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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申报书依据现代学徒制试点申报书如实填写。 

2．所在行业请依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

—2011）填写。 

3．请用四号宋体填写，行间距为 20 磅。 

4．请用 A4 纸双面打印，每份申请表单独装订,不另单

做封皮和装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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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试点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民政行业高职教育现代学徒制实践探索 

试点起止年月 2015年 09 月-2018年 07月 

申 

报 

单 

位 

单位名称 中民民政职业能力建设中心 

通讯地址 北京东燕郊开发区燕灵路 2号 电子邮箱 527296374@qq.com 

联系电话 61595458 邮政编码 101601 

主

要

参 

与 

学 

校

与 

企 

业 

单位名称 

试 

点 

专 

业 

专业名称 拟招生数 学制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 

老年服务

与管理 
100 3年 

北京北大方正软件技术学院 

浙江绿康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山东颐合华龄养老咨询有限公司 

河北仁爱养老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绿康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万科·幸福家社区养老中心 

北京金隅养老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泰康之家养老服务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殡葬协会 

现代殡仪

技术与管

理 

120 3年 

北京八宝山殡仪馆 

福寿园国际集团 

秦皇岛市海涛殡葬用品有限公司 

天津市华明天裕殡仪服务中心 

江苏无锡殡仪馆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武汉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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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民政学校 

婚庆服务

与管理 
200 3年 

北京花海阁婚礼策划公司 

北京摩卡婚礼策划公司 

北京伊缘圆婚庆文化礼仪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婚庆协会 

河北婚庆协会 

项

目

负

责

人 

姓名 赵红岗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70 年 3月 

专业技术职务/行政职务 教授 最终学历/学位 研究生/博士 

联系电话 010-61595433 电子邮箱 xxzhg@163.com 

项

目

组

主

要

成

员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职称 工作单位 分工 

屠其雷 男 1978.11 讲师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 教学管理 

王晓玫 女 1961.09 教授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 负责婚庆专业改革 

孙树仁 男 1957.05 教授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 负责殡葬专业改革 

杨根来 男 1964.02 教授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 负责老年专业改革 

张福顺 男 1977.02 副教授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 
校内教学/校外辅助

教学/课程建设 

柴瑞章 男 1975.01 副教授 
中民民政职业能力建设

中心 

人才培养方案修订/

校内讲座/课程建设 

崔杰 男 1981年 1月 讲师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 

校内教学/校外辅助

教学/校内讲座修订/

课程建设 

赵天 男 1981.8.29 助教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 

校内教学/校外辅助

教学/人才培养方案

修订/课程建设 

李倩一 女 1985.09 讲师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 

校内教学/校外辅助

教学/人才培养方案

修订/课程建设 

海风 男 1978.08 总经理 
北京花海阁婚礼策划公

司 

人才培养方案修订/

校内讲座/校外教学

管理/课程建设 

王博 男 1981.03 总经理 北京摩卡婚礼策划公司 

人才培养方案修订/

校内讲座/校外教学

管理/课程建设 

梧桐 男 1979.10 总经理 
北京伊圆缘婚礼策划公

司 

人才培养方案修订/

校内讲座/校外教学

管理/课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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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旺众 男 1968.02 
副秘书

长 

中国社工协会婚姻文化

服务联合会 

人才培养方案修订/

校内讲座/校外教学

管理/课程建设 

曹仲华 男 1960.03 会长 上海婚庆协会 

人才培养方案修订/

校内讲座/校外教学

管理/课程建设 

姜茂辉 男 1978.08 会长 河北婚庆协会 

人才培养方案修订/

校内讲座/校外教学

管理/课程建设 

曹丽娟 女 1975.08 馆长 北京八宝山殡仪馆 实训课程 

孙智勇 男 1964.07 总经理 
秦皇岛市海涛殡葬用品

有限公司 

“海涛班”试点领导

工作 

齐晨辉 女 1979．06 总经理 
天津市华明天裕殡仪服

务中心 

“天裕班”试点领导

工作 

伊华 女 1975.09 
副总经

理 
福寿园国际集团 

“福寿园班”试点领

导工作 

吴清波 男 1970.11 总经理 
吉林市伯亨房屋拆除工

程有限公司 

每年提供不少于 20万

元经费支持 

杨宝祥 男 1967.10 教授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 殡葬专业群建设 

周世强 男 1981.11 讲师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 
学生素质养成管理与

制度 

张丽丽 女 1978.09 讲师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 殡仪技术人才培养 

翟媛媛 女 1980.02 讲师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 墓地园林人才培养 

亓娜 女 1983.08 讲师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 殡仪服务人才培养 

冯翠平 女 1982.04 助教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 教学管理教学考核 

卢军 男 1971.12 副教授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教学标准课程标准 

魏加登 男 1972.08 副教授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岗位标准 

何秀琴 女 1968.05 副教授 武汉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人才培养质量监控标

准 

林福同 男 1960.07 
高级讲

师 
福建省民政学校 企业师傅标准 

余廷 男 1960.11 

遗体防

腐整容

大师 

无锡市殡仪馆 遗体防腐整容实训 

刘凯 男 1964.10 
遗体火

化大师 
郑州市殡仪馆 遗体火化实训 

齐卫东 男 1969.07 
殡仪服

务大师 
山东博兴殡仪馆 殡仪服务实训 

皮微云 女 1978.01 副教授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

老年福祉学院 

项目执行人，学生素

质养成管理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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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伟 男 1979.11 讲师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

老年福祉学院 

学生素质养成管理与

制度 

潘秀峰 女 1967.09 副教授 
北京北大方正软件技术

学院 
院校研究人员 

王建民 男 1963.10 教授 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 院校研究人员 

谭美青 女 1955.09 副教授 

山东颐合华龄养老咨询

有限公司董事长 主管

医师 

“山东颐合华龄班”

试点领导工作 

卓永岳 男 1963.06 
执业医

师 

浙江绿康医院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董事长 

“绿康班”试点领导

工作 

武卫东 男 1963.04 副教授 
河北仁爱养老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  

“河北仁爱班”试点

领导工作 

赵  康 男 1970.08 副教授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

老年福祉学院 
养老人才培养 

韩振秋 男 1968.09 讲师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

老年福祉学院 
养老人才培养 

向建京 男 1979.11 讲师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

老年福祉学院 
教学管理教学考核 

曹雅娟 女 1986.12 助教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

老年福祉学院 

学生素质养成管理与

制度 

刘  姝 女 1989.04 助教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

老年福祉学院 
院校研究人员 

孙华超 女 1988.11 秘书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

老年福祉学院 
资料收集和财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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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试点项目总体建设目标与思路 

总体建设目标与思路 

1、建设目标  

本项目的目标在于通过对民政高职专业现代学徒制教育理念、教学模式、教

学方法的分析和研究，探索出适用于我国教育环境和背景的、基于现代学徒制的

民政行业人才培养模式。通过职业教育思想的确立、教学理念的变革、课程体系

的重构、教学模式的变化、校内外基地功能的拓展、教学团队的结构优化、多元

评价体系的完善、学生专业能力和职业能力的协同发展，进一步丰富高职教育的

内涵，有效地实现专业教育的实践性、职业性和开放性。按照《教育部关于开展

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意见》（教职成〔2014〕9号），结合民政类专业职业教

育教学工作实际，积极探索和完善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深化产教融合、校

企合作，进一步完善校企合作育人机制，创新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通过校企

签订现代学徒制合作协议，职业院校承担系统的专业知识学习和技能训练；企业

通过师傅带徒形式，依据培养方案进行岗位技能训练，真正实现校企一体化育人。

吸纳企业参与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建设的标准制定，引入行业企业技术标准，完

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提高育人质量，使学生就业专业对口，学以致用。 

2、建设思路 

实施目标主要由五个相互联系、相互支撑的子目标构成，也是具体要解决的

问题，分别是：学徒制管理办法的制定与实施、学习载体的重建、教学组织和管

理模式的变革、教学团队的目标聚集以及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取向。 

（1）由全国民政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牵头制定学徒制管理办法，明确

企业、学校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的各方职责。学生、学校、企业的校企合作平台的

建立。现代学徒制是对传统学徒制和学校教育制度的重新组合，其主要特征是学

生和学徒身份相互交替。表现为：一是招工即招生，首先解决学生的员工身份问

题，从企业招工入手，将招工与招生对接，与行业、企业联合招生，联合培养，

明确行业而且机构企业培养的是培养自己的“员工”，其责任感能真正被激发。

二是校企共同负责培养，共同制订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岗位标准、企业师

傅的选拔标准、培养和激励机制等人才培养方案，共同实施人才培养，各司其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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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负其责，各专所长，分工合作，从而共同完成对学生（员工）的培养，这样学

生会自觉地期待成为某个机构的员工，机构则为有志于加盟的学生提供作为员工

应有的待遇和保障。 

（2）课程体系的重构、课程内容的重整和学习载体的重建。学生和学徒身份

的相互交替，学习空间校企贯通，行业机构和学校间不仅需要制定校企共同育人

的保障机制保障，还需要对课程标准、课程体系、学生的学习载体---课程内容

进行重建。把现代学徒制培养的是高素质高技能专业人才，课程在进校外行业教

学“基地”和“基地”兼职教师承担课程教学要成为一种常态的教学安排。在课

程体系上充分体现高职教育的“高等性”和“职业性”，依据现代学徒制的特征

和高技能人才培养各环节的特殊要求，制订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课程体系和

确定课程标准。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为逻辑起点，针对专业人才培养各环节之间

的逻辑关系，以学生的认知规律和职业成长规律，形成融合学生人文素养、专业

知识、职业技能、职业态度和职业素养的培养体系，其中包含通过校内实训、校

外实训和顶岗实习递进式的系统的专业实践教学体系。 

课程体系重构中要更多地关注高职教育的内涵要求，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和可

持续发展，在课程内容的选择上要更多地结合岗位工作任务和生产技术的核心要

素，融入职业元素，使课程体系和课程内容在不失“高等性”的同时彰显“职业

性”。人才培养无论是课程体系还是课程本身都必须隐涵典型的“工学结合”的

特征，其实施的关键在于： 

一是“学习性岗位”的设计。要构建并利用校企合作平台，将专业的实训基

地建设作为课程建设的重要内容，将校外基地作为校内基地的延伸，通过基地的

“工学整合学习岗位”建设实现校外基地的教育教学功能，并在课程开发和基地

建设中，统筹兼顾课程要素和基地生产要素，着力解决将服务机构的技术服务岗

位转换成合适的“学习性岗位”，以更好地实现课程教学目标，基本实现校内教

学与校外教学轮岗制。 

二是“学习性工作任务”的设计。专业课程如何在校外基地实施并最终实现

课程所承载的教育目标，其关键是要将工作任务经过教学设计，转换成学习性工

作任务，形成由简单到复杂的系列学习性工作任务。 

（3）“工” 与“学”交替的教学组织和管理模式的变革。现行学校教学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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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模式和管理体制阻碍了工学交替。企业生产任务的不确定性和学校教学任务连

续性之间的矛盾，是高职院校在教学组织实施中面临的普遍问题。由于教学空间

的延伸——校内到校外，参与主体的多元——学校、行业和企业，在教学管理运

行中，要求做到工学衔接合理，以学校为主和以课堂为中心的传统教学组织形式

已经无法适应这种要求，必须改革现行教学组织模式和管理体制，在教学管理的

方方面面充分体现以企业方为中心和一切为了学生更好地发展的教育理念。 

具体来讲，就是要依据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学生发展的共性和个性需求选择

教学组织方式，树立以他方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实行校企共同参与的“柔性化”

的教学管理模式，在三年的培养过程中，设计不同于过去的课堂与岗位交替的教

学模式，比如：实行每周学生在企业当学徒学习 1-2天，在学校学习 3-4天的“学

生和学徒”的双重身份和双重教学，校企共同实施课程管理、共同评价课程实施

效果和评估高技能人才培养绩效，为现代学徒制培养高技能人才提供管理上的支

撑。 

教学周期安排计划： 

大一，学生主要在校内学习专业公共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专业基础课由校

内教师主要承担，行业教师部分承担； 

大二，课堂与岗位交替的教学模式，实行每周学生在企业当学徒学习 1-2

天，在学校学习 3-4 天的“学生和学徒”的双重身份和双重教学； 

大三，全天候在机构实习，并由行业“师傅”带领学生实战，在承接的服务

项目中做助理，甚至独立完成服务项目。 

（4）专兼结合教学团队的协作和互补助教学团队目标集聚。现代学徒制培养

高技能专业人才需要专兼结合教学团队的支撑，通过团队中专兼教师的相互协

作、取长补短，在“工”与“学”交替的教学过程中发挥教学团队的整体优势，

从而实现培养过程中“工”与“学”的有机结合和有效衔接。校企双方密切合作，

打破现有教师编制和用工制度的束缚，探索建立教师流动编制或设立兼职教师岗

位，加大学校与企业之间人员互聘共用、双向挂职锻炼、横向联合技术研发和专

业建设的力度。合作企业要选拔优秀高技能人才担任师傅，明确师傅的责任和待

遇，师傅承担的教学任务应纳入考核，并可享受带徒津贴。 

对于专业的专任专业教师而言，其必须努力提升自身的双师素质，不仅要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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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扎实的学科专业知识，还要熟悉专业所对应的主要职业领域的工作过程知识，

具备本专业领域内较强的职业实践能力。对于兼职教师，也就是现代学徒制中“师

傅”这一角色的主体，要有计划地组织他们进行职业教育教学理念的学习和教育

教学方法及综合执教能力的培训，使他们具备先进的职业教育教学理念，掌握先

进的职业教育教学方法，努力提高兼职教师的执教能力。 

对于专兼教学团队的管理，首先，要进行校企双方制度框架的系统设计，在

为“自己培养人才”的理念驱动下，通过制度的约束和机制的激励，保证兼职教

师的数量和质量。校企双方在专兼结对、课程共担、资源共建、教学研讨、科研

合作等方面应实施精细管理和目标考核，以保障在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过程中专

兼教师各自作用的有效发挥。其次，通过结对子的双讲式的教学方式，让专兼教

师共同承担一门课程，互相帮扶、取长补短，使专兼教师在专业建设、科研合作、

课程实施等方面实现共同提高，促进专兼教师协同工作，整体提升专业教学团队

的水平，实现团队目标的集聚效应，使团队效能最大化。 

（5）针对性与发展性相协同的学习评价——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取向。在现

代学徒制的制度框架下，学生对于产业文化、行业文化、企业文化的领悟能力，

对职业规范的理解，对职业风范的把握，以及创新创业意识的激发，增强学生的

“职业认同感”。 

专业要建立以目标考核和发展性评价为核心的学习评价机制，促进学生成

长、成才。 

一是实施过程考核，按照培养方案的设计，结合“工”与“学”特定的课程

教学目标，定期对学生的课业学习状况进行考核，适时进行反馈、沟通，保证学

习过程的质量得到有效的控制。 

二是创设学生学习和创作成果展示及各项评优活动平台，如通过开展优秀学

徒、优秀技能手等的评比，组织相关职业技能竞赛，展示学生学习创作作品和先

进事迹，发挥榜样激励对学生成长的促动。 

    三是实施面向学生成长成才和未来发展的发展性学习评价，突出对学生人文

素养、沟通能力、职业素养、文化自觉等方面的评价，注重学生可持续发展的知

识结构、能力结构和学习品质的评价。这些评价应贯通校企，全面体现在现代学

徒制实施过程中的各个学习和实践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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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提供政策和资金支持，企业成为职业学校学徒场所、就业基地、办学经

费的来源地，学校成为企业的人才培养基地、员工培训基地、科技研发基地，形

成职业教育办学层次与产业经济同步提升，大职教与大产业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的管理体制，并打造职校生与普通高校生升学渠道。民政行指委引导行业组织作

为现代学徒制的桥梁和纽带，为学校和企业间的合作提供指导和帮助；企业和学

校分别成立现代学徒制工作小组，负责校企合作事宜。 

    政府对于高等职业院校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现代学徒制度的构建

离不开企业以及政府部门的支持和监督。政府能够为高等职业院校提供政策支持

和法律上的规范，通过各项国家出台的规范，能够使高等职业院校在更加规范的

条件下开展现代学徒制度。政府可以对于学校和企业进行沟通，多参加学校组织

的一些现代学徒制度相关的活动，如果学校和企业的合作取得了良好效果，可以

为学校提高资金上的鼓励和支持。政策上的支持可以结合高等院校的特点实施，

在帮助学校的同时，企业也可以从中得到优惠，有政府做保障，可以吸引更多的

企业参与到校企合作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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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试点项目建设内容 

（一）项目总体建设内容 

项目总体建设内容： 

1.第一学年，校内学习阶段 

学生主要在校内学习公共基础课程（第一学期）和专业基础课程（第二学期）， 

其间，邀请相关公司的负责人和行业专家举办专题讲座，进行专业认知教育专题

讲座（第一学期），岗位剖析介绍专题讲座（第二学期）。 

2.第二学年，校内、校外交替学习阶段 

学校主要培养基础技能（第三学期）和专业技能（第四学期），开设专业核

心课程； 

企业主要负责企业文化教育（第三学期）和岗位技能培训（第四学期），根

据课程到对口公司进行阶段性岗位实习，巩固专业基础技能;  

