评。这是该校创新推出“新三元式
现代学徒制”的关键“一元”，即在学校、企业二元培养
要素外，增加“校内生产性实训车间”这一要素，目的是
让学生原先需要在企业完成的大部分岗前培训任务
前移至校内生产性实训车间完成。如今学生加工产
品的成品率由当初的不足 50%提高到 90%，加工时间
由当初的超出额定工时到限时内完成，证明了现代学
徒制的价值。校长杨乐文认为，“现代学徒制有利于
促进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全过程，实现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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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针
对性。”

汤泾洪认为，推行现代学徒制，是培养大国工匠的
奠基工程。为进一步提高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去
年 12月我省下发《关于加强职业院校工匠精神培育的
实施意见（试行）》，明确要求各职业院校要吸引企业技
术骨干、社会上的能工巧匠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到职业院校设立“名师工作室”，进行专业技能和工匠
精神的言传身教，薪火相传。

如何培养大国工匠？
——2017年全省教育发展系列观察之职业教育

实习生 邹南青 本报记者 骆 辉

1月 12日，峡江县赣
江江面，渔民正在用鸬鹚
捕鱼。渔民的身影在冬
日的晨雾中若隐若现，形
成一道美丽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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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钟端浪）记者
1 月 17 日获悉，省卫生计生委日前
下发《关于开展“把健康带回家”流
动人口卫生计生关怀关爱专项行
动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
求在春节前后对集中返乡的农民工
为主体的流动人口，开展“把健康带
回家”宣传服务活动，通过义诊、健
康教育和发放健康包等，让流动人
口将“健康身体、健康知识、健康用
品”带回家，使他们成为健康关怀的
受益者和健康生活理念的传播者。

据了解，此次专项活动将针对
流动人口特点和健康需求，围绕《中
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2015版）》《流
动人口健康教育核心信息》《留守儿
童健康教育核心信息和留守儿童监
护人健康教育核心信息》等健康核
心信息，在流动人口密集的火车站、

长途客运站等场所和火车、长途大
巴、公交车等交通工具设置宣传栏、
宣传资料架，免费发放卫生计生政
策、健康知识、卫生应急科普等宣传
手册、折页和健康工具包等，积极倡
导健康生活方式。

流动人口返乡后，我省还将在人
员比较集中的企业、社区、村居等场
所，举行合理膳食、科学就医、职业安
全、妇幼保健、心理健康、留守儿童健
康关爱等内容的健康知识讲座、健康
技能培训，为流动人口提供现场义务
诊疗和健康咨询、免费发放避孕药
具；为按规定能享受免费“两癌”筛查
的妇女进行补查；为准备结婚、生育
的返乡人员进行免费婚检和优生优
育检查；为留守儿童家庭开展留守
儿童家长及监护人辅导；鼓励有条件
的地区为流动人口开展健康体检。

“把健康带回家”流动人口
关怀关爱专项行动开展

本报吉水讯 （通讯员王薇薇）
党的十九大以来，吉水创新宣传载
体，充分利用网站、微信等新媒体搭
建学习平台，开展党的十九大精神
在线宣讲。

该县创办“庐陵大讲堂”高端
平台，联络吉水籍专家学者，阐释
党的十九大精神，并全程网络直
播。目前已在腾讯视频发布一期
宣讲，点击量达 3 万余人次。同时，
在吉水官方微信公众号“活力吉
水”开设“党的十九大精神”宣传专
栏，并精心制作了一系列图文并茂
的“微图解”和“微视频”等。各部门

单位、各乡镇也纷纷开建微信群，
交流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实现全
县 1.7 万名党员干部及行业地域全
覆盖。

在开展线上宣讲的同时，吉水
县全面推进线下宣传。通过组建县
委宣讲团、乡镇宣讲小分队及全县驻
村“第一书记”宣讲团，建立了覆盖
县、乡、村三级的300余名宣讲员库。
宣讲员们走进企业、村居、学校、机关
开展常态化宣讲，形成“专家学者讲
理论、领导干部讲政策、百姓群众讲
故事”宣讲机制。目前，全县宣讲活
动达到近千场。

吉水理论宣讲线上线下全覆盖

2017年，江西省公示有特色高水平大学和
一流学科建设名单，在11个成长学科中，南昌航
空大学的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学科榜上有名。

“学校正在重点打造一批在省内居于领先
地位、在国内具有影响力、能够发挥引领作用
的品牌学科。作为地方高校，只有发展特色学
科、做强特色学科，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南
昌航空大学党委书记郭杰忠说。

特色学科聚焦一流方向

南昌航空大学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学科
源于 1952年建校时创建的航空制造类专业，
相关二级学科连续获批江西省“九五”“十五”

“十一五”重点学科，2006 年获一级学科硕士

点，2009年获江西省博士学位立项建设预测单

位授权学科建设点，2010年入选江西省高水平

学科，2011年入选江西省高校示范性硕士点，

2016年所属2个学科方向获批国防特色学科。

历经 60 多年的建设与发展，航空宇航科

学与技术学科在“航空动力结构设计与性能分

析”“飞行器构件先进连接技术”“航空材料表

面科学与工程”“航空宇航系统试验技术”“航

空构件精密成形技术”等五个学科方向形成了

特色和优势。据中国校友会网排名，在全国

26 个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学科中，南昌航空

大学排第9位，为4星级高水平学科，在国内外

具有较强的影响力。

学科现有“轻合金加工科学与技术”国防
重点学科实验室、江西省“航空制造业”协同创
新中心、江西省“航空构件制造技术”工程实验
室、“航空材料热加工技术”航空科技重点实验
室、江西省“快速制造技术”生产力促进中心、江
西省“金属材料微结构调控”重点实验室、江西
省“航空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及其博士后创
新实践基地、江西省“材料科学与工程”产学研
合作示范基地、中航工业“航空材料热加工技
术”航空科技重点实验室、江西省无人飞行器
设计与试验工程研究中心等科研及学科平台。

学科汇聚了一支结构合理、水平较高的师

资队伍。现有国家级、省级教学团队各 1个，
省级科研创新团队3个，拥有中科院百人计划
人选1人、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1人、国务院政
府特殊津贴获得者5人、江西省井冈学者特聘
教授 1人、江西省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 11人，
博士生导师10人。

学科围绕航空宇航领域基础理论和工程
应用开展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科研成果。近五
年，学科共承担国家级科研项目98项、省部级
科研项目131项，总经费达9800余万元；发表学
术论文702篇；研究成果获得省部级以上科研
奖励12项，并在新型教练机、直升机、大飞机以
及先进航空发动机的研制与生产中得到应用。

团队引领提升创新能力

学校紧密结合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学科
建设需求，以超常规的思路和举措，培养和引
进并举，加快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注重学科
团队建设，把骨干精英组建成系统集成的5个

团队，改变单打独斗、力量分散的局面，鼓励集

体作战、组织项目、协同攻关、培育成果，取得

了可喜成果。

航空动力结构设计与性能分析团队主要

针对航空发动机中的新材料和新构型对结构

完整性及对气动、燃烧、振动噪声等性能的影

响问题，开展结构强度、振动噪声、流道结构对

气动燃烧密封影响优化等研究与技术攻关。

在航空发动机的可靠性、金属封严结构、多相

流燃烧、高马赫数湍流模拟及部件高温云纹测

试技术等领域具有较强实力，并形成了自身特

色与优势。国内率先开展了高温合金W结构

封严环设计、制造，已列装多种型号发动机。先

后获得2项国防科技成果奖和1项江西省科技

成果奖。随着国家通用航空的大力发展，以及
江西省航空产业的升级，围绕通用航空科研开
展工作，完成了多种微小型航空动力样机研制。

飞行器构件先进连接技术团队主要针对
新型飞机和航空发动机研制、生产过程中构件
连接和焊接变形问题，开展连接基础理论、先

进连接技术、熔焊增材成形技术和成套装备的
研究开发，实现飞行器构件高质、高效、低成本
连接。在搅拌摩擦焊理论与技术、复杂构件精
密连接和焊接变形控制理论及技术等领域具
有较强实力和鲜明的特色，为武器装备生产提
供了技术保障，研究成果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先后获省部级科技奖励一等奖1项、二等奖和
三等奖各4项。

航空材料表面科学与工程主团队要针对
先进航空航天装备研制、生产过程中材料表面
微纳结构控制、表面腐蚀与防护、表面强化、界
面成分和结构调控等科学问题和技术需求，开
展科学研究及技术攻关。在表面超疏水及防
除冰、化学铣切、无氰电镀、高温涂层等方面形
成了自身的特色，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其中，
钛合金高精密化铣技术解决了某型战机研制