每周学生可以在学校学习 3-4天，在公司学徒学习 1-2天。 

3.第三学年，在岗培养阶段 

在企业学习核心技术，并能够在校外导师的指导下接受服务任务。 

一般可以与相关企业签订就业协议，使实习学生享受企业准员工待遇，明确

学生的工作津贴、保险等待遇，学生既是企业员工又是学院的学生的双重身份。

也可以与相关婚礼服务工作室签约，成为其团队的一员。 

学校可以根据需要派相关教师到实习单位进行理论辅导和理论教学。 

通过在岗培养，考察学生综合的能力，物色合适的人才，缩短学生毕业后上

岗的培训时间。同时也培养了学生对单位、团队的忠诚度。 

4.实施现代学徒制 “学徒”与导师的“匹配” 

    遵从“学徒”自愿选择和“导师”优先选择的原则，有利于学生职业道德和

技术技能提升，增强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为学生选择和指定导师个别和定向培养。 

在二年级第二学期，对该年级的学生进行摸底。第一，把确定同意进行现代

学徒制形式的公司、导师、所带人数等制定成资料，发放给相关的学生，学生填

报；第二、把学生填报的志愿发给导师由公司导师选择确定徒弟；第三、安排导

师和徒弟双方的见面，进行双向选择；第四、一般一个师傅带 1-2个徒弟。 

5.实施现代学徒制的合作公司导师的选择 

第一，能够提供有技术含量的岗位； 

第二，有培训导师； 

第三，公司规模、品牌和有用人需求或能推荐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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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双方达成培养共识，签订协议，明确三方职责。 

6.现代学徒制的管理 

学生在公司学徒期间，企业导师要全程跟踪，学校安排学校导师积极配合密

切关注学生的学习和生活。 

第一、“导师”与“学徒”最高按 1∶2 比例组合，也可以按照 1:1 比例组

合。 

第二、根据服务技术要求，校内教师与企业导师要制定相应的教学计划。内

容由易到难，分为相应的子项目进行教学和培训。 

第三、导师要根据原定的教学计划，按每周指导的内容带学徒。 

第四、校内教师根据学生的学习进度及反馈的情况，及时与相对应的企业导

师交流，对学生所需的理论知识进行辅导，及时调整学徒生就业心态。 

第五、学校与企业导师共同制订教学质量监控制度，对学校教师和企业导师

进行考核，对优秀的学校教师和企业导师在评优方面优先考虑。 

第六、针对技术标准和岗位要求建立评价标准，并通过学生自我评价、相互

评价、企业评价和社会评价相结合，建立以能力为核心，行业企业共同参与的学

生评价模式，引导学生全面发展。 

第七、企业为学徒制学生提供工作津贴，学校为学生在企业学习期间购买相

应的实习保险。 

7.建立现代学徒制的人才培养管理相关机制体制机制 

（1）民政行业职业教育指导委员会将协调行业企业和学校，成立试点领导

小组 

由行业协会的负责人、行职委负责人任领导小组组长，有参与试点的企业负

责人、各试点专业的专业带头人、学院教学管理部门负责人组成领导小组，统筹

协调试点工作中的标准制定、经费投入、工作机制、组织实施等各项工作。领导

小组负责全面组织实施现代学徒制的各项领导协调工作。 

（2）建立招生机制 

与相关公司、培训学校等建立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的招生机制。可以从企

业公司、培训学校学员中招收学生，提供学历教育，也可以提供非学历教育。 

（3）建立常规化的经费投入机制 

在教学点建设、师资团队建设、校外导师课酬费用、学生实习、学生就业等

方面行业企业、学校院分别要给予经费支持，通过签订协议明确各自投入的经费

数量，建立常态化的经费投入机制。。 

（4）建立双教学点机制 

制定“企业教学点标准”，建立企业教学点，提供学徒学习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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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建立双导师制机制 

制定校企双导师选拔标准，校企共培互聘建立双导师团队。 

企业导师，主要负责培养岗位操作技能，解决做什么、怎样做，通过岗位任

务训练，采用工作业绩考核，采取师带徒、岗位训教的教学方式。企业导师应该

具备的学历，在行业从业时间，达到的行业职业从业水平和能力标准等，每年由

现代学徒制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对符合企业师傅条件的的申报人员进行认定，明确

聘期，颁发聘书，签订授课任务书。 

学校导师，主要负责讲授基础知识与原理，回答为什么这样做，创新方向是

什么，采用主持一线的案例进行教学，采用学生作品考核，采取学徒业余时间、

集体授课的教学方式。 

（6）制定行业培养的人才标准 

由全国民政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民政部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组织行

业实践专家、用人单位代表、科研机构和教育培训机构共同参与制定行业人才的

培养标准。 

（7）成立养老、婚庆、殡葬的现代学徒制的专家组，具体领导、协调每个

专业现代学徒制的试点工作的实施。 

组织对各专业的企业师傅的教学能力、教学标准、教学方法进行培训，研讨，

组织行业企业和学校共同开展过教学项目研究工作。 

表格不够，可自行拓展加页。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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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试点专业建设内容 

1 现代殡仪技术与管理专业 

专业

方向 
建设内容 建设要点及措施 现有基础 预期目标 

公 墓

管 理

方向 

1.校企协同办学（明确

学校与企业的职责、分

工，统筹利用教学资源

配置，分担人才培养成

本） 

1、考察学徒制参与企业上海福寿园； 

2、成立现代学徒制上海福寿园班领导

小组和工作小组； 

3、制定《墓园管理与规划设计方向现

代现代学徒制实施方案》，明确职责

分工。 

上海福寿园是殡仪系重点实习

基地之一，双方合作良好；学院

高度重视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 

出台《墓园管理与规划设计方向现代

学徒制实施方案》，殡仪系和上海福

寿园双方明确各自的职责分工。 

2.招生与招工一体化

（制定招生、招工方

案） 

1、确立指导思想； 

2、明确现代学徒制招生、招工原则； 

3、确定招生对象和要求； 

4、明确具体工作安排：招生招工时间

期限、招生招工人员责任分工、招生

招工工作开展方式、预期效果等具体

内容。 

学院已有的招生方案可作为基

础 

出台《墓园管理与规划设计方向现代

学徒制招生招工方案》 

http://baike.haosou.com/doc/17948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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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才培养制度和标

准（人才培养方案、岗

位标准、专业教学标

准、企业师傅标准、课

程标准、实训基地标

准、质量监控标准） 

1、校企双方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 

2、学院确立课程标准、专业教学标准、

实训基地标准、质量监控标准 

3、通过企业调研设立岗位标准、专业

教学标准、企业师傅标准 

 

专业现有的人才培养方案可作

为基础 

出台《墓园管理与规划设计方向现代

学徒制人才培养方案》 

4.师资队伍（教学团

队、“双导师”制） 

1、教师参加现代学徒制及其他教学培

训； 

2、学院专职教师参加挂职锻炼，以具

备双师素质； 

3、企业选派有实践经验的行业企业专

家、高技能人才和社会能工巧匠等担

任学校的兼职教师 

4、聘任企业专业为实习指导教师 

1、学院组织教师集中收看 2014

年 12 月全国职业教育现代学徒

制试点工作推进会，2015 年 1

月又组织企业代表参加在厦门

的“全国职业院校现代学徒制校

企合作人才培养新模式培训班。 

2、专职教师每年都完成挂职锻

炼任务； 

3、专职教师都具有考评员资格

和职业资格证书，具备双师素

质； 

4、已和行业专家具有良好合作

关系 

1、以教师培养、评聘和考核为核心，

强化“双导师制”队伍建设。 

2、建立实习师傅人才和考评员人才

库，保障实习考核工作质量。 

 

5.管理制度（建立健全

教学管理、考核评鉴与

督查制度） 

1、制定实习管理流程，健全实习管理

制度。 

2、加强对学生的实习劳动安全教育。

3、建立学校、实习单位和学生家长经

常性进行学生实习信息通报。 

4、对实习班主任的实习管理工作进行

考核。 

已有相关的教学管理、实习管

理、考核评鉴和督察制度基础 

1、建立专门的实习管理机构，制定实

习管理流程，健全实习管理制度。 

2、建立严格的实习前培训和准入制

度 

3、建立学校、实习单位和学生家长经

常性的学生实习信息通报制度。 

4、完善实习巡视和跟踪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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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加强学生实习档案管理监督检查，

保证实习工作健康、安全和有序开展。 

 

5、规范学生实习档案管理，加强监督

检查，保证实习工作健康、安全和有

序开展。 

殡 仪

服 务

方向 

1.校企协同办学（明确

学校与企业的职责、分

工，统筹利用教学资源

配置，分担人才培养成

本） 

1.进一步深化“2+1”模式。 

2.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 

1.进一步深化“2+1”模式： 

前两年在学校学习理论知识，第

三年到企业进行实践学习。 

2. 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 

与天津华明天裕殡仪服务公司，

试水订单班。 

1.进一步深化“2+1”模式： 

除了第三年在企业实习外，利用寒暑

假、清明、十一等假期，组织学生深

入企业实践学习。 

2. 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 

进一步拓展订单班合作的企业 

2.招生与招工一体化

（制定招生、招工方

案） 

开展“招生即招工、入校即入企业、

校企联合培养”的现代学徒制试点工

作 

与天津华明天裕殡仪服务公司

合作，在 2015年共同制定了“天

裕班”招生方案 

进一步细化现代学徒制招生、招工方

案 

3.人才培养制度和标

准（人才培养方案、岗

位标准、专业教学标

准、企业师傅标准、课

程标准、实训基地标

准、质量监控标准） 

与企业共同开发人才培养制度和标准 

与天津华明天裕殡仪服务公司

合作，准备开发人才培养方案、

岗位标准、专业教学标准、实践

课程标准等。 

进一步深化开发企业师傅标准、实训

基地标准、质量监控标准等 

4.师资队伍（教学团

队、“双导师”制） 
强化师资队伍建设。 

注重高层次人才引进、专任教师

培养以及具有行业经验的兼职

教师的聘任，增强师资队伍建

设。教师积极深入殡葬行业一线

学习，先后分别到无锡殡仪馆、

顺义殡仪馆、潮白陵园等进行挂

职锻炼。 

进一步深化师资队伍建设，构建实践

与理论结合的教学团队、推行学校与

企业的“双导师”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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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管理制度（建立健全

教学管理、考核评鉴与

督查制度） 

建立管理制度 

与天津华明天裕殡仪服务公司

合作，计划建立健全教学管理制

度 

进一步深化管理制度建立，计划合作

建立现代学徒制考核评鉴与督查制度 

殡葬

技术

方向 

1.校企协同办学（明确

学校与企业的职责、分

工，统筹利用教学资源

配置，分担人才培养成

本） 

明确人才培养目标及总体费用，签署

相应协议。 

已经与秦皇岛海涛殡葬设备公

司建立实习协议 
进一步建立现代学徒制培养协议 

2.招生与招工一体化

（制定招生、招工方

案） 

招生与招工的一体化，在 2015级学生

中进行宣讲，由学校与企业共同承担

培养与就业任务 

学生的 2+1实践教学已经有一

年时间在企业 
建立企业与学校轮换教学的双向课堂 

3.人才培养制度和标

准（人才培养方案、岗

位标准、专业教学标

准、企业师傅标准、课

程标准、实训基地标

准、质量监控标准） 

人才培养方案的现代学徒制方式的制

定以及设备方向的教学标准、课程标

准、 

已经具备相关教材，并有一部分

实训协议 
建立更加实用的教学资源库 

4.师资队伍（教学团

队、“双导师”制） 

进一步培训企业讲师，与学校讲师相

结合 

目前已有部分兼职教师，定期为

学生做相关讲座 
企业讲师安排具体实践课程 

5.管理制度（建立健全

教学管理、考核评鉴与

督查制度） 

重点对企业讲师的管理与企业教学目

标的考查 

已有实践教学部分的评价标准

以及评价内容 

完善企业讲师管理制度，有针对性地

进行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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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 

建设内容 建设要点及措施 现有基础 预期目标 

1.校企协同办学（明

确学校与企业的职

责、分工，统筹利用

教学资源配置，分担

人才培养成本） 

建立健全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现代学

徒制试点工作方案，明确任务与责任

落实，完善成本分担机制分类实施全

力推进。 

学院与浙江绿康医院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山东颐合华龄养老咨

询有限公司、河北仁爱养老集团

有限公司、万科·幸福家社区养

老中心、北京金隅养老产业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签署

合作办学框架协议 

学院与企业在人才培养上权责明晰、

任务明确、效果明显 

2.招生与招工一体化

（制定招生、招工方

案） 

落实招生、招工一体化，明确学生与

学徒双重身份，明确校企双主体的职

责。根据企业联合招生，学生毕业后

进入企业工作。同时学院也可对企业

员工进行培训。 

目前已与浙江绿康医院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山东颐合华龄养老

咨询有限公司、河北仁爱养老集

团有限公司、万科·幸福家社区

养老中心、北京金隅养老产业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等

多家企业签订订单式学生培养

协议书 

2016年参加高考学生中，实行现代学

徒制下学校和合作企业（50个）单独

自主招生招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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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才培养制度和标

准（人才培养方案、

岗位标准、专业教学

标准、企业师傅标准、

课程标准、实训基地

标准、质量监控标准） 

校企合作共建专业、共设课程、共编

教材、共同制定人才培养制度和标准。

人才培养制度与标准以实际工作岗位

需求为基础，建立行业企业参与的教

学质量监控，对人才培养进行科学评

价。 

学院教学人才培养计划、老年服

务与管理专业教学资源库 

建立一套完善的人才培养模式与评价

标准和开放化评价体系，包括校内评

价和企业、社会评价。 

4.师资队伍（教学团

队、“双导师”制） 

加强专兼职结合的师资队伍建设，完

善双导师制，明确双导师职责和待遇，

建立灵活的人才流动机制。 

学院已与多家企业建立了教师

挂职锻炼的长效机制；聘请 30

多位企业一线工作者到学校任

教 

行业企业联合培养专业教师，提高专

业教师双师素质，打造一支整体实力

强、教学水平高的双师结构专业教学

团队 

5.管理制度（建立健

全教学管理、考核评

鉴与督查制度） 

修订校企合作运行管理制度及办法，

规范校企合作行为推进合作双方的共

促共赢 

老年福祉学院校企合作管理办

法 

形成与现代学徒制相适应的教学管理

和运行机制，完善试点工作的保障机

制，加强对试点工作的组织领导，制

定多方参与的教学管理、考评监督制

度 

6.教学资源共建共享 

校企合作，共同推进实训设施、数字

化资源共建共享，完善数字化平台等

资源建设，促进优秀企业文化与学院

文化互通互融。 

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教学资源

库 
建成完善的数字化教学平台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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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婚庆服务与管理专业 

建设内容 建设要点及措施 现有基础 预期目标 

1.校企协同办学（明

确学校与企业的职

责、分工，统筹利用

教学资源配置，分担

人才培养成本） 

 

要点 1.协同办学企业的选择。措施：

（1）考察目标企业的行业影响力。主

要考察该企业的成立时间、规模、业

务量、行业口碑等。这直接影响学生

的就业意愿和学习积极性。（2）考察

目标企业合作办学的诚意。主要考察

该企业的企业文化、对现代学徒制的

理解认知、对促进婚庆行业发展的责

任感、重合同守信誉的诚信意识等。

这直接关系到双方合作的顺利进行。

（3）考察目标企业的教学能力。主要

考察该企业是否具备完成教学任务所

需的设施、设备；是否具备经验丰富

的指导教师等。这直接影响到现代学

徒制人才培养的质量。（4）考察目标

企业的就业保障。主要考察该企业是

否制定了完善的“学徒”转“员工”

的用人机制。这直接关系到现代学徒

制教学模式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要点 2.协同办学合同的签署。措

施：（1）明确学校与企业的教学内容

分工。（2）明确学生在学校与企业间

婚庆专业校内实训室共有 10 个： 

（1）婚礼庆典现场实训室 

（2）婚礼仪式厅 

（3）婚礼化妆与造型设计实训室 

（4）婚礼花艺实训室 

（5）婚礼摄影与婚纱摄影实训室 

（6）录音与演播实训室 

（7）视频编辑与制作实训室 

（8）婚礼手绘实训室 

（9）婚礼文化馆 

（10）婚姻登记实训室 

婚庆专业校外实训基地（部分） 

（1）北京温馨羽健婚庆公司 

（2）北京潞河强威礼仪庆典服务

中心 

（3）紫棠春婚礼策划公司 

（4）俏喜坊婚礼策划公司 

（5）北京市盛世庆典文化传播中

心 

（6）北京康宁婚礼顾问公司 

（7）北京喜玫瑰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在已经建立合作关系的婚庆公司中

选出 20 家具有较强行业影响力，具

有合作办学意向和诚意，具有相应

教学设施、设备和师资，并能为学

生（学徒）就业提供保障的协同办

学企业，并与之签订协同办学协议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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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习时间分配和学习方式。（3）明

确校内导师和企业导师的资质、师生

配比等。（4）明确学校和企业用于人

才培养的教学设施、设备、资源等。

（5）明确学校和企业人才培养成本的

分担。（6）明确学生在企业实习期间

的工作津贴、保险等待遇，明确学生

既是企业员工又是学院的学生的双重

身份。（7）明确学生实习效果的考核

方式和学生进入企业就业的条件。 

（8）北京花田喜事婚礼策划公司 

（9）北京金玫瑰婚庆有限责任公

司 

（10）北京金缘谷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11）北京帮本文化传播公司 

（12）北京手拉手婚礼策划公司 

（13）北京伊缘圆婚庆礼仪有限责

任公司 

（14）北京经典时光婚庆有限公司 

（15）北京圣喜年礼仪庆典有限公

司 

（16）北京爱诺人礼仪庆典有限公

司 

（17）北京爱上爱婚礼庆典文化公

司 

（18）花海阁婚礼主题会馆 

（19）北京市婚姻服务中心 

（20）桐心喜事坊 

（21）圣雅婚礼庆典公司 

（22）摩卡婚礼庆典公司 

（23）恋尚爱婚庆服务中心 

（24）幸福久久婚庆培训 

（25）爱情密码婚庆公司 

（26）佰丝薇汀婚礼策划 

（27）拉斐尔广告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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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紫色标典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29）爱秀婚庆公司 

（30）俏喜坊婚典传播 

（31）东环朗婚礼策划公司 

（32）铂金年华婚礼顾问 

（33）迦南之约婚庆公司 

（34）国天佳祺婚庆公司 

（35）金凯影视婚礼导演策划公司 

（36）欣梦奇缘婚庆公司 

2.招生与招工一体化

（制定招生、招工方

案） 

 

 要点 1.学院与企业共同制定招生、

招工方案。措施：学校与企业根据婚

庆行业各岗位实际需要共同协商拟定

现代学徒制婚庆专业学生（徒弟）应

具备的基本条件，包括身体条件、心

理素质、文化素养、相关技能等。 

   要点 2.学院与企业共同组织实施

招生、招工工作。措施：学校与企业

共同进行现代学徒制婚庆专业招生、

招工面试、笔试工作，确定学生（徒

弟）考试成绩。 

   要点 3.签订现代学徒制入学合

同。措施：学生（徒弟）与学校、企

业在平等自愿、公正公开的基础上，

签订现代学徒制入学合同，明确三方

权利义 

务。 

《策划师国家职业标准》 

《礼仪主持人国家职业标准》 

《摄影师国家职业标准》 

《摄像师国家职业标准》 

《化妆师国家职业标准》 

《插花员国家职业标准》 

学校与企业一起根据婚庆行业各岗

位实际需要共同拟定招生、招工方

案，组织实施招生、招工工作，并

与拟录取学生（徒弟）签订现代学

徒制入学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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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才培养制度和标

准（人才培养方案、

岗位标准、专业教学

标准、企业师傅标准、

课程标准、实训基地

标准、质量监控标准） 

 

 要点 1.与行业企业共同修订和完善

2015 年婚庆专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

养方案。在人才培养方案中充分体现

高职教育的“高等性”和“职业性”，

依据现代学徒制的特征和高技能人才

培养各环节的特殊要求，制订婚庆专

业方向培养方案，重构课程体系和确

定课程标准，以学生的认知规律和职

业成长规律，形成融合学生人文素养、

专业知识、职业技能、职业态度和职

业素养的人才培养体系，其中包含通

过校内实训、校外实训和顶岗实习递

进式的系统的实践教学体系。 

    要点 2.婚庆专业现代学徒制岗

位标准的制定。要充分利用校企合作

平台，将婚庆专业的实训基地建设作

为课程建设的重要内容，将校外实习

基地作为校内基地的延伸，通过基地

的“工学整合学习岗位”建设实现校

外基地的教育教学功能，并在课程开

发和基地建设中，统筹兼顾课程要素

和基地生产要素，着力解决将婚庆机

构的技术服务岗位转换成合适的“学

习性岗位”，以更好地实现课程教学

目标，基本实现校内教学与校外教学

轮岗制。婚庆专业现代学徒制专业教

（1）已修订完成了 2014年婚庆专

业方向“2+1”人才培养方案； 

（2）已经在 2014级婚庆服务与管

理专业（婚礼主持方向）实行了现

代学徒制 “2+1”人才培养模式的

探索与实践； 

（3）已初步建立具有现代学徒制

特色的的婚庆服务与管理专业（婚

礼主持方向）课程体系、课程内容

和评估机制； 

(4)已初步建立现代学徒制人才培

养模式的教学组织和管理模式； 

（5）已建立了比较稳固的协作和

互补的专兼结合的双师结构的师

资教学团队； 

（6）已完成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

模式学术论文 2篇。 

（7）已经成立了婚庆服务与管理

专业（婚礼主持方向）现代学徒制

专业指导委员会，讨论“婚礼主持

专业方向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方

案”并确定合作方式； 

（8）启动了“婚礼主持人名人工

作坊”，邀请婚礼主持名人为学生

举办专题讲座和互动，交流婚礼主

持人工作现状和职业要求、职业标

（1）形成婚庆服务与管理专业现代

学徒制人才培养特色，成为学院“现

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的示范专

业，发挥示范效应，逐步向全院范

围内推广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

和理念； 

（2）形成校企资源共享，招生与招

工相结合育人体制； 

（3）形成现代学徒制育人模式的婚

庆服务与管理专业“2+1”人才培养

方案；建立具有现代学徒制特色的

的婚庆服务与管理专业课程体系、

课程内容和评估机制； 

（4）实行学习场所与工作场所相结

合，生产过程与教学过程相融合，

在岗培养，岗位成才。建立现代学

徒制人才培养模式的教学组织和管

理模式； 

（5）实施校企双导师育人，即校内

导师和校外导师双元育人，建立比

较稳固的协作和互补的专兼结合的

教学团队； 

（6）完成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

学术论文 2篇、校企合作教材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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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标准要求做到工学衔接合理，在教

学管理的方方面面充分体现以他方为

中心和一切为了学生更好地发展的教

育理念。 

    要点 3.依据婚庆专业人才培养

过程中学生发展的共性和个性需求选

择教学组织方式。树立以学生为中心

的服务理念，实行校企共同参与的“柔

性化”的教学管理模式，在三年的培

养过程中，设计不同于过去的课堂与

岗位交替的教学模式，实行每周学生

在机构当学徒学习 1~2 天，在学校学

习 3~4 天的“学生和学徒”的双重身

份和双重教学的培养方式，校企共同

实施课程管理、共同评价课程实施效

果和评估婚庆专业高技能人才培养绩

效，为现代学徒制培养高技能人才提

供管理上的支撑。 

初步设想如下：大一，学生主要在校

内学习专业公共基础课和专业基础

课，专业基础课由校内教师主要承担，

行业教师部分承担；大二，课堂与岗

位交替的教学模式，实行每周学生在

机构当学徒学习 1~2天，在学校学习

3~4天的“学生和学徒”的双重身份

和双重教学；大三，全天候在机构实

准、职业能力，为学生了解行业、

了解婚礼主持人职业奠定基础，并

为学生发展的多样性提供了广阔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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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并由行业“师傅”带领学生实战，

在承接的主持项目中做助理。 

    要点 4.与行业企业一起共同制

定婚庆专业现代学徒制企业师傅标

准。基本标准如下：本科以上学历；

在婚庆行业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是

婚庆公司（团队）核心技术技能成员；

婚礼服务从业经验 5 年以上；具有良

好的教学能力和培训能力；有代表性

的相关作品。 

要点 5.与行业企业一起共同制定

婚庆专业现代学徒制课程标准。应体

现不同阶段的学生在知识与技能、过

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方面

的基本要求，规定各门课程的性质、

目标、内容框架，提出教学建议和评

价建议。具体标准：一是在课程目标

上，应强调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个方面的整合，

要更多地关注高职教育的内涵要求，

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二

是在课程内容的选择和组织上，要注

重体现技能性、、岗位性、实用性和

综合性。力求精选终身学习必备的最

基础的知识和最基本的技能作为课程

主干内容；三是“学习性岗位”的设

http://www.so.com/s?q=%E4%BB%B7%E5%80%BC%E8%A7%82&ie=utf-8&src=wenda_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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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统筹兼顾课程要素和基地生产要

素，着力解决将婚庆服务机构的技术

服务岗位转换成合适的“学习性岗

位”，以更好地实现课程教学目标，

基本实现校内教学与校外教学轮岗

制。四是“学习性工作任务”的设计。

关键是要将婚庆服务工作任务经过教

学设计，转换成学习性工作任务，形

成由简单到复杂的系列学习性工作任

务。 

    要点 6. 与行业企业一起共同确

定选择婚庆专业现代学徒制实习基地

的标准。标准如下：能够提供有技术

含量的岗位；有婚庆行业专业技术人

员愿意担任校外导师；能共同招工（招

生）或能推荐就业；双方达成培养共

识，签订协议，明确三方职责。 

    要点 7.与行业企业一起共同制

定婚庆专业现代学徒制的质量监控标

准。其基本标准如下：学生在公司学

徒期间，企业导师要全程指导、监督，

学校安排校内教师担任督导积极配合

密切关注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学生在

校内学习的课程考核引入行业导师评

价机制，共同对学生做出评价；校外

在岗学习结束后，由校外导师和校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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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导教师共同对学生做出评价，其中

校外导师的评价要占评价总成绩的

70%。 

4.师资队伍（教学团

队、“双导师”制） 

 

  要点 1.建立双导师制的师资队伍，

实行校企双导师育人。制定校企双导

师选拔标准，校企共培互聘建立双导

师团队。企业导师，主要负责培养岗

位操作技能，解决做什么、怎样做，

通过岗位任务训练，采用工作业绩考

核，采取师带徒、岗位训教的教学方

式；学校导师，主要负责讲授基础知

识与原理，回答为什么这样做，创新

方向是什么，采用主持一线的案例进

行教学，采用学生作品考核，采取学

徒业余时间、集体授课的教学方式；

建立企业师傅的选拔、培养和激励制

度；建立双导师评价机制和相关待遇

制度。 

    要点 2.成立婚庆服务与管理专

业现代学徒制专业技术技能指导委员

会。邀请相关专家作为指导委员会的

成员，指导婚庆专业现代学徒制人才

培养方案、课程标准、实训标准、岗

位标准、企业师傅标准、质量监控标

准等规范性文件的制定。 

    要点 3.通过结对子的方式，让校

婚庆服务与管理教研室现有专职

教师 11人。其中博士学历两名，

硕士学历 9名。 

校外师资团队均为婚庆行业领军

企业的负责人或长期从事本行业

的资深人士，共 20人。 

预期目标： 

建立比较稳固的协作和互补的专兼

结合的教学团队。 

建立双元育人的体制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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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专兼教师互相帮扶、取长补短。

使专兼教师在专业建设、技术研发、

科研合作、课程实施等方面实现共同

提高，促进专兼教师协同工作，整体

提升专业教学团队的水平，实现团队

目标的集聚效应，使团队效能最大化。 

5.管理制度（建立健

全教学管理、考核评

鉴与督查制度） 

 

    要点 1.实行校企共同参与的“柔

性化”的教学管理模式。校企共同实

施课程管理、共同评价课程实施效果

和评估高技能人才培养绩效。 

    要点 2.实施过程性考核。按照培

养方案的设计，结合“工”与“学”

特定的课程教学目标，定期对学生的

课业学习状况进行考核，适时进行反

馈、沟通，保证学习过程的质量得到

有效的控制； 

    要点 3.针对婚庆服务行业的岗

位建立评价标准。并通过学生自我评

价、相互评价、企业评价和社会评价

相结合，建立以能力为核心，学院与

行业企业共同参与的学生评价模式，

引导学生全面发展。 

    要点 4.采用“双轨制”督查方式。

企业导师主要通过工作业绩督查学生

专业知识技能的综合运用能力，学校

督导教师主要通过学生作品、学生社

1、摩卡、花海阁、伊缘圆等多家

婚庆公司等知名婚礼策划公司已

经参与到课程评价体系的构建和

实际教学工作的开展中； 

2、上海、河北等多家婚庆协会的

相关负责人通过多次来访学院，参

加学生毕业设计婚礼秀等教育教

学活动参与到人才培养绩效的考

核中； 

3、摩卡、花海阁、伊缘圆等多家

婚庆公司通过前期提供兼职锻炼

机会，后期接收学生实习等方式参

与到学生培养的指导和督查工作

中。 

1、探索一套系统完善、可操作性强

的校企协同育人教学管理模式； 

2、建立一套工学结合、及时有效的

过程式考核方案； 

3、构建一个学生自我评价、相互评

价、企业评价和社会评价相结合的

评价体系； 

4、形成一个企业导师与学校导师双

轨并行的督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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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服务成果督查学生的专业知识技能

掌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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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试点项目实施步骤与责任主体 

（一）现代殡仪技术与管理专业 

具体实施步骤 责任主体 

2015 年 9月至 2016年 8月：前期准备 ① 设计方案、寻找合作伙伴形成分工，并签署合作协议。明确校

企双方职责、分工，协同完成学徒培养管理机制。 

② 完成在2014学生中遴选与2015年参加高考学生中单独自主招

生招工工作。 

2016 年 9月至 2017年 8月：组织实施 ① 完成与现代学徒制相适应的教学管理制度。 

② 研究制订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岗位标准、企业师傅标准、

人才培养质量监控标准等。 

2017 年 9月至 2018年 8月：总结验收 验证与完善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岗位标准、企业师傅标准、

人才培养质量监控标准，完成人才质量报告与项目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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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 

具体实施步骤 责任主体 

2015 年 9月至 2016年 8月： 

1.开展养老人才培养的综合改革现状调研，形成实施文件。 

2.寻找合作伙伴形成分工，并签署合作协议。 

3.设计综合改革方案。包括理念、思路、途径与方法等。 

4.2015年参加高考学生中，实行现代学徒制下学校和合作企业（2

个）单独自主招生招工工作。 

5.在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先行试行综合改

革。 

6.撰写项目初期研究报告，并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发表相关研

究论文。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 

山东颐合华龄养老咨询有限公司 

河北仁爱养老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绿康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 9月至 2017年 8月： 

1.在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先行试点的基础上，进一步修改完善

综合改革方案。 

2.建立保障机制，包括管理体制、成效评价、管理办法等。 

3.2016年参加高考学生中，实行现代学徒制下学校和合作企业（50

个）单独自主招生招工工作。 

4.撰写项目中期研究报告，发表研究论文。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浙江绿康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山东

颐合华龄养老咨询有限公司、河北仁爱养老集团有限公司、万

科·幸福家社区养老中心、北京金隅养老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等五十家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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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9月至 2018年 8月： 

1.在行业有条件的职业院校养老服务与管理专业推广实施跨专业综

合教学改革。 

2.项目首批养老服务与管理专业毕业生就业，完成人才质量报告与项

目结项报告。 

3.撰写项目最终研究报告，发表研究论文。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行业内具备养老服务与管理专业要求的

职业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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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婚庆服务与管理专业 

具体实施步骤 责任主体 

2015 年 9月至 2016年 8月： 

1.对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以及对婚庆服务类人才需求情况进行

客观、充分调研。 

2.对婚庆专业的校企合作平台的建立、学习载体的重建、教学组织和

管理模式的变革、教学团队的目标聚集以及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取向等

方面进行分析、讨论。 

3.预测并明确婚庆专业在计划实施现代学徒制中的问题，写出项目总

体实施方案的规划、设计，并召开论证会论证。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民政管理系婚庆服务与管理教研室 

2016 年 9月至 2017年 8月： 

1.根据总体实施方案，提出详细、具体、合理的解决和实施计划，进

行项目组织，分配人员的项目任务，建立管理制度和后勤准备，并召

开项目管理制度落实确认会。 

2.培养企业导师和双师型师资，确定合作办学企业。 

3.确定婚庆服务与管理专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方案，开发设计基本

素质课程、基本职业技能课程，构建课程评估机制，构建教学组织和

管理模式等。制定相关教学标准，包括：岗位标准、专业教学标准、

企业师傅标准、课程标准、实训基地标准、质量监控标准等。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民政管理系婚庆服务与管理教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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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9月至 2018年 8月： 

1.现代学徒制的具体实践和运用，学院与企业互动培养教育，学生到

企业教育培训，探索专业理论学习与企业实践培训的融合。实现学徒

结束即上岗，达到学生与员工身份的顺利转换。 

2.对现代学徒制婚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实施情况进行跟踪、测评，

对人才培养体系实施情况提交评价报告。对项目总体进行总结，提交

最终成果。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民政管理系婚庆服务与管理教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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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试点项目保障措施 

保障措施（包括支持政策、经费投入、师资队伍建设、实训基地建设等，

可附有关文件） 

1.支持政策 

民政部高度重视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全国民政行指委支持殡葬专业指导

委员会、老年专业指导委员会和婚庆专业积极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 

完善行业政策支持； 积极向民政部争取，部本级民政部门的经费向人才

培养方面的投入力度，同时推动设有参与试点的民政院校所在省、直辖市的民

政厅、局加大财政投入，引导相关企业、事业等用人单位加入到现代学徒制中

来；对没有参与试点民政院校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政厅局，应根据民政人

才中长期发展规划、关于加强民政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加强统计，提前

谋划，对本辖区涉及试点专业的人才需求进行归拢统计，如果单个用人单位不

具备订单培养的条件，鼓励通过省级协会组织与中民民政职业能力建设中心签

订相关订单培养协议，并明确相关的职责、权益。 

政行校企相互协调保障措施。政，即政府，以政府的政策为依据，即教育

部的《关于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意见》为指导，获得政府政策的大力支

持；行，即行业协会，获得行业协会的大力支持；校，即学院，教育与培训相

融合；企，即相关企业，校企职教资源相整合。明确学生的工作津贴、保险等

保障权益；按照学生在工作中逐渐参加职业活动承担任务的重要性、任务的数

量和质量逐步提升，通过“合法的边缘参与”逐渐进入到“职业共同体”中，

随着承担责任的不断增加，建立工作津贴等激励机制和保险等基础保障机制。 

2.经费投入保障措施 

项目实施的经费投入实行校企共同投入的机制。大体按照学校不低于 50%，

企业不超过 50%的成本进行分担。具体可根据不同专业的特征和人才市场的供

求情况确定。 

学校方面，项目参与主要院校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批准立项了一批专业

建设提升工程项目，其中包含该项目中的现代殡仪技术与管理专业现代学徒制

项目、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现代学徒制项目、婚庆服务与管理专业现代学徒制

项目，每专业支持资金 15万元，共计 45万元。此外，该学院将在教学点建设、

师资团队建设、校外导师课酬费用、实训室建设、实训基地建设、学生实习、

学生就业等方面将再给予必要经费支持，并形成常态化。 

企业方面，合作企业承担学徒工作补贴、部分师资补贴等合作中所必需的

支出。目前与本项目参与人吉林市伯亨房屋拆除工程有限公司吴清波先生签署

了校企合作协议，每年不少于 20 万资金支持；与该项目合作伙伴福寿园国际

集团、天津天裕殡仪服务公司、秦皇岛殡仪用品有限公司达成现代学徒制协议，

每一个合作单位为学徒制的学生提供奖学金、学习津贴与学徒津贴等三年综合

约（以实际人数确定）48万。三个单位近 150 万元。与浙江绿康医院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河北仁爱养老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山东颐和华龄养老咨询服务有限