中隐身结构加工制造的关键问题；研发的无氰

镀锌工艺已在沈飞装机使用。获得省部级科

技奖3项。

航空宇航系统试验技术团队主要针对航

空飞行器性能参数试验、机载软件可靠性试

验、宇航飞行器探索性试验等科学问题和技术

需求，开展科学研究及技术攻关。在构建动态

环境下航空飞行器总体性能参数评估试验体

系，并成功应用于某型教练机；国内首次提出

机载综合航电系统应用软件集成测试策略和

验证规范；在国内首次将立体视觉技术应用于

新型直升机旋翼桨叶运动参数测量试验；研发

宇航飞行器捕获空间碎片探索性试验系统。

获省部级科技奖励4项。

航空构件精密成形技术团队主要针对航

空构件铸件精密成形、塑性精密成形、钣金特

种介质精确成形、快速成形等等科学问题和技

术需求，开展基础理论和工程应用研究。提出

了分级加压真空差压反重力精密成形技术，并

开发了系列装备应用在某型号复杂铝合金铸

件，为企业创造产值 1亿以上；开展了纤维增
强铝基复合材料近净成形技术研究，为某型号
发动机的研制提供了技术保障；泡沫陶瓷过滤
技术获得国家发明三等奖1项。

学科育人服务航空国防

2017年8月28日，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公
司与学校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建全国第一家
航空发动机学院，为学校航空发动机专业人才培
养、学科建设以及产学研提供了重大发展机遇。

“一流学科建设不能遗忘人才培养这一根

本，应以培养一流人才为使命，促进学科建设

与教育教学质量的共同提高，推动学科发展与

人才培养的深度融合。”南昌航空大学校长罗

胜联说。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学科把人才培养作

为学科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融价值塑造、

知识传授与实践能力培养于一体，打造面向一

线的高级应用型、创新型工程师，为航空航天

国防工业提供人才，毕业生在我国航空宇航业

内的影响力不断增强。学校将航空宇航领域

的研究优势转化为教学优势，提高本科生、研

究生培养质量。与航空厂所深度融合，与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高度适应，在江西省内的中国直
升机设计研究所、昌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洪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等多家航
空企事业单位建立密切科研合作的基础上，学

校依托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学科的科研优势，
充分发挥出学科育人功能。

近年来，学生参加“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
术科技竞赛、“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
大学生金相技能大赛等，多次荣获国家级、省
级奖励。例如，“挑战杯”全国大赛上，南昌航
空大学学子的“工业级矢量控制垂直起降无人
机”“新型柔性绿色节能量子点发光二极管显
示芯片的研制”“环量可控三缝滑溜襟翼超短
距起降无人机”等作品荣获全国二等奖；“近净
成形搅拌摩擦增材制造新方法及装置”“高强
韧性Y2O3透明陶瓷的低温制备”等作品荣获
全国三等奖。

航空航天工业是事关国家安全、科技创新
和经济发展的高技术、战略性产业，江西省委、
省政府明确提出让江西航空研发“强起来”、江
西飞机“飞起来”、江西航空小镇“兴起来”，最
终让江西航空产业“大起来”。牢记使命，自觉
担当,南昌航空大学将进一步加强航空宇航科
学与技术学科建设，面向国家航空产业需求，
主动对接江西省航空发展战略，引导科学研究
向行业延伸，积极承担航空国防型号的研制任
务，为我国、我省航空航天事业发展及地方经
济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人才及技术支撑。

培育航空特色 助力一流学科成长
南昌航空大学：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学科争创一流

王汉定 刘芝平

编者按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对于提升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增强

国家核心竞争力、奠定长远发展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江西省委、省政府也下发通知，吹响了全省高校创“双一流”的

冲锋号。今天，我们聚焦学科建设走在全省前列的南昌航空大学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学科，看其如何发力争创一流。

本报黎川讯 （通讯员刘霞）深
冬之时，走进青山如黛、风景如画的
黎川县熊村镇芙蓉洲村，村前一面
绘着南宋状元张渊微勤学为民故事
的油画墙格外引人注目，传递着学
习先贤、爱我家乡的文明新风。这
是黎川依托自身优势开展文明建设
的成功探索，为乡村文明建设描绘
了别样的风景。

黎川素有“油画之乡”的美誉。
这方美丽的山水培育了3000多名油

画家，成为黎川文化的名片。为发
挥油画人才绘美景、扬新风的文化
优势，该县在秀美乡村建设中，深入
挖掘当地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诚邀
油画家把本地的历史名人、家风家
训、好人好事、村规民约、移风易俗
等内容，巧妙绘成群众喜闻乐见的
油画，使之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
要阵地。目前，该县基本实现村村
都有“油画墙”，大大丰富了群众的
精神文化生活。

黎川乡村油画传递文明新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