公司签署了《“浙江绿康”奖金捐助协议》、《“河北仁爱”奖金捐助协议》、

《“山东颐和华龄”奖金捐助协议》，并为学徒制的学生提供奖助学金等 5年

综合约（以实际人数确定）130万。 

经费预算分配方面。一是财政投入学校的专项经费足额用于现代学徒制工

作，并争取行业资源进行配套；二是根据各专业、专指委与相关用人单位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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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培养时签订的协议，做好资金筹措和使用工作；三是进一步扩大资金渠道，

除政府通过学校投入和企业投入外，根据不同专业特点，引入慈善组织的资源，

支持现代学徒制发展。 

3.师资队伍建设保障措施 

（1）实行双导师制机制 

实行校企双导师制，校企共培互聘建立双导师团队。企业导师，主要负责

培养岗位操作技能，解决做什么、怎样做，通过岗位任务训练，采用工作业绩

考核，采取师带徒、岗位训教的教学方式。学校导师，主要负责讲授基础知识

与原理，回答为什么这样做，创新方向是什么，采用案例进行教学，采用学生

作品考核，采取学徒业余时间、集体授课的教学方式。 

（2）师资队伍 

各试点专业主要参与学院拥有教授、副教授、博士后研究生的高素质教师

队伍，还是一支双师型的教师队伍。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的教师比例为 95%。

项目实施的合作单位具有经验丰富、技术高超的一线技术能手，具备担任师傅

的能力和水平。如福寿园集团的墓园经营培训班已有 20 多年的历史，成为我

国殡葬业内培训的精品项目。双方师资团队可以实现有效的互补和融合。 

4.校外实训基地建设 

截至 2015 年，仅仅就主要参与院校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举例。该学院

的殡仪系与全国 50 余个实习基地建立了长期的校企合作关系；老年福祉学院

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的校外实训基地达 32个，遍布全国近 20个省市；民政管

理系婚庆服务与管理专业已经与全国 23 个省市婚庆协会建立了合作关系，和

全国 80多家婚庆公司建立了实习基地。本项目合作单位具备良好的设施设备、

人力条件，足以能配合现代学徒制的教学、实训、实习的需求。 

5.标准保障 

（1）工作标准 

进一步发挥中民民政职业能力建设中心在行业职业标准制定中的牵头作

用，进一步充实理事会和专家委员会，分职业、分类别按专业分别建立专家委

员会，召开“实践专家讨论会”，进一步细化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岗位

标准、企业师傅标准、质量监控标准及相应实施方案，发挥中民民政职业能力

建设中心作为“民政部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和“全国民政职业教育教学指

导委员会”的双重职能，并探索民政行业相关职业的“课证合一” 试点工作，

服务企业和学校优化人才培养机构、提升就业能力。 

（2）考核评价标准 

以中民民政职业能力建设中心为行业实体，进一步做强做大理事会，发挥

“民政部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 对行业用人单位的职业指导职能和“全国

民政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对院校人才培养的指导职能，进一步细化校企

双导师制；结合职业资格情况、专业学历情况、从业经验情况、工作业绩情况

等建立企业师傅的选拔、培养和激励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分职业、分类别

的双导师的评价机制和相关待遇，以学生考取职业资格证书和学业成绩作为短

期指标，学生就业质量的持续观察作为双导师评价的长效考察指标，建立按劳

动量取酬的短期待遇和以 3-5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学生就业质量、职业成长发展

状况的指导质量的长期待遇机制。 

6.组织保障 



 第 38 页 共 101 页 

为建立健全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办学机制，民政部组织建立

全国民政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以下简称民政行职委）。在行职委领导下，

目前已设有现代殡葬技术与管理专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养老服务与管理专

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专指委）。行职委与各专指委发挥行业指导

作用的同时为行、企、校一体办学搭建有效沟通平台。完善试点领导小组职责：

试点领导小组主要负责牵头制定民政行业学徒制管理办法，明确各方职责；做

好行业内企业和院校统筹，健全定期会议机制，落实企业、行业和学校责任，

推动相关政府部门出台政策措施。要积极向民政部门汇报，争取试点工作的扶

持政策；向教育部门争取扩大试点院校的招生自主权；建立符合民政特点的专

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岗位标准、企业师傅标准、质量监控标准的统一格式。

各专业指导委员会在行指委和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具体负责与相关院

校和企业的对接；牵头签订学徒制培养合同；组织制定各专业的实践专家讨论

会，具体制定本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岗位标准、企业师傅标准、质量监

控标准；建立本专业学徒制的日常监管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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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预期效果与应用推广 

成果形成 

1.2015 年招生即招工的学生毕业并在合作伙伴企业就业。  

2.开发现代殡葬技术与管理专业、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和婚庆服务与管理专

业现代学徒制的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岗位标准、企业师傅标准、人才培养

质量监控标准等。 

3.建设校企互聘共用的师资队伍。校企互聘用人制度化，明确责任和待遇。 

预期效果 

1.构建完善的校企合作平台 

现代学徒制推动校企深度合作，构建更加科学的校企合作平台。首先，学徒

作为企业员工或准员工，企业的特点决定了其对学徒的培养必会尽心尽力。其次，

学徒学习过程中，可以较快提高对企业的认知，包括实操技能、企业文化、经营

理念等。再次，学徒实习内容就是各职业工种，学生在学校学习相关专业理论知

识和技能之后做学徒，更能学以致用，融会贯通。  

2.课程体系的“倒金字塔”结构 

由于教学空间延伸由校内到校外，参与主体愈发多元化，学徒过程中获得的

反馈信息可作为课程标准、教学计划、教学内容修改的可靠依据，课程体系逐步

设计成“基础课程+专业课程+学徒项目课程”的“倒金字塔”结构，由此推及的

教学和培训的运作环节，将会更好地体现了学校和企业在人才培养方面的深度融

合。 

3.国家职业资格的认证和推广 

教育部《关于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意见》指出，现代学徒制有利于毕

业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对接。通过现代学徒制的建立，扩大现代殡仪技术与管理

专业对应的 6个工种（殡仪服务员、墓地管理员、遗体整容师、遗体防腐师、遗

体火化师、遗体接运工），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对应的养老护理员职业资格证的

推广；婚庆服务与管理专业结合北京实际，以婚礼影像方向为试点，考取国家职

业资格（高级摄影师）。以婚礼主持方向为试点，考取国家职业资格（礼仪主持

人三级）或全国播音员主持人资格证。 

4.科研成果的积累和品牌影响力的形成 

在民政行业迅速发展的同时，民政相关领域的教育教学研究较为滞后，现代

学徒制的践行，有利于科研成果的有效积累，为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

人文社科项目提供依据和支撑，开创民政专业科研创新的新天地。 

5.健康价值取向的形成和对口就业率的提升 

学徒“就地就业”后对工作单位有感情，有较强的专业兴趣和职业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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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单位也会相应给予他们较高的劳动报酬，他们的工资待遇明显高于同期毕业

生，达到学校、家长、公司共同满意的效果。 

应用范围 

1. 民政行业特别是殡葬专业、老年专业和婚庆专业的高职教育。 

2. 民政行业特别是殡葬、老年和婚庆行业的相关企业。 

受益面 

1.全国举办殡葬、老年、婚庆高职教育的院校。 

2.参加现代学徒制学习的学生与家庭。     

3.与学校合作培养人才的殡葬、老年和婚庆行业的相关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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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申报书依据现代学徒制试点申报书如实填写。 

2．所在行业请依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

—2011）填写。 

3．请用四号宋体填写，行间距为 20 磅。 

4．请用 A4 纸双面打印，每份申请表单独装订,不另单

做封皮和装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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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现代殡仪技术与管理专业现代学徒制实践探索 

起止年月 2016 年-2018年 

项

目 

单 

位 

单位名称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生命文化学院 

通讯地址 
北京东三河燕郊经济开发区燕灵路 2

号 
电子邮箱 mzxyssr@sina.com 

联系电话 010-61595404 邮政编码 101601 

项

目

负

责

人 

姓名 孙树仁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57.5 

专业技术职务/行政职务 

教授/生命文化学院

院长兼中国殡葬协会

秘书长 

最终学历/学位 本科 

联系电话 010-61595404 电子邮箱 mzxyssr@sina.com 

试

点

领

导

小

组

成

员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职称 工作单位 职责 

邹文开 男 1965.03 教授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 
政策、经费的协

调 

赵红岗 男 1970.03 教授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 

校企双方职责、

分工，协同育人

的制度 

杨宝祥 男 1967.10 教授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 殡葬专业群建设 

屠其雷 男 1980.09 讲师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 
校企师资管理及

教学考核 

周世强 男 1981.11 讲师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 
学生素质养成管

理与制度 

冯翠平 女 1982.4 助教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 

教学管理、师资

建设、考核机制、

教材编制 

张丽丽 女 1979.3 讲师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 
殡仪技术人才培

养 

翟媛媛 女 1980.5 讲师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 
墓地园林人才培

养 

亓  娜 女 1983.10 讲师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 
殡仪服务人才培

养 

卢  军 男 1971.12 副教授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教学标准课程标

准 

魏加登 男 1972.08 副教授 
重庆市城市管理职业学

院 
企业实习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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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秀琴 女 1968.05 副教授 武汉市民政职业学院 
人才培养质量监

控标准 

林福同 男 1960.07 
高级讲

师 
福建省民政学校 企业师傅标准 

孙智勇 男 1964.07 总经理 
秦皇岛市海涛殡葬用品

有限公司 

“海涛班”试点

领导工作 

齐晨辉 女 1979．06 总经理 
天津市华明天裕殡仪服

务中心 

“天裕班”试点

领导工作 

王劲松 男 1967.08 总经理 龙凤园 
“龙凤园班”试

点领导工作 

余  廷 男 1960.11 

遗体防

腐整容

大师 

无锡殡仪馆 
遗体防腐整容实

训 

刘  凯 男 1964.10 
遗体火

化大师 
河南殡仪馆 遗体火化实训 

齐卫东 男 1969.07 
殡仪服

务大师 
山东博兴殡仪馆 殡仪服务实训 

备注：民政行指委殡葬专指委牵头细化人才培养成本分担机制，试点企业通过设立现代

学徒制奖学奖教金的方式每年共投入经费 30万元，学校在现代学徒制探索研究中（以专

业提升工程、优质校建设等项目支持方式）每年投入 15 万元，同时对实践过程投入经费

（包括实习、讲座、竞赛）每年约 35 万元，三年现代学徒制项目探索共筹资约 240 万元。

依此统计，校企双方在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成本上分担比例为 5:3，相当于学院投入

62.5%，企业投入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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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工作基础 

1. 支持政策 

民政部高度重视现代殡仪技术与管理专业建设，2015年 12月将殡仪系更名

为生命文化学院。殡葬专业作为教育部首批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全国民政行指

委做出决定,支持殡葬专业指导委员会积极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加强骨干专

业建设。 

2.已制定相关人才培养制度和标准 

（1）已修订完成了 2014 年现代殡仪技术与管理专业方向“2+1”人才培养

方案； 

（2）已经在 2014 级现代殡仪服务与管理专业实行了现代学徒制 “2+1”人

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3）已初步建立具有现代学徒制特色的的现代殡仪技术与管理专业课程体

系、课程内容和评估机制； 

（4）已初步建立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的教学组织和管理模式； 

（5）已建立了比较稳固的协作和互补的专兼结合的双师结构的师资教学团

队； 

（6）已开展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相关研究和论文。 

3. 经费投入 

学院与企业合作伙伴秦皇岛殡仪用品有限公司、天津天裕殡仪服务公司、贵

州龙凤园等企业达成现代学徒制协议，合作单位为学徒制的学生提供奖学金、学

习津贴与学徒津贴等三年综合约（以实际人数确定）90万。 

4. 师资队伍建设 

    生命文化学院师资是一支拥有教授、副教授、博士后研究生的高素质教

师队伍，还是一支双师型的教师队伍。项目负责人孙树仁教授是北京名师、殡葬

行业殡仪服务技师，这是我国目前殡仪服务职业最高的技术等级。生命文化学院

2014年获得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5. 实训基地建设 

长期的校企合作，生命文化学院在全国建立了 50 余个实习基地，足以能配

合现代学徒制的实习实训的需求，支撑现代殡仪技术与管理专业建设。 

6. 科研基础 

（1）学院批准立项专业建设提升工程项目，其中包含该项目负责人孙树仁

教授主持的现代殡仪技术与管理专业现代学徒制项目。 

   （2）学院科研处批准立项了该项目负责人孙树仁教授主持的现代殡仪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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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与管理专业现代学徒制项目理论研究课题，并于 2016年 6月顺利结项。 

 （3）教育部行业指导职业院校专业改革与实践立项项目该项目负责人孙树

仁教授主持（职业院校现代殡仪技术与管理专业顶岗实习标准）2014DGSX034 结

项并获优秀。 

明确了学徒的企业员工和职业院校学生双重身份，明确了学生的工作津贴、

保险等保障权益。 

（1）通过现代学徒制研究探索，民政部要求殡葬专业学生按照生命导师制

指导，大一为入职生阶段，大二为专职生阶段、大三为准职生阶段，结合大一认

知实习、大二清明平行实习、大三顶岗实习使校企师生明确了学徒的企业员工和

职业院校学生双重身份； 

（2）明确了大一入职生阶段每月餐补 60 元作为津贴，大二专职生阶段清明

实习津贴为 1000-2000 元，大三准职生阶段实习津贴为每月 2500 元。学生在校

期间和在企业实习阶段由学校分别统一购买意外保险，由校企双方指导老师共同

保障实习任务的完成和实习期间的环境安全。 

 

 

 

 

表格不够，可自行拓展加页。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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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项目主要目标和总体规划 

1.项目主要目标 

通过研究现代殡仪技术与管理专业设置，实施现代学徒制探索，促进教学改

革的不断深化，建立起一套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相匹配的、产教深层次融合的殡

葬专业现代学徒制教育教学体制及其运转机制。达到以骨干专业带动学院发展，

适应教学改革的要求也满足企业需要培养出“好使顶用”的人才的要求。在专业

师资、专业设施、专业人才培养等方面形成具有代表性和示范性的专业建设体系。 

2.项目总体规划 

（1）校企合作平台的建立。现代学徒制是对传统学徒制和学校教育制度的

重新组合，其主要特征是学生和学徒身份相互交替。表现为：一是招工即招生，

首先解决学生的员工身份问题，从殡葬服务机构招工入手，将招工与招生对接，

与各殡葬服务机构联合招生，联合培养，而且机构培养的是自己 “员工”，其

责任感能真正被激发。二是校企共同负责培养，共同制订培养方案，共同实施人

才培养，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各专所长，分工合作，从而共同完成对学生（员

工）的培养，这样学生会自觉地期待成为某个机构的员工，机构则为有志于加盟

的学生提供作为员工应有的待遇和保障。 

（2）改革教学组织和管理模式。现行学校教学组织模式和管理体制严重阻

碍了工学交替。企业生产任务的不确定性和学校教学任务连续性之间的矛盾，是

高职院校在教学组织实施中面临的普遍问题。由于教学空间的延伸———校内到

校外，参与主体的多元———学校、行业和企业，在教学管理运行中，要求做到

工学衔接合理，以学校为主和以课堂为中心的传统教学组织形式已经无法适应这

种要求，必须改革现行教学组织模式和管理体制，在教学管理的方方面面充分体

现以企业方为中心和一切为了学生更好地发展的教育理念。 

具体来讲，就是要依据现代殡葬技术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学生发展的

共性和个性需求选择教学组织方式，树立以他方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实行校企共

同参与的“柔性化”的教学管理模式，在三年的培养过程中，设计不同于过去的

课堂与岗位交替的教学模式，比如：实行学生在企业当学徒学习 1周，再回到学

校学习 1周的“学生和学徒”的双重身份和双重教学，校企共同实施课程管理、

共同评价课程实施效果和评估高技能人才培养绩效，为现代学徒制培养高技能人

才提供管理上的支撑。 

（3）重构课程体系、优化课程内容。现代学徒制培养的是高技能殡葬服务

专业人才，课程进校外“基地”和“基地”兼职教师承担课程教学要成为一种常

态的教学安排。在课程体系上充分体现高职教育的“高等性”和“职业性”，依

据现代学徒制的特征和高技能人才培养各环节的特殊要求，制订现代殡葬技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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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课程体系和确定课程标准。以人才培养方案为逻辑

起点，针对现代殡葬技术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各环节之间的逻辑关系，以学生的

认知规律和职业成长规律，形成融合学生人文素养、专业知识、职业技能、职业

态度和职业素养的培养体系，其中包含通过校内实训、校外实训和顶岗实习递进

式的系统的专业实践教学体系。 

3.具体思路 

   （1）2016年，制定相关规范性文件，遴选合作企业，校企联合开发人才

培养方案，深化生命文化课程体系，目前殡葬专指委承担的职业院校现代殡仪技

术与管理专业顶岗实习标准（2014DGSX034）已制定完成，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公

布首批《职业院校专业（类）顶岗实习标准》目录的通知【教职成厅函（2016）

29号】已发布； 

   （2）2017 年，现代学徒制体系、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岗位标准、企

业师傅标准、质量监控标准及相应实施方案初步建立； 

   （3）2018 年，现代学徒制体系、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岗位标准、企

业师傅标准、质量监控标准及相应实施方案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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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具体措施（配套政策） 

 

1.校企合作 

由殡葬专指委遴选企业，与所属院校签订现代学徒制校企合作协议。 

2.专业课程体系 

深化生命文化课程体系建设，加强在校学习与三阶段实习（认知实习、清

明平行实习、顶岗实习）双导师沟通机制和课程模块化。 

3.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校企联合设计共同开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通过调研确定人才培养规格和专

业培养目标，制订专业培养方案，重构课程体系和确定课程标准，遵循学生的认

知规律及职业成长规律，真正形成融合学生人文素养、专业知识、职业技能、职

业态度和职业素养的培养体系，其中包含通过校内实训、校外实训和顶岗实习递

进式的系统的专业实践教学体系。三个学年逐年层次递进的教育设计：大一的遍

历入职与基础理论教育、大二的双导师制教学管理、大三的双身份教学管理，三

年学制的中（高）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毕业学历证书的人才培养方案。 

4.专业师资建设 

“四有好教师”的双导师师资队伍建设，按照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

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教师的要求，加强师资培养。一方面是学院专任

专业教师提升其双师素质，符合“工”与“学”交替的现代学徒制需要，具备扎

实的学科专业知识，熟悉专业所对应的主要职业领域的工作过程知识，具备本专

业领域内较强的职业实践能力。另一方面是企业兼职教师（现代学徒制中“师傅”

这一角色的主体），要提高职业教育教学理念的学习和教育教学方法及综合执教

能力，具备先进的职业教育教学理念，掌握先进的教育教学方法，努力提高兼职

教师的执教能力。双方师资选拔由民政行指委殡葬专指委年初会议决定，选拔中

级以上职称或中级以上职业技能行业师傅为现代学徒制导师，评选双导师团队

中的前 30%入选者设立先锋队，由先锋队成员优先承担企业职工执业职格考评、

现代学徒制讲座，并可获评现代学徒制年度优秀导师，民政行指委给予表彰和

一次性奖教金奖励。逐步探索细化双导师的评价机制和相关待遇，使之与现行

的人事考核制度相契合。 

5.专业考核评价制度 

大一的理论教学的考试与考查方法的创新；大二进行探索双导师的考核制

度；大三建立由师傅进行考核的方法与制度。 

6.落实好双主体、双导师、双身份、双合同 

从招生到学生毕业全过程的学院与行业双主体；落实学校教师与企业师傅的

双导师教学；落实学校学生与企业学徒员工双重身份，既作为学徒制员工享受工

资待遇，同时保有学校学生身份；签订好学生与企业的劳动就业合同，学校与企

业双主体育人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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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项目进度安排 

2016 年 

1．对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以及对殡葬行业人才需求情况进行客观、

充分调研。制定相关规范性文件，设计方案； 

2．遴选合作企业，签署合作协议，明确校企双方职责、分工。 

对现代殡葬技术与管理专业的校企合作平台的建立、学习载体的重建、教学

组织和管理模式的变革、教学团队的目标聚集以及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取向等方面

进行分析、讨论。 

3．预测并明确殡葬专业在计划实施现代学徒制中的问题，写出项目总体实

施方案的规划、设计，并召开论证会论证。 

4.校企联合开发人才培养方案，深化生命文化课程体系； 

5.在 2016学生中遴选企业试点班的招生工作。 

2017 年 

1.根据总体实施方案，提出详细、具体、合理的解决和实施计划，进行项目

组织，分配人员的项目任务，建立管理制度和后勤准备，并召开项目管理制度落

实确认会； 

2.国内外调研，结合实际研究制订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岗位标准、企

业师傅标准、人才培养质量监控标准及与现代学徒制相适应的教学管理制度，现

代学徒制体系、产教集团初步建立； 

3.培养企业导师和双师型师资，确定合作办学企业。 

4.根据实际教学需要编订生命文化系列教材，继续深化生命文化课程体系改

革，5.建立教学实训信息化平台，利用互联网+、微课、慕课校企资源共享，提

高现代学徒制的信息化水平。 

2018 年 

1.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岗位标准、企业师傅标准、人才培养质量监控

标准及与现代学徒制相适应的教学管理制度，现代学徒制体系、产教集团确立； 

2.生命文化系列教材出版应用并修订，继续深化生命文化课程体系改革， 

3.应用调试教学实训信息化平台，专业微课、慕课校企资源共享，继续提高

殡葬专业现代学徒制建设信息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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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行业牵头制订学徒制管理办法，明确各方职责 

 

 

1.成果管理 

（1）2016年完成 60名试点班级学生毕业并在现代学徒制试点企业就业。 

（2）开发殡葬专业现代学徒制的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岗位标准、企

业师傅标准、人才培养质量监控标准等。 

（3）国家职业资格的认证和推广 

教育部《关于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意见》指出，现代学徒制有利于

毕业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对接，结合行业实际，考取职业技能鉴定国家职业资

格证。 

（4）构建完善的校企合作平台 

现代学徒制推动校企深度合作，构建更加科学的校企合作平台。首先，学

徒作为企业员工或准员工，殡葬服务机构的特点决定了其对学徒的培养必会尽

心尽力。其次，学徒学习过程中，可以较快提高对企业的认知，包括实操技能、

企业文化、经营理念等。再次，学徒实习内容就是殡葬服务机构的各职业工种，

学生在学校学习相关专业理论知识和技能之后做学徒，更能学以致用，融会贯

通。  

2.推广范围 

（1）民政行指委所属的各专指委 

（2）民政行指委殡葬专指委所属举办殡葬专业的四所高职院校，二所中专

学校。 

3.应用范围 

（1）殡葬专业高职教育 

（2）殡葬服务业、墓园、殡葬设备和用品生产制造的公司。 

4.受益面 

（1）全国举办殡葬高职教育的院校 

（2）参加现代学徒制学习的学生与家庭 

（3）与学校合作培养人才的殡葬服务业、墓园、殡葬设备和用品生产制造

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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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完善行业政策支持 

1. 支持政策 

民政部高度重视现代殡仪技术与管理专业建设，殡葬专业为教育部首批现

代学徒制试点专业,全国民政行指委做出决定,支持殡葬专业指导委员会积极开

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加强骨干专业建设，加强殡葬专指委平台建设，要求现

代学徒制专家指导小组开展制度化阶段评估、做好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每季度

的培训研讨。 

2. 实训基地建设 

    在民政部的指导下，通过长期的校企合作，殡葬专指委在全国建立了上百

个实习基地，足以能配合现代学徒制的实习实训的需求，支撑现代殡仪技术与

管理专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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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建设预算 

                                                单位：万元 

 

项

目

支

出

明

细

预

算 

支出明细项目 金 额 

合    计 240 

⒈ 师资建设 

（1） 8－10 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赴国外和港台

地区培训 26万； 

（2） 10 名专任教师进行国内培训进行专业能力

提升 16 万； 

（3） 发表论文、参加学术研讨会等 8万。 

50 

⒉ 人才培养方案完善 

（1） 岗位需求调研费：赴广州、深圳、上海、江

苏、北京、甘肃、吉林、山东等地区调研社

工岗位需求情况 30 万； 

（2） 专业建设调整研讨会 10 万； 

（3）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完善与实施等 20万。 

60 

⒊ 教学改革与课程建设 

（1） 教学方法改革，打造 3—5门精品课程 20万； 

（2） 专业核心课程 1－2教材开发 12万； 

（3） 教学改革成果出版 6 万； 

（4） 课程与教学资源建设等 2万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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⒋ 实践教学体系完善 

（1） 实训实习条件改善 4 万； 

（2） 实习督导费  14万； 

（3） 教师挂职锻炼等 10万 

28 

⒌ 服务社会，校企（社）合作 

（1） 机构管理费 20万 

（2） 开展项目经费 22万。 

42 

6.设备购置 

（1） 教学用摄像照相设备 4 万； 

（2） 实习督导老师电脑购置费 12 万； 

（3） 教学科研相关设备（录音笔、移动硬盘等） 4

万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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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申报书依据现代学徒制试点申报书如实填写。 

2．所在行业请依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

—2011）填写。 

3．请用四号宋体填写，行间距为 20 磅。 

4．请用 A4 纸双面打印，每份申请表单独装订,不另单

做封皮和装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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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试点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婚庆服务与管理专业现代学徒制实践探索 

试点起止年月 2015年 09 月-2017年 08月 

申 

报 

单 

位 

单位名称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 

通讯地址 北京东燕郊开发区燕灵路 2号 电子邮箱 1147110685@qq.com 

联系电话 010-61595441  13671015783 邮政编码 101601 

主

要

参 

与 

学 

校

与 

企 

业 

单位名称 

试 

点 

专 

业 

专业名称 拟招生数 学制 

北京花海阁婚礼策划公司 
婚庆服务

与管理 
200 3年 

北京摩卡婚礼策划公司    

北京伊缘圆婚庆文化礼仪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婚庆协会    

河北婚庆协会    

项

目

负

责

人 

姓名 王晓玫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61 年 09月 

专业技术职务/行政职务 教授 最终学历/学位 研究生/学士 

联系电话 13671015783 电子邮箱 1147110685@qq.com 

项

目

组

主

要

成

员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职称 工作单位 分工 

崔杰 男 1981年 1月 讲师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 

校内教学/校外辅助

教学/人才培养方案

修订/课程建设 

章林 女 1977.5 副教授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 

校内教学/校外辅助

教学/人才培养方案

修订/课程建设 

赵天 男 1981.8.29 助教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 

校内教学/校外辅助

教学/人才培养方案

修订/课程建设 

李倩一 女 1985年 9月 讲师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 

校内教学/校外辅助

教学/人才培养方案

修订/课程建设 

万俊杰 男 1977.3 讲师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 

校内教学/校外辅助

教学/人才培养方案

修订/课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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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楠 女 1979年 10月 讲师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 

校内教学/校外辅助

教学/人才培养方案

修订/课程建设 

赵莲 女 1985年 9月 讲师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 

校内教学/校外辅助

教学/人才培养方案

修订/课程建设 

海风 男 1978 年 08月 总经理 北京花海阁婚礼策划公司 

人才培养方案修订/

校内讲座/校外教学

管理/课程建设 

王博 男 1981 年 03月 总经理 北京摩卡婚礼策划公司 

人才培养方案修订/

校内讲座/校外教学

管理/课程建设 

梧桐 男 1979年 10月 总经理 
北京伊圆缘婚礼策划公

司 

人才培养方案修订/

校内讲座/校外教学

管理/课程建设 

潘旺众 男 1968年 0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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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试点项目总体建设目标与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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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建设目标与思路 

1、建设目标  

本项目的目标在于通过对婚庆专业现代学徒制教育理念、教学模式、教学方

法的分析和研究，探索出适用于我国教育环境和背景的、基于现代学徒制的婚庆

专业人才培养模式。通过职业教育思想的确立、教学理念的变革、课程体系的重

构、教学模式的变化、校内外基地功能的拓展、教学团队的结构优化、多元评价

体系的完善、学生专业能力和职业能力的协同发展， 进一步丰富高职教育的内

涵，有效地实现高职婚庆专业教育的实践性、职业性和开放性。 

2、建设思路 

实施目标主要由五个相互联系、相互支撑的子目标构成，也是具体要解决的

问题，分别是：校企合作平台的建立、学习载体的重建、教学组织和管理模式的

变革、教学团队的目标聚集以及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取向。 

（1）学生、学校、企业的校企合作平台的建立。现代学徒制是对传统学徒

制和学校教育制度的重新组合，其主要特征是学生和学徒身份相互交替。表现为：

一是招工即招生，首先解决学生的员工身份问题，从婚庆企业招工入手，将招工

与招生对接，与各大婚庆公司联合招生，联合培养，而且机构培养的是自己 “员

工”，其责任感能真正被激发。二是校企共同负责培养，共同制订培养方案，共

同实施人才培养，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各专所长，分工合作，从而共同完成对

学生（员工）的培养，这样学生会自觉地期待成为某个机构的员工，机构则为有

志于加盟的学生提供作为员工应有的待遇和保障。 

（2）课程体系的重构、课程内容的重整和学习载体的重建。学生和学徒身份

的相互交替，学习空间校企贯通，不仅需要校企共同育人的机制保障，还需要对

学生的学习载体---课程内容进行重建。现代学徒制培养的是高技能婚礼服务专

业人才，课程由校内教师和校外“基地”兼职教师承担课程教学要成为一种常态

的教学安排。在课程体系上充分体现高职教育的“高等性”和“职业性”，依据

现代学徒制的特征和高技能人才培养各环节的特殊要求，制订婚庆服务与管理专

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课程体系和确定课程标准。以婚庆服务与管理专业人才培

养方案为逻辑起点，针对婚庆服务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各环节之间的逻辑关系，

以学生的认知规律和职业成长规律，形成融合学生人文素养、专业知识、职业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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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职业态度和职业素养的培养体系，其中包含通过校内实训、校外实训和顶岗

实习递进式的系统的专业实践教学体系。 

课程体系重构中要更多地关注高职教育的内涵要求，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和可

持续发展，在课程内容的选择上要更多地结合岗位工作任务和生产技术的核心要

素，融入职业元素，使课程体系和课程内容在不失“高等性”的同时彰显“职业

性”。高技能婚庆服务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无论是课程体系还是课程本身都必须

隐涵典型的“工学结合”的特征，其实施的关键在于： 

一是“学习性岗位”的设计。要充分利用校企合作平台，将婚庆服务与管理

专业的实训基地建设作为课程建设的重要内容，将校外基地作为校内基地的延

伸，通过基地的“工学整合学习岗位”建设实现校外基地的教育教学功能，并在

课程开发和基地建设中，统筹兼顾课程要素和基地生产要素，着力解决将婚庆服

务机构的技术服务岗位转换成合适的“学习性岗位”，以更好地实现课程教学目

标，基本实现校内教学与校外教学轮岗制。 

二是“学习性工作任务”的设计。婚庆服务与管理专业课程如何在校外基地

实施并最终实现课程所承载的教育目标，其关键是要将婚庆服务工作任务经过教

学设计，转换成学习性工作任务，形成由简单到复杂的系列学习性工作任务。 

（3）“工” 与“学”交替的教学组织和管理模式的变革。现行学校教学组

织模式和管理体制严重阻碍了工学交替。公司服务任务的不确定性和学校教学任

务连续性之间的矛盾，是高职院校在教学组织实施中面临的普遍问题。由于教学

空间的延伸———校内到校外，参与主体的多元———学校、行业和企业，在教

学管理运行中，要求做到工学衔接合理，以学校为主和以课堂为中心的传统教学

组织形式已经无法适应这种要求，必须改革现行教学组织模式和管理体制，在教

学管理的方方面面充分体现以企业方为中心和一切为了学生更好地发展的教育

理念。 

具体来讲，就是要依据婚庆服务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学生发展的共性

和个性需求选择教学组织方式，树立以他方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实行校企共同参

与的“柔性化”的教学管理模式，在三年的培养过程中，设计不同于过去的课堂

与岗位交替的教学模式，比如：实行每周学生在企业当学徒学习 1~2天，在学校

学习 3~4 天的“学生和学徒”的双重身份和双重教学，校企共同实施课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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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评价课程实施效果和评估高技能人才培养绩效，为现代学徒制培养高技能人

才提供管理上的支撑。 

初步设想： 

大一，学生主要在校内学习专业公共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专业基础课由校

内教师主要承担，行业教师部分承担； 

大二，课堂与岗位交替的教学模式，实行每周学生在企业当学徒学习 1~2天，

在学校学习 3~4天的“学生和学徒”的双重身份和双重教学，实现岗位成才； 

大三，全天候在机构实习，并由行业“师傅”带领学生实战，在承接的婚礼

服务项目中做助理，甚至独立完成婚礼服务项目。 

（4）专兼结合教学团队的协作和互补助教学团队目标集聚。现代学徒制培

养高技能婚庆服务与管理专业人才需要专兼结合教学团队的支撑，通过团队中专

兼教师的相互协作、取长补短，在“工”与“学”交替的教学过程中发挥教学团

队的整体优势，从而实现培养过程中“工”与“学”的有机结合和有效衔接。 

对于婚庆服务与管理专业的专任专业教师而言，其必须努力提升自身的双师

素质，不仅要具备扎实的学科专业知识，还要熟悉专业所对应的主要职业领域的

工作过程知识，具备本专业领域内较强的职业实践能力。对于兼职教师，也就是

现代学徒制中“师傅”这一角色的主体，要有计划地组织他们进行职业教育教学

理念的学习和教育教学方法及综合执教能力的培训，使他们具备先进的职业教育

教学理念，掌握先进的职业教育教学方法，努力提高兼职教师的执教能力。 

对于专兼教学团队的管理，首先，要进行校企双方制度框架的系统设计，在

为“自己培养人才”的理念驱动下，通过制度的约束和机制的激励，保证兼职教

师的数量和质量。校企双方在专兼结对、课程共担、资源共建、教学研讨、科研

合作等方面应实施精细管理和目标考核，以保障在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过程中专

兼教师各自作用的有效发挥。其次，通过结对子的双讲式的教学方式，让专兼教

师共同承担一门课程，互相帮扶、取长补短，使专兼教师在专业建设、科研合作、

课程实施等方面实现共同提高，促进专兼教师协同工作，整体提升专业教学团队

的水平，实现团队目标的集聚效应，使团队效能最大化。 

（5）针对性与发展性相协同的学习评价促进学生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取向。

在现代学徒制的制度框架下，学生对于产业文化、行业文化、企业文化的领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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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对职业规范的理解，对职业风范的把握，以及创新创业意识的激发，都将有

其独特的优势。 

婚庆服务与管理专业要建立以目标考核和发展性评价为核心的学习评价机

制，促进学生成长、成才。 

一是实施过程考核，按照培养方案的设计，结合“工”与“学”特定的课程

教学目标，定期对学生的课业学习状况进行考核，适时进行反馈、沟通，保证学

习过程的质量得到有效的控制。 

二是创设学生学习和创作成果展示及各项评优活动平台，如通过开展优秀学

徒、优秀技能手、优秀婚礼策划师、优秀婚礼主持人、优秀婚礼摄影师、优秀婚

礼策划师、优秀婚礼花艺师、优秀婚礼化妆师等的评比，组织婚庆专业技能竞赛，

展示学生学习创作作品和先进事迹，发挥榜样激励对学生成长的促动。 

三是实施面向学生成长成才和未来发展的发展性学习评价，突出对学生人文

素养、沟通能力、职业素养、文化自觉等方面的评价，注重学生可持续发展的知

识结构、能力结构和学习品质的评价。这些评价应贯通校企，全面体现在现代学

徒制实施过程中的各个学习和实践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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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试点项目建设内容 

（二）项目总体建设内容（王晓玫） 

项目总体建设内容： 

1.第一学年，校内学习阶段 

学生主要在校内学习公共基础课程（第一学期）和专业基础课程（第二学期）， 

其间，邀请相关婚庆公司的负责人和行业专家举办专题讲座，进行专业认知教育

专题讲座（第一学期），岗位剖析介绍专题讲座（第二学期）。 

2.第二学年，校内、校外交替学习阶段 

学校主要培养基础技能（第三学期）和专业技能（第四学期），开设专业核

心课程； 

企业主要负责企业文化教育（第三学期）和岗位技能培训（第四学期），根

据课程到对口公司进行阶段性岗位实习，巩固专业基础技能。 

每周学生可以在学校学习 3~4天，在公司学徒实习 1~2天。 

3.第三学年，在岗培养阶段 

在婚庆相关公司学习核心技术，并能够在校外导师的指导下接受婚礼服务任

务。 

一般可以与相关企业签订就业协议，使实习学生享受企业准员工待遇，明确

学生的工作津贴、保险等待遇，学生既是企业员工又是学院的学生的双重身份。

也可以与相关婚礼服务工作室签约，成为其团队的一员。 

学校可以根据需要派相关教师到实习单位进行理论辅导和理论教学。 

通过在岗培养，考察学生综合的能力，物色合适的人才，缩短学生毕业后上

岗的培训时间。同时也培养了学生对单位、团队的忠诚度。 

4.实施婚庆服务与管理专业现代学徒制 “学徒”与导师的“匹配” 

    遵从“学徒”自愿选择和“导师”优先选择的原则，有利于学生职业道德和

技术技能提升，增强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尤其是婚礼主持方向和婚礼影像方向

专业人才的培养，必须为学生选择和指定导师个别和定向培养。 

在二年级第二学期，对该年级的学生进行摸底。第一、摸底表设置志愿，并

把确定好同意进行现代学徒制形式的公司（主持人团队、影像团队、婚礼培训学

校）、导师、所带人数等制定成资料，发放给相关的学生，学生填报；第二、把

学生填报的志愿发给导师由公司导师选择确定徒弟；第三、安排导师和徒弟双方

的见面，进行双向选择；第四、一般一个师傅带 1-2个徒弟。 

5.实施婚庆服务与管理专业现代学徒制的合作公司导师的选择 

在选择公司（导师）时一般会考虑下面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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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能够提供有技术含量的岗位（婚礼策划师助理岗位、婚礼主持人助理

岗位、婚礼摄影师、摄像师岗位助理岗位等）； 

第二、有婚礼策划师、婚礼主持人、婚礼摄影师、摄像师愿意担任学生的导

师（师傅）； 

第三、公司规模、品牌和有用人需求或能推荐学生就业； 

第四、双方达成培养共识，签订培养协议，明确三方职责。 

6.婚庆服务与管理专业现代学徒制的管理 

学生在公司学徒期间，企业导师要全程跟踪，学校安排校内教师积极配合密

切关注学生的学习和生活。 

第一、“导师”与“学徒”最高按 1∶2 比例组合，也可以按照 1:1 比例组

合。 

第二、根据婚礼策划师、婚礼主持人、婚礼摄影师、摄像师的技术要求，校

内教师与企业导师要制定相应的教学计划。内容由易到难，分为相应的子项目进

行教学和培训。 

第三、企业导师要根据原定的教学计划，按每周指导的内容带学徒（学徒）。 

第四、校内教师根据学生的学习进度及反馈的情况，及时与相对应的企业导

师交流，对学生所需的理论知识进行辅导，及时调整学徒学生的工作心态和就业

心态。 

第五、学校与企业导师共同制订教学质量监控制度，对学校教师和企业导师

进行考核，对优秀的学校教师和企业导师在评优方面优先考虑。 

第六、针对婚礼策划师、婚礼主持人、婚礼摄影师、摄像师的技术标准和岗

位要求建立评价标准，并通过学生自我评价、相互评价、企业评价和社会评价相

结合，建立以能力为核心，行业企业共同参与的学生评价模式，引导学生全面发

展。 

7.建立相关体制机制 

（1）建立招生机制 

与相关婚庆公司、婚礼堂、婚礼会馆、婚礼主持团队、婚礼培训学校等建立

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的招生机制。可以从婚庆公司、婚礼堂、婚礼会馆、婚礼

主持团队人员和婚礼培训学校学员中招收学生，提供学历教育，也可以提供非学

历教育。 

（2）建立常规化的经费投入机制 

学院在教学点建设、师资团队建设、校外导师课酬费用、学生实习经费、学

生就业辅导等方面要给予经费支持，建立常态化的经费投入机制。 

（3）建立政行校企协调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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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即政府，以政府的政策为依据，即教育部的《关于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

工作的意见》为指导，获得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持。 

行，即行业协会，获得行业协会的大力支持。 

校，即学院，教育与培训相融合。 

企，即相关企业，校企职教资源相整合。 

（4）建立双教学点机制 

制定“企业教学点标准”，在婚庆公司、婚礼堂、婚礼会馆、婚礼主持团队、

婚礼培训学校建立企业教学点，提供学徒学习场所。 

制定“课程教学点标准”，在婚庆公司、婚礼堂、婚礼会馆、婚礼主持团队、

婚礼培训学校建立课程教学点，提供学徒实习场所。 

（5）建立双导师制机制 

制定校企双导师选拔标准，校企共培互聘建立双导师团队。 

企业导师，主要负责培养岗位操作技能，解决做什么、怎样做，通过岗位任

务训练，采用工作业绩考核，采取师带徒、岗位训教的教学方式。 

学校导师，主要负责讲授基础知识与原理，回答为什么这样做，创新方向是

什么，采用主持一线的案例进行教学，采用学生作品考核，采取学徒业余时间、

集体授课的教学方式。 

表格不够，可自行拓展加页。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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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婚庆专业（具体专业名称）建设内容 

建设内容 建设要点及措施 现有基础 预期目标 

1.校企协同办学（明

确学校与企业的职

责、分工，统筹利用

教学资源配置，分担

人才培养成本） 

 

    要点 1.协同办学企业的选择。措

施：（1）考察目标企业的行业影响力。

主要考察该企业的成立时间、规模、

业务量、行业口碑等。这直接影响学

生的就业意愿和学习积极性。（2）考

察目标企业合作办学的诚意。主要考

察该企业的企业文化、对现代学徒制

的理解认知、对促进婚庆行业发展的

责任感、重合同守信誉的诚信意识等。

这直接关系到双方合作的顺利进行。

（3）考察目标企业的教学能力。主要

考察该企业是否具备完成教学任务所

需的设施、设备；是否具备经验丰富

的指导教师等。这直接影响到现代学

徒制人才培养的质量。（4）考察目标

企业的就业保障。主要考察该企业是

否制定了完善的“学徒”转“员工”

的用人机制。这直接关系到现代学徒

制教学模式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要点 2.协同办学合同的签署。措

施：（1）明确学校与企业的教学内容

婚庆专业校内实训室共有 10 个： 

（1）婚礼庆典现场实训室 

（2）婚礼仪式厅 

（3）婚礼化妆与造型设计实训室 

（4）婚礼花艺实训室 

（5）婚礼摄影与婚纱摄影实训室 

（6）录音与演播实训室 

（7）视频编辑与制作实训室 

（8）婚礼手绘实训室 

（9）婚礼文化馆 

（10）婚姻登记实训室 

婚庆专业校外实训基地（部分） 

（1）北京温馨羽健婚庆公司 

（2）北京潞河强威礼仪庆典服务

中心 

（3）紫棠春婚礼策划公司 

（4）俏喜坊婚礼策划公司 

（5）北京市盛世庆典文化传播中

心 

（6）北京康宁婚礼顾问公司 

（7）北京喜玫瑰文化发展有限公

在已经建立合作关系的婚庆公司中

选出 20 家具有较强行业影响力，具

有合作办学意向和诚意，具有相应

教学设施、设备和师资，并能为学

生（学徒）就业提供保障的协同办

学企业，并与之签订协同办学协议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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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2）明确学生在学校与企业间

的学习时间分配和学习方式。（3）明

确校内导师和企业导师的资质、师生

配比等。（4）明确学校和企业用于人

才培养的教学设施、设备、资源等。

（5）明确学校和企业人才培养成本的

分担。（6）明确学生在企业实习期间

的工作津贴、保险等待遇，明确学生

既是企业员工又是学院的学生的双重

身份。（7）明确学生实习效果的考核

方式和学生进入企业就业的条件。 

司 

（8）北京花田喜事婚礼策划公司 

（9）北京金玫瑰婚庆有限责任公

司 

（10）北京金缘谷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11）北京帮本文化传播公司 

（12）北京手拉手婚礼策划公司 

（13）北京伊缘圆婚庆礼仪有限责

任公司 

（14）北京经典时光婚庆有限公司 

（15）北京圣喜年礼仪庆典有限公

司 

（16）北京爱诺人礼仪庆典有限公

司 

（17）北京爱上爱婚礼庆典文化公

司 

（18）花海阁婚礼主题会馆 

（19）北京市婚姻服务中心 

（20）桐心喜事坊 

（21）圣雅婚礼庆典公司 

（22）摩卡婚礼庆典公司 

（23）恋尚爱婚庆服务中心 

（24）幸福久久婚庆培训 

（25）爱情密码婚庆公司 

（26）佰丝薇汀婚礼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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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拉斐尔广告有限公司 

（28）紫色标典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29）爱秀婚庆公司 

（30）俏喜坊婚典传播 

（31）东环朗婚礼策划公司 

（32）铂金年华婚礼顾问 

（33）迦南之约婚庆公司 

（34）国天佳祺婚庆公司 

（35）金凯影视婚礼导演策划公司 

（36）欣梦奇缘婚庆公司 

2.招生与招工一体化

（制定招生、招工方

案） 

 

    要点 1.学院与企业共同制定招

生、招工方案。措施：学校与企业根

据婚庆行业各岗位实际需要共同协商

拟定现代学徒制婚庆专业学生（徒弟）

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包括身体条件、

心理素质、文化素养、相关技能等。 

   要点 2.学院与企业共同组织实施

招生、招工工作。措施：学校与企业

共同进行现代学徒制婚庆专业招生、

招工面试、笔试工作，确定学生（徒

弟）考试成绩。 

   要点 3.签订现代学徒制入学合

同。措施：学生（徒弟）与学校、企

业在平等自愿、公正公开的基础上，

签订现代学徒制入学合同，明确三方

权利义 

《策划师国家职业标准》 

《礼仪主持人国家职业标准》 

《摄影师国家职业标准》 

《摄像师国家职业标准》 

《化妆师国家职业标准》 

《插花员国家职业标准》 

学校与企业一起根据婚庆行业各岗

位实际需要共同拟定招生、招工方

案，组织实施招生、招工工作，并

与拟录取学生（徒弟）签订现代学

徒制入学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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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3.人才培养制度和标

准（人才培养方案、

岗位标准、专业教学

标准、企业师傅标准、

课程标准、实训基地

标准、质量监控标准） 

 

    要点 1.与行业企业共同修订和

完善 2015 年婚庆专业现代学徒制人

才培养方案。在人才培养方案中充分

体现高职教育的“高等性”和“职业

性”，依据现代学徒制的特征和高技

能人才培养各环节的特殊要求，制订

婚庆专业方向培养方案，重构课程体

系和确定课程标准，以学生的认知规

律和职业成长规律，形成融合学生人

文素养、专业知识、职业技能、职业

态度和职业素养的人才培养体系，其

中包含通过校内实训、校外实训和顶

岗实习递进式的系统的实践教学体

系。 

    要点 2.婚庆专业现代学徒制岗

位标准的制定。要充分利用校企合作

平台，将婚庆专业的实训基地建设作

为课程建设的重要内容，将校外实习

基地作为校内基地的延伸，通过基地

的“工学整合学习岗位”建设实现校

外基地的教育教学功能，并在课程开

（1）已修订完成了 2014年婚庆专

业方向“2+1”人才培养方案； 

（2）已经在 2014级婚庆服务与管

理专业（婚礼主持方向）实行了现

代学徒制 “2+1”人才培养模式的

探索与实践； 

（3）已初步建立具有现代学徒制

特色的的婚庆服务与管理专业（婚

礼主持方向）课程体系、课程内容

和评估机制； 

(4)已初步建立现代学徒制人才培

养模式的教学组织和管理模式； 

（5）已建立了比较稳固的协作和

互补的专兼结合的双师结构的师

资教学团队； 

（6）已完成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

模式学术论文 2篇。 

（7）已经成立了婚庆服务与管理

专业（婚礼主持方向）现代学徒制

专业指导委员会，讨论“婚礼主持

专业方向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方

（1）形成婚庆服务与管理专业现代

学徒制人才培养特色，成为学院“现

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的示范专

业，发挥示范效应，逐步向全院范

围内推广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

和理念； 

（2）形成校企资源共享，招生与招

工相结合育人体制； 

（3）形成现代学徒制育人模式的婚

庆服务与管理专业“2+1”人才培养

方案；建立具有现代学徒制特色的

的婚庆服务与管理专业课程体系、

课程内容和评估机制； 

（4）实行学习场所与工作场所相结

合，生产过程与教学过程相融合，

在岗培养，岗位成才。建立现代学

徒制人才培养模式的教学组织和管

理模式； 

（5）实施校企双导师育人，即校内

导师和校外导师双元育人，建立比

较稳固的协作和互补的专兼结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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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和基地建设中，统筹兼顾课程要素

和基地生产要素，着力解决将婚庆机

构的技术服务岗位转换成合适的“学

习性岗位”，以更好地实现课程教学

目标，基本实现校内教学与校外教学

轮岗制。婚庆专业现代学徒制专业教

学标准要求做到工学衔接合理，在教

学管理的方方面面充分体现以他方为

中心和一切为了学生更好地发展的教

育理念。 

    要点 3.依据婚庆专业人才培养

过程中学生发展的共性和个性需求选

择教学组织方式。树立以学生为中心

的服务理念，实行校企共同参与的“柔

性化”的教学管理模式，在三年的培

养过程中，设计不同于过去的课堂与

岗位交替的教学模式，实行每周学生

在机构当学徒学习 1~2 天，在学校学

习 3~4 天的“学生和学徒”的双重身

份和双重教学的培养方式，校企共同

实施课程管理、共同评价课程实施效

果和评估婚庆专业高技能人才培养绩

效，为现代学徒制培养高技能人才提

供管理上的支撑。 

初步设想如下：大一，学生主要在校

内学习专业公共基础课和专业基础

案”并确定合作方式； 

（8）启动了“婚礼主持人名人工

作坊”，邀请婚礼主持名人为学生

举办专题讲座和互动，交流婚礼主

持人工作现状和职业要求、职业标

准、职业能力，为学生了解行业、

了解婚礼主持人职业奠定基础，并

为学生发展的多样性提供了广阔

平台。 

教学团队； 

（6）完成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

学术论文 2篇、校企合作教材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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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专业基础课由校内教师主要承担，

行业教师部分承担；大二，课堂与岗

位交替的教学模式，实行每周学生在

机构当学徒学习 1~2天，在学校学习

3~4天的“学生和学徒”的双重身份

和双重教学；大三，全天候在机构实

习，并由行业“师傅”带领学生实战，

在承接的主持项目中做助理。 

    要点 4.与行业企业一起共同制

定婚庆专业现代学徒制企业师傅标

准。基本标准如下：本科以上学历；

在婚庆行业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是

婚庆公司（团队）核心技术技能成员；

婚礼服务从业经验 5 年以上；具有良

好的教学能力和培训能力；有代表性

的相关作品。 

要点 5.与行业企业一起共同制定

婚庆专业现代学徒制课程标准。应体

现不同阶段的学生在知识与技能、过

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方面

的基本要求，规定各门课程的性质、

目标、内容框架，提出教学建议和评

价建议。具体标准：一是在课程目标

上，应强调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个方面的整合，

要更多地关注高职教育的内涵要求，

http://www.so.com/s?q=%E4%BB%B7%E5%80%BC%E8%A7%82&ie=utf-8&src=wenda_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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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二

是在课程内容的选择和组织上，要注

重体现技能性、、岗位性、实用性和

综合性。力求精选终身学习必备的最

基础的知识和最基本的技能作为课程

主干内容；三是“学习性岗位”的设

计，统筹兼顾课程要素和基地生产要

素，着力解决将婚庆服务机构的技术

服务岗位转换成合适的“学习性岗

位”，以更好地实现课程教学目标，

基本实现校内教学与校外教学轮岗

制。四是“学习性工作任务”的设计。

关键是要将婚庆服务工作任务经过教

学设计，转换成学习性工作任务，形

成由简单到复杂的系列学习性工作任

务。 

    要点 6. 与行业企业一起共同确

定选择婚庆专业现代学徒制实习基地

的标准。标准如下：能够提供有技术

含量的岗位；有婚庆行业专业技术人

员愿意担任校外导师；能共同招工（招

生）或能推荐就业；双方达成培养共

识，签订协议，明确三方职责。 

    要点 7.与行业企业一起共同制

定婚庆专业现代学徒制的质量监控标

准。其基本标准如下：学生在公司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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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期间，企业导师要全程指导、监督，

学校安排校内教师担任督导积极配合

密切关注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学生在

校内学习的课程考核引入行业导师评

价机制，共同对学生做出评价；校外

在岗学习结束后，由校外导师和校内

督导教师共同对学生做出评价，其中

校外导师的评价要占评价总成绩的

70%。 

4.师资队伍（教学团

队、“双导师”制） 

 

    要点 1.建立双导师制的师资队

伍，实行校企双导师育人。制定校企

双导师选拔标准，校企共培互聘建立

双导师团队。企业导师，主要负责培

养岗位操作技能，解决做什么、怎样

做，通过岗位任务训练，采用工作业

绩考核，采取师带徒、岗位训教的教

学方式；学校导师，主要负责讲授基

础知识与原理，回答为什么这样做，

创新方向是什么，采用主持一线的案

例进行教学，采用学生作品考核，采

取学徒业余时间、集体授课的教学方

式；建立企业师傅的选拔、培养和激

励制度；建立双导师评价机制和相关

待遇制度。 

    要点 2.成立婚庆服务与管理专

业现代学徒制专业技术技能指导委员

婚庆服务与管理教研室现有专职

教师 11人。其中博士学历两名，

硕士学历 9名。 

校外师资团队均为婚庆行业领军

企业的负责人或长期从事本行业

的资深人士，共 20人。 

预期目标： 

建立比较稳固的协作和互补的专兼

结合的教学团队。 

建立双元育人的体制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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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邀请相关专家作为指导委员会的

成员，指导婚庆专业现代学徒制人才

培养方案、课程标准、实训标准、岗

位标准、企业师傅标准、质量监控标

准等规范性文件的制定。 

    要点 3.通过结对子的方式，让校

内外专兼教师互相帮扶、取长补短。

使专兼教师在专业建设、技术研发、

科研合作、课程实施等方面实现共同

提高，促进专兼教师协同工作，整体

提升专业教学团队的水平，实现团队

目标的集聚效应，使团队效能最大化。 

5.管理制度（建立健

全教学管理、考核评

鉴与督查制度） 

 

    要点 1.实行校企共同参与的“柔

性化”的教学管理模式。校企共同实

施课程管理、共同评价课程实施效果

和评估高技能人才培养绩效。 

    要点 2.实施过程性考核。按照培

养方案的设计，结合“工”与“学”

特定的课程教学目标，定期对学生的

课业学习状况进行考核，适时进行反

馈、沟通，保证学习过程的质量得到

有效的控制； 

    要点 3.针对婚庆服务行业的岗

位建立评价标准。并通过学生自我评

价、相互评价、企业评价和社会评价

相结合，建立以能力为核心，学院与

1、摩卡、花海阁、伊缘圆等多家

婚庆公司等知名婚礼策划公司已

经参与到课程评价体系的构建和

实际教学工作的开展中； 

2、上海、河北等多家婚庆协会的

相关负责人通过多次来访学院，参

加学生毕业设计婚礼秀等教育教

学活动参与到人才培养绩效的考

核中； 

3、摩卡、花海阁、伊缘圆等多家

婚庆公司通过前期提供兼职锻炼

机会，后期接收学生实习等方式参

与到学生培养的指导和督查工作

中。 

1、探索一套系统完善、可操作性强

的校企协同育人教学管理模式； 

2、建立一套工学结合、及时有效的

过程式考核方案； 

3、构建一个学生自我评价、相互评

价、企业评价和社会评价相结合的

评价体系； 

4、形成一个企业导师与学校导师双

轨并行的督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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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企业共同参与的学生评价模式，

引导学生全面发展。 

    要点 4.采用“双轨制”督查方式。

企业导师主要通过工作业绩督查学生

专业知识技能的综合运用能力，学校

督导教师主要通过学生作品、学生社

会服务成果督查学生的专业知识技能

掌握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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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试点项目（婚庆专业）实施步骤与责任主体 

具体实施步骤 责任主体 

2015 年 9月至 2016 年 8 月： 

1、对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以及对婚庆服务类人才需求情况进

行客观、充分调研。 

2、对婚庆专业的校企合作平台的建立、学习载体的重建、教学组织

和管理模式的变革、教学团队的目标聚集以及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取向

等方面进行分析、讨论。 

3、预测并明确婚庆专业在计划实施现代学徒制中的问题，写出项目

总体实施方案的规划、设计，并召开论证会论证。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民政管理系婚庆服务与管理教研室 

2016 年 9月至 2017 年 8 月： 

1、根据总体实施方案，提出详细、具体、合理的解决和实施计划，

进行项目组织，分配人员的项目任务，建立管理制度和后勤准备，并

召开项目管理制度落实确认会。 

2、培养企业导师和双师型师资，确定合作办学企业。 

3、确定婚庆服务与管理专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方案，开发设计基

本素质课程、基本职业技能课程，构建课程评估机制，构建教学组织

和管理模式等。制定相关教学标准，包括：岗位标准、专业教学标准、

企业师傅标准、课程标准、实训基地标准、质量监控标准等。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民政管理系婚庆服务与管理教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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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9月至 2018 年 8 月： 

1、现代学徒制的具体实践和运用，学院与企业互动培养教育，学生

到企业教育培训，探索专业理论学习与企业实践培训的融合。实现学

徒结束即上岗，达到学生与员工身份的顺利转换。 

2、对现代师徒制婚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实施情况进行跟踪、测评，

对人才培养体系实施情况提交评价报告。对项目总体进行总结，提交

最终成果。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民政管理系婚庆服务与管理教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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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试点项目（专业）保障措施 

保障措施（包括支持政策、经费投入、师资队伍建设、实训基地建设等，可附

有关文件） 

1.支持政策 

政行校企相互协调保障措施。政，即政府，以政府的政策为依据，即教育

部的《关于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意见》为指导，获得政府政策的大力支

持；行，即行业协会，获得行业协会的大力支持；校，即学院，教育与培训相

融合；企，即相关企业，校企职教资源相整合。 

2.经费投入保障措施 

近几年学院对婚庆服务与管理专业实训室建设经费投入，超过 700 万元，

在校内建立了 10个仿真教学实训室。预计学院将在教学点建设、师资团队建设、

校外导师课酬费用、实训室建设、实训基地建设、学生实习、学生就业等方面

再给予必要经费支持，并形成常态化经费支持机制。 

3.师资队伍建设保障措施 

   （1）实行双教学点机制 

制定“企业教学点标准”，在婚礼主持、策划、影像团队、婚礼培训学校

建立企业教学点，提供学徒学习场所。 

制定“课程教学点标准”，在婚礼主持、策划、影像团队、婚礼培训学校

建立课程教学点，提供学徒实习场所。 

（2）实行双导师制机制 

实行校企双导师制，校企共培互聘建立双导师团队。企业导师，主要负责

培养岗位操作技能，解决做什么、怎样做，通过岗位任务训练，采用工作业绩

考核，采取师带徒、岗位训教的教学方式。学校导师，主要负责讲授基础知识

与原理，回答为什么这样做，创新方向是什么，采用主持、策划、影像、督导、

化妆、花艺、手绘效果图一线的案例进行教学，采用学生作品考核，采取学徒

业余时间、集体授课的教学方式。 

（3）校内师资--导师任职条件 

A.专业带头人，硕士以上学历，副高以上职称，2 年以上企业岗位实践经

历； 

B.教师，硕士以上学历，中级以上职称，1年以上企业岗位实践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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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校内师资团队简介 

师资类别 姓名 教师基本情况 承担课程 备

注 

校内师资 王晓玫 教授， 系主任，专业

带头人 

承担《婚礼化妆与造型设计》、

《婚姻登记服务与管理》等课程

教学 

 

崔杰 讲师， 副主任 承担《婚庆公司经营与管理》、

《婚姻庆典概论》课程教学 
 

章林 副教授， 专职教师 承担《婚庆公司经营与管理》、

《婚礼花艺与现场布置》等课程

教学 

 

赵天 讲师， 教研室主任 承担《婚礼摄影》、《婚礼摄像》、

《婚礼影像后期制作》等课程教

学 

 

李倩一 讲师， 专职教师 承担《色彩学》、《婚礼摄影》、

《婚礼平面设计》等课程教学 
 

万俊杰 讲师，摩卡、 美薇亭、 

伊缘圆特邀婚礼主持

人 

《普通话语音规范》、《即兴口

语表达》《礼仪主持人》（三级） 

《婚礼主持艺术实践》等课程教

学 

 

王楠 讲师， 专职教师 承担《婚礼策划实务》《婚礼化

妆与造型设计》、《婚礼花艺与

现场布置》、《婚礼手绘效果图

绘制》等课程教学 

 

赵 莲 讲师， 专职教师 承担《中西婚礼文化》、《“三

礼”精读》等课程教学 
 

婚庆专业“现代学徒制”校外专家库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国内专家 

史康宁   中国社工协会婚庆行业委员会秘书长 

宗少山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婚庆专业委员会主任 

潘望众   中国社工协会婚姻文化服务联合会副秘书长 

梧  桐   伊缘圆婚礼总经理  著名婚礼主持人 

李  平   山东婚礼礼仪专家 

海  风   北京花海阁婚礼策划公司 总经理 

王  博   北京摩卡婚礼策划公司 总经理 

曹仲华   上海婚庆协会 会长 

姜茂辉   河北婚庆协会 会长 

林雪吟   广州婚庆行业协会 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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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正亮   浙江婚庆行业协会 会长 

梁复珍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播音指导 

曾志华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马桂芬   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万建中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柠  檬   中央电视台  主持人 

李  静   中央电视台  主持人 

张晓沁   北京电视台  主持人 

潘珍玉  北京魔卡婚庆公司策划师 

江  颖  独立婚礼策划师 

刘  颖  独立婚礼策划师 

境外专家 

邝  虹   中国香港婚庆协会 会长 

申敬燮   韩国婚礼学会  会长 

李雅若   加拿大著名婚礼策划师 

中原美欣 日本籍花艺师、策划师 

4.校外实训基地建设 

目前，婚庆专业已经与全国 23 个省市婚庆协会建立了合作关系，和全国

80多家婚庆公司建立了实习基地。与香港婚礼管理协会、香港婚礼管理学院、

韩国婚庆产业学会、韩国婚礼策划师与宴会设计师协会都签署了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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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预期效果与应用推广 

1.构建完善的校企合作平台 

现代学徒制推动校企深度合作，构建更加科学的校企合作平台。首先，学徒

作为企业员工或准员工，婚庆公司的企业特点决定了其对学徒的培养必会尽心尽

力。其次，学徒学习过程中，可以较快提高对企业的认知，包括实操技能、企业

文化、经营理念等。再次，学徒实习内容就是婚庆公司的各职业工种，学生在学

校学习相关专业理论知识和技能之后做学徒，更能学以致用，融会贯通。  

2.课程体系的的“倒金字塔”结构 

由于教学空间延伸由校内到校外，参与主体愈发多元化，学徒过程中获得的

反馈信息可作为课程标准、教学计划、教学内容修改的可靠依据，课程体系逐步

设计成“通识课程+专业基础课程+专业核心课程+学徒项目课程”的“倒金字塔”

的课程结构，加大学徒制项目课程的学时数，由此推及的教学和培训的运作环节，

将会更好地体现了学校和企业在人才培养方面的深度融合。 

3.国家职业资格的认证和推广 

教育部《关于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意见》指出，现代学徒制有利于毕

业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对接，结合北京实际，以婚礼影像方向为试点，考取国家

职业资格（高级摄影师）。以婚礼主持方向为试点，考取国家职业资格（礼仪主

持人三级）或全国播音员主持人资格证。 

4.科研成果的积累和品牌影响力的形成 

在婚庆行业迅速发展的同时，婚庆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较为滞后，现代学徒

制的践行，有利于科研成果的有效积累，为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

社科项目提供依据和支撑，开创婚庆专业科研创新的新天地。 

5.健康价值取向的形成和对口就业率的提升。 

学徒“就地就业”后对婚庆公司有感情，有较强的专业兴趣和职业责任感。

婚庆公司也会相应给予他们较高的劳动报酬，他们的工资待遇明显高于同期毕业

生，达到学校、家长、公司共同满意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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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申报书依据现代学徒制试点申报书如实填写。 

2．所在行业请依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

—2011）填写。 

3．请用四号宋体填写，行间距为 20 磅。 

4．请用 A4 纸双面打印，每份申请表单独装订,不另单

做封皮和装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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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试点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高职院校养老服务与管理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 

试点起止年月 2015年 1月至 2018年 7月 

申 

报 

单 

位 

单位名称 
全国民政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老年福祉学院) 

通讯地址 
北京东燕郊开发区燕灵路 2

号：民政部培训中心 
电子邮箱 

949318881@

qq.com 

联系电话 
010-61591716 

010-52649711/12/13 
邮政编码 101601 

主

要

参 

与 

学 

校

与 

企 

业 

单位名称 

试 

点 

专 

业 

专业名称 
拟招

生数 
学制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 
服务与管

理专业 

120

人 
3年 

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 80人 3年 

北京北大方正软件技术学院 
50人 3年 

服务与管

理专业

(成人) 

100

人 

2.5

年 

河北仁爱养老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颐合华龄养老咨询有限公司 

浙江绿康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绿康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万科·幸福家社区养老中心 

泰康之家养老服务管理有限公司 

项

目
姓名 杨根来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6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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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

责

人 

专业技

术职务/

行政职

务 

社会学教授； 

全国民政行指委老年专指委秘书长、

中国养老产业与教育联盟(中国现代

养老职业教育集团)秘书长、北京社

会管理职业学院老年福祉学院院长 

最终学历

/学位 

大

本、

学士 

联系电话 
010-61591716 

13581841651 
电子邮箱 

457962581@qq.

com 

项

目

组

主

要

成

员 

姓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职称 工作单位 分工 

邹文开 男 1965.03 教授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

院党委书记院长 
领导决策 

赵红岗 男 1970.03 教授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

院副院长 
具体领导 

李  绚 男 1976.03 
副教

授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

院副院长 

招生招工一

体化制度 

屠其雷 男 1980.09 讲师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

院教务处副处长 

校企结合师

资及教材 

皮微云 女 1978.01 
副教

授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

院老年福祉学院院长

助理 

项目执行

人，学生素

质养成管理

与制度 

王建民 男 1963.10 教授 
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

院 

院校研究人

员 

潘秀峰 女 1967.09 
副教

授 

北京北大方正软件技

术学院 

院校研究人

员 

武卫东 男 1963.04 
副教

授 

河北仁爱养老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长 主管医

师 

“河北仁爱

班”试点领

导工作 

谭美青 女 1955.09 

副主

任医

师 

山东颐合华龄养老咨

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主

管医师 

“山东颐合

华龄班”试

点领导工作 

卓永岳 男 1963.06 
执业

医师 

浙江绿康医院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浙江绿康

班”试点领

导工作 

曹雅娟 女 1986.12 助教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

院老年福祉学院 

项目研究具

体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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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  康 男 1970.08 
副教

授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

院老年福祉学院 

养老人才培

养 

韩振秋 男 1968.09 
副教

授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

院老年福祉学院 

养老人才培

养 

王  伟 男 1979.11 讲师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

院老年福祉学院 

学生素质养

成管理与制

度 

刘芳宏 女 1989.01 助教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

院老年福祉学院 

院校研究人

员 

向建京 男 1979.11 讲师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

院老年福祉学院 

教学管理教

学考核 

刘  姝 女 1989.04 助教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

院老年福祉学院 

院校研究人

员 

孙华超 女 1988.11 秘书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

院老年福祉学院 

资料收集和

财务管理 

丁梦丽 女 1989.7 秘书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

院、全国民政行指委秘

书处办公室 

资料收集和

研究协调 

各分项目组成员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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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试点项目总体建设目标与思路 

 

（一）总体建设目标 

1. 探索和完善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按照《教育部关于

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意见》（教职成〔2014〕9号），结合

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职业教育教学工作实际，积极探索和完善现代

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进一步完善校企

合作育人机制，创新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通过校企签订现代学

徒制合作协议，职业院校承担系统的专业知识学习和技能训练；企

业通过师傅带徒形式，依据培养方案进行岗位技能训练，真正实现

校企一体化育人。吸纳企业参与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建设的标准制

定，引入行业企业技术标准，完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提高育人质

量，使学生就业专业对口，学以致用。 

2. 探索和完善现代学徒制招生招工模式。以创新招生制度、

管理制度为突破口，积极开展“招生即招工、入校即入厂、校企联

合培养”的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与合作企业共同研制招生与招工

方案，扩大招生范围，改革考核方式、内容和录取办法。 

3. 探索和完善现代学徒制双导师制度。校企双方密切合作，

打破现有教师编制和用工制度的束缚，探索建立教师流动编制或设

立兼职教师岗位，加大学校与企业之间人员互聘共用、双向挂职锻

炼、横向联合技术研发和专业建设的力度。合作企业要选拔优秀高

技能人才担任师傅，明确师傅的责任和待遇，师傅承担的教学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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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纳入考核，并可享受带徒津贴。 

4. 建立企业和职业院校双主体育人制度。共同建立教学运行

与质量监控体系，共同加强过程管理。推进与合作企业制定《老年

服务与管理专业学徒管理办法》，保证学徒基本权益；根据教学需

要，合理安排学徒岗位，分配工作任务。要根据学徒培养工学交替

的特点，实行弹性学制或学分制，创新和完善教学管理与运行机制，

探索全日制学历教育的多种实现形式。建立行业企业参与的教学质

量监控机制，健全教学质量测评和信息反馈系统，制定企业调查，

毕业生追踪调查和社会评价分析制度。实现企业和职业院校双主体

育人。 

5. 探索和完善现代学徒制双向互动共享机制。共同承担教学

实训的研发，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实现互利共赢。充分发挥校企双

方各自的专业人才、技术优势，开展多层次、多形式、多渠道的务

实合作，为企业培训员工，为企业输送员工。通过校企合作建立实

践教学体系，校企合作共同开发建设与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紧密相

关的实训教材和多媒体课件。 

（二）建设思路 

1. 探索现代学徒制实现路径。通过“产教社、政企行协同；

教研用、管育导一体”的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校企合作，工学交替，

产教融合，依托教育部委托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等老年服务与管

理专业资源库，改革养老服务和管理专业教学管理运行机制，形成

中国现代养老职教集团运作模式，构建现代学徒制养老服务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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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新模式，带动高职院校养老人才培养模式的整体提升。 

2. 探索现代学徒制标准和制度体系。充分利用北京社会管理

职业学院直属于国家民政部以及全国民政行指委老年专指委、中国

养老产业与教育联盟、中国现代养老职业教育集团、京津冀养老教

育协作会会长单位的独特优势，发挥行业牵头作用，形成具有个性

化、差别化的养老服务和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教学管理、教学条件、

教学保障等技术文件和制度体系：如，《老年服务和管理专业现代

学徒制管理办法》、《老年服务和管理专业对应养老服务业及养老

服务企业岗位标准》、《老年服务和管理专业中高职衔接教学标准》、

《老年服务和管理专业主干课程标准》、《老年服务和管理专业顶

岗实习标准》、《老年服务和管理专业实习实训（示范）标准》、

《老年服务和管理专业企业师傅标准》、《老年服务和管理专业院

校企业双导师评价机制和待遇标准》、《老年服务和管理专业质量

监控标准》等。 

3. 探索现代学徒制教育教学保障体系。成立民政部有关司局、

院校、行业、企业共同组成的老年服务和管理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

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的职责任务和具体分工；完善老年服务与

管理专业教学实训（示范）基地标准和共享机制；跨学科多专业校

内外兼职的师资队伍的选拨、培养、使用、激励机制；老年服务和

管理专业十三五国家职业教育规划教材的开发和使用；具有实用

性、规范性、系统性和地方、社区特色的课程体系；教学效果和人

才培养模式综合改革效果的检验和评价机制；多方筹措、校企共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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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惠互利的现代学徒制经费保障和经费预算制度等。 

4. 探索现代学徒制试点成果推广机制。建成一套具有首都特

色、推广价值的养老服务和管理专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方案，经

教育行政部门审核之后，在职业院校推广使用；增强师生适应社会

需求、服务民生的意识，提高教师合作研发能力和教育教学改革能

力；使培养的学生专业认知度得到进一步提高，岗位胜任力进一步

增强；加强系列专业建设，提高养老人才培养数量及专业化水平；

体现辐射示范作用，将改革成果应用于其他高校，提升相关专业办

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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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试点项目建设内容 

（一）项目总体建设内容 

项目总体建设内容： 

     深化人才培养和教学改革，根据学校、企业人才供求及时调整专业培养目

标、课程改革、教材开发、实习实训制度、质量考核标准等人才培养各环节，构

建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动态的教学培养培训体系；落实“双师型”“双导师制”

教学团队建设，建立校企人员互聘机制，学院教师参与企业经营与管理，提高教

师的实操和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企业人员受聘到学院担任兼职教师，向专任教

师学习授课方法，提高教学实效；重点建设人才培养目标定位、联合招生招工方

式、教学方案制订、课程体系开发、教学过程安排、标准和制度建设、证书获取

等。 

第一，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 

通过对行业、企业的深入调研，对相关岗位的剖析研究，在明确高职老年服

务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规格的基础上，探索出适合岗位任职资格的人才培养模

式，满足企业的用人需求。 

第二，联合招生招工方式改革 

“全国民政行指委老年专指委”和“全国养老产业和教育联盟”（“中国现

代养老职业教育集团”）选择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老年福祉学院在养老服务业

现代学徒制方面先行试点，与河北仁爱养老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山东颐和华龄养

老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浙江绿康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署了《现代学徒制合作

协议》，双方共同开展招生和招工宣传和实施工作，实现“招生即招工”，完善

招生与用工一体化的招生招工制度，推进校企共同研制、实施招生招工方案。 

第二，教学方案和教学文件厘定 

学院与合作单位共同商议教学方案，依据企业对人才的需求和典型工作任

务，联合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共同制订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专业

教学标准、课程标准、实训基地标准、岗位标准、企业师傅标准、质量监控标准

及相应实施方案。 

第三，课程体系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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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高等职业学校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教学标准》，结合养老服务业发展

实际，校企共同开发课程体系和课程内容。课程体系设计不同于普通高职学生，

而是根据企业的特殊需要进行的定制性课程。 

第四，教学过程优化 

根据双方的合作协议，院校承担系统的专业知识学习和技能训练；企业通过

师傅带徒形式，依据培养方案进行岗位技能训练，真正实现校企一体化育人。 

第五，教学标准和制度建设 

建立健全与现代学徒制相适应的教学管理制度，制订学分制管理办法和弹性

学制管理办法。 

第六，教学效果的评价 

学生在校期间既要取得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毕业所要求的中级（国家职业资

格四级）《养老护理员》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同时根据企业用人需要和岗位需要，

还应获取其他岗位证书或企业考核证书。 

表格不够，可自行拓展加页。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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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试点专建设内容 

 

建设内容 建设要点及措施 现有基础 预期目标 

1.校企协同办学（明

确学校与企业的职

责、分工，统筹利用

教学资源配置，分担

人才培养成本） 

建立健全老年服务与管理专

业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方案，

明确任务与责任落实，完善成

本分担机制分类实施全力推

进。 

1.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 2014年和 2015

年分别与河北仁爱养老集团有限公司、山东

颐合华龄养老咨询有限公司、浙江绿康医院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现代学徒制框架协

议。企业捐助 5年累计 130万元。 

2.正在和泰康之家、鲁能集团、北控集团以

及万科·幸福家社区养老中心、北京金隅养

老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签署

订单式、现代学徒制等协议。 

1.学院与企业在人才培养上权责明

晰、任务明确、效果明显； 

2.院校、企业、行业、政府等细化

老年专业人才培养分担人才培养成

本。 

2.招生与招工一体化

（制定招生、招工方

案） 

落实招生、招工一体化，明确

学生与学徒双重身份，明确校

企双主体的职责。根据企业联

合招生，学生毕业后进入企业

工作。同时学院也可对企业员

工进行培训。 

目前已与河北仁爱养老集团有限公司、山东

颐合华龄养老咨询有限公司、浙江绿康医院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泰康之家、万科·幸福

家社区养老中心、北京金隅养老产业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等多家企业签订订

单式学生培养协议书。 

2017年参加高考学生中，实行现代

学徒制下学校和合作企业（10个左

右）单独自主招生招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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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才培养制度和标

准（人才培养方案、

岗位标准、专业教学

标准、企业师傅标准、

课程标准、实训基地

标准、质量监控标准） 

校企合作共建专业、共设课

程、共编教材、共同制定人才

培养制度和标准。人才培养制

度与标准以实际工作岗位需

求为基础，建立行业企业参与

的教学质量监控，对人才培养

进行科学评价。 

1.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教学人才培养计

划、教育部职业教育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教

学资源库建设工作。 

2.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北京劳动保障

职业学院在 2016.6 北国家教育部、民政部、

国家卫计委评委“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示范

点”。 

3. 全国民政行指委秘书处所在单位——北

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 2015年以来承担了教

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委托的 2个老

年服务与管理专业《教学标准》《顶岗实习

标准》的开发工作。 

 

建立一套完善的人才培养模式与评

价标准（人才培养方案、岗位标准、

专业教学标准、企业师傅标准、课

程标准、实训基地标准等）和开放

化评价体系（质量监控标准等），

包括校内评价和企业、社会评价。 

4.师资队伍（教学团

队、“双导师”制） 

加强专兼职结合的师资队伍

建设，完善双导师制，明确双

导师职责和待遇，建立灵活的

人才流动机制。 

1.学院已与多家企业建立了教师挂职锻炼

的长效机制； 

2.聘请 30多位企业一线工作者到学校任

教。 

行业企业联合培养专业教师，提高

专业教师双师素质，打造一支整体

实力强、教学水平高的双师结构专

业教学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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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管理制度（建立健

全教学管理、考核评

鉴与督查制度） 

修订校企合作运行管理制度

及办法，规范校企合作行为推

进合作双方的共促共赢 

1.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教育教育管理制

度（汇编） 

2.老年福祉学院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建设

（如，学生见习实习（利用寒假、暑假组织

的“百名学生深入百村”社会实践和社会服

务活动）管理办法；学生跟岗实习管理办法；

学生顶岗实习管理办法等） 

形成与现代学徒制相适应的教学管

理和运行机制，完善试点工作的保

障机制，加强对试点工作的组织领

导，制定多方参与的教学管理、考

评监督制度 

6.教学资源共建共享 

校企合作，共同推进实训设

施、数字化资源共建共享，完

善数字化平台等资源建设，促

进优秀企业文化与学院文化

互通互融。 

1.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工

作 

2.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民政部培训中

心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教学资源库平台 

建成完善的数字化教学平台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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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试点项目实施步骤与责任主体 

 

具体实施步骤 责任主体 

2015 年 9月至 2016年 8月： 

1.开展养老人才培养的综合改革现状调研，形成实施文件。 

2.寻找合作伙伴形成分工，并签署合作协议。 

3.设计综合改革方案。包括理念、思路、途径与方法等。 

4.2015年参加高考学生中，实行现代学徒制下学校和合作企业（2个）单独

自主招生招工工作。 

5.在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先行试行综合改革。 

6.撰写项目初期研究报告，并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发表相关研究论文。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 

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 

北京北大方正软件技术学院 

北京泰康之家养老投资有限公司 

山东颐合华龄养老咨询有限公司 

河北仁爱养老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绿康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 

 

2016 年 9月至 2017年 8月： 

1.在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先行试点的基础上，进一步修改完善综合改革方

案。 

2.建立保障机制，包括管理体制、成效评价、管理办法等。 

3.2016 年参加高考学生中，实行现代学徒制下学校和合作企业（50 个）单

独自主招生招工工作。 

4.撰写项目中期研究报告，发表研究论文。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 

河北仁爱养老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颐合华龄养老咨询有限公司 

浙江绿康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万科·幸福家社区养老中心 

北京金隅养老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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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9月至 2018年 8月： 

1.在行业有条件的职业院校养老服务与管理专业推广实施跨专业综合教学

改革。 

2.项目首批养老服务与管理专业毕业生就业，完成人才质量报告与项目结项

报告。 

3.撰写项目最终研究报告，发表研究论文。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民政部办学） 

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办学） 

北京北大方正软件技术学院（企业办学） 

行业内具备养老服务与管理专业要求的其他部分职业

院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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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试点项目保障措施 

保障措施（包括支持政策、经费投入、师资队伍建设、实训基地建设等，可附

有关文件） 

1.支持政策 

民政部高度重视养老服务业人才队伍建设工作，支持现代学徒制试点，即

将出台有关政策。全国民政行指委做出决定,支持老年专业指导委员会积极开展

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学院对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现代

学徒制改革给予制度保障。老年福祉学院设置了教学管理、人事管理、经费管

理等相关制度规定，能够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 

2.经费投入 

2.1项目实施的经费投入实行校企共同投入的机制。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

批准立项了一批专业建设提升工程项目，其中包含该项目负责人杨根来教授主

持的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现代学徒制项目，支持资金 15万元。 

2.2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和老年福祉学院对项目给予教学改革项目经费

支持。 

2.3合作企业承担学徒工作补贴、部分师资补贴等合作中所必需的支出。 

与河北仁爱养老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山东颐和华龄养老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浙江绿康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署了《“河北仁爱”奖金捐助协议》《“浙

江绿康”奖金捐助协议》、、《“山东颐和华龄”奖金捐助协议》，并为学徒

制的学生提供奖助学金等 5年综合约（以实际人数确定）130万。 

3.师资队伍建设 

依托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老年福祉学院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建立具备

高素质的师资团队——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老年人护理方向）建设指导委员

会和专家咨询委会，现有校内专职教师 16 人，校外兼职教师 31 人。专任教师

中，教授 5人，副教授 7人，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的教师比例为 95%。项目实施

的合作单位具有经验丰富、技术高超的一线技术能手，具备担任师傅的能力和

水平。双方师资团队可以实现有效的互补和融合。 

4.实训基地建设 

目前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依托“全国老年产业与教育联盟”的良好合作平

台，仅仅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老年福祉学院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的校外实训

基地截止 2014年底就达 32个，遍布全国近 20个省市，校内实训中心建设也在

进行之中。本项目合作单位具备良好的设施设备条件，能够满足实训、实习、

教学的需要。 

5.试点牵头单位组织建设 

2014 年 9 月初，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在原社

会福利系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的基础上组建了老年福祉学院。老年福祉学院是

遵循现代职业教育理念，按照多元化投资主体、依法共建、全新运行模式建立

起来的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为一体的、开放式、教学研一体、产

教融合、校企合作的现代养老职业教育实体，是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

代职业教育的决定》精神，由院校、行业、企业、科研机构、宣传机构和社会

组织等共同组建的养老职业教育集团。老年福祉学院开设的老年服务与管理专

业，为中央财政重点支持专业，多年来为养老服务输送了大量的专业人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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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开展提供很好的专业建设基础。 

老年福祉学院进行了前期的理论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近年来，老

年服务与管理专业获得多项部级课题立项，《养老服务专业人才队伍现状普查

及发展对策研究》2011 年获得民政部课题立项；2012 至 2013 年，老年服务与

管理特色专业建设项目获得教育部立项支持；2014 年，养老护理实训设备购置

项目获得财政部立项支持。在项目支持下，本专业建设成效显著，在人才培养

质量、师资团队素质、课程及教材建设等方面走在全国各院校的前列。这些成

果既是前期实践探索的总结，也为今后教育教学综合改革提供了理论指导。这

为养老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推行现代学徒制奠定了组织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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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预期效果与应用推广 

 

 

成果形式 

（1）形成一套具有首都特色、推广价值的养老服务和管理专业人

才培养方案，经教育行政部门审核之后，在职业院校推广使用。 

（2）形成具有个性化、差别化的养老服务和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技

术文件：专业点的建设标准和布局、教学实训基地的标准和共享、跨

学科多专业校内外兼职的师资队伍培养体系、教材的开发和使用、具

有使用性和社区特色的课程体系、教学效果和人才培养模式综合改革

效果的检验和评价机制。 

（3）增强师生适应社会需求、服务民生的意识，提高教师合作研

发能力和教育教学改革能力。 

（4）使培养的学生专业认知程度得到提高，岗位胜任力进一步增

强。 

 

预期推广 

（1）通过政企社行协同、产教深度融合，改革养老服务和管理专

业教学管理运行机制，形成中国现代养老职教集团运作模式，构建适

应首都和全国养老人才培养新模式，带动高职院校养老人才培养模式

的整体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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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强系列专业建设，提高养老人才培养数量及专业化水平。 

（3）联合全国民政行指委，体现辐射示范作用，将改革成果应用

于其他高校，提升相关专业办学水平。 

 

应用范围 

（1）开设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的主要高职学校（约 20所左右）。 

（2）养老服务业社会养老服务机构、社会福利院、敬老院、光荣

院、护理院等（约 50家左右）。 

（3）参加现代学徒制学习的学生与家庭（约 300人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