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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教育办公室编                 2017年 5 月 17 日 

 

新疆和田地区中职学校 

骨干教师培训班顺利开班 

为认真贯彻落实教育部“援疆学科建设计划”和天津市

教委关于教育援疆的具体精神，我校于 2013 年 6 月接受新

疆和田地区教育局的委托，从 10 月起，对来自和田地区中

等职业学校的 74名骨干教师开展为期一年的专业培训。 

 

2013 年 10 月 11 日，“新疆和田地区中职学校骨干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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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班开班仪式”在天津职业大学举行。天津职业大学党委

书记刘文江、天津市教委副巡视员徐广宇、天津职业大学纪

检委书记徐秀琴、新疆和田地区教育局副局长臧佩铸和天津

市教委语言文字与民族教育处处长王长海出席了开班仪式，

天津职业大学继续教育管理中心主任张小文主持仪式。 

 

会上，刘文江书记首先代表天津职业大学对各位来宾及

受训教师表示热烈欢迎，并简要介绍了我校的基本情况和我

校为承接本次培训所做的工作。接着，臧佩铸副局长代表新

疆和田地区教育局对天津市教委及我校对当地的无私援助

表示衷心感谢，他介绍了天津市支援和田地区职业教育发展

项目的有关情况以及和田地区的教育现状，并要求受训教师

一定要珍惜学习机会，勤于钻研，为和田地区今后的教育改

革打好基础。然后，本次培训教学部门的教师代表和受训教

师代表做了简短发言，分别表示会认真组织教学和珍惜此次

学习机会。最后，徐广宇副主任表达了市教委对本次培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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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重视，他勉励学员要努力学习新的职教理念和专业技

术，并预祝培训圆满成功。 

这次培训是继去年 11 月，天津市教委邀请和田地区 18

名职业教育骨干教师来津短期培训后的又一次更大规模的

援疆活动。我校将联合天津广播电视大学、北辰中等职业技

术学院、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和昌吉职业技术学院共同完

成本次培训。（继教中心 时间：2013-10） 

新疆和田地区师资培训公共课第一讲 

 

主讲人：董刚（继教中心 2013-10-15） 

继教中心为和田培训教师开放自习室 

根据市教委工作部署，我校承接了新疆和田地区中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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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教师培训任务。为了更好地满足培训教师的学习需求，确

保教学培训工作顺利进行，继教中心将开放四教 103 机房作

为和田地区培训教师的自习室。经过前期的准备与调试，机

房的 28台计算机已可以正常上网和运转。机房将从 10 月 28

日起正式开放，开放时间为每周一至周四，每晚 7:00至 9:00。

此外，继教中心将有专门老师在机房开放时间负责值班。（继

教中心 时间：2013-10-25） 

继教中心组织和田培训教师下企业参观 

2013 年 11 月 8日，继教中心组织新疆和田地区的 43 名

老师赴华苑进行实地参观。当日，老师们先后参观了智慧山、

三安光电、力神电池和天地伟业等 4 家企业。 

 

在智慧山，解说员向老师们介绍了最新科技发展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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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展示了 3D打印机和 3D电影等现代科技成果；在三安电

力和力神电池，老师们换上专业的防尘工作服，进入车间，

实地考察了 LED屏和电池的生产流程，体验了恒温恒湿的工

作环境；在天地伟业，解说员向老师们介绍了公司发展历程、

取得的成果以及企业文化，还带领老师们参观了企业的市内

办公环境。 

 

此次参观作为公共实践课程的内容之一，获得了新疆老

师的一致好评，老师们认为，通过企业参观，开拓了视野，

增长了见识。（继教中心 时间：2013-11-11） 

新疆和田地区师资培训步入新阶段 

新疆和田地区师资培训（以下简称“新疆培训”）自开

班以来进展顺利，目前已进入培训第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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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培训于去年 10 月正式开始，第一阶段培训任务已

于去年年底之前全部完成。今年开学初，培训重点转移到第

二阶段暨进一步深入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方面，进一步加大

了实训课程的比例，同时要求每位学员取得与专业相关的职

业资格证。 

 

此外，本学期不仅为新疆学员开设了扎染、蜡染、编织、

面塑、工程材料与加工成形、酒水知识与操作技巧、插花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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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汽车整车综合拆装实训等专业课程，还新开设了汉语水平

测试辅导、CAD制图等通识课程。培训预计将于 7月初结束。

（继教中心 时间：2014-04-08） 

天津职业大学学生入选西部计划志愿者 

日前，天津职业大学电信学院 2012 级计算机应用技术

专业学生丁广义同学参加了 2015 年天津市大学生志愿服务

西部计划行前培训会，他将于近日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从事

基层社会管理工作，开展为期一年的志愿服务工作。 

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是由共青团中央、教育部、组织部

门、人事部门于 2003 年根据国务院有关要求共同组织实施

的。按照公开招募、自愿报名、组织选拔、集中派遣的方式，

每年招募普通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到西部基层开展教育、

卫生、农技、扶贫等志愿服务。天津职业大学自 2003 年开

始号召学生志愿服务西部，共选送 21 名优秀学生志愿服务

西部，展现了该校学子甘于奉献、立志成才、以我所学、回

报社会的优良品格。（时间：2015-09-02 来源：天津日报 作

者：张颖 责任编辑：平宇川）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九师爱眼护眼公益活
动取得圆满的成功 

8 月 23 日，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工信部、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国总工会财贸轻纺烟草工会、中国轻

工业联合会、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九

http://www.tianjinwe.com/edu/xwzx/201509/t20150902_8865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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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中国眼镜协会指导、主办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九师爱

眼护眼公益活动在九师医院举行。 

公益活动现场由全国总工会财贸轻纺烟草工会巡视员

王新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九师副师长吕国柱进行揭牌仪

式，意味着九师医院眼科验光配镜中心正式成立，它对推动

新疆塔额地区眼健康水平提升将起到有效促进作用，是提高

眼科整体诊疗水平一个良好的助推器。揭牌仪式后，北京同

仁验光配镜中心技术总监唐萍、天津职业大学眼视光工程学

院院长高雅萍为第九师医院医生护士进行了爱眼护眼和视

光专业的技术讲座。活动当天下午，中国眼镜协会视光师专

委会秘书长刘多宁、北京同仁医院同仁验光配镜中心技术总

监唐萍、天津职业大学眼视光学院副院长张荃对当地群众进

行了免费的眼科检查、验光活动，得到了当地群众的热烈欢

迎，专家们认真耐心的为他们解释各种问题，一直到晚上 21

点多还有群众在排队等候，义诊人数近 200人次。为了保证

验光后的眼镜能够正确的加工定配，专家们一直耐心帮助医

院工作人员，对他们进行镜片加工等方面的技术指导，直到

凌晨 3、4 点钟才回去，对于行业专家默默奉献、不求回报

的精神得到了九师医院全体人员的一致肯定。（来源：中国

眼镜协会网站 时间：2015-9-7） 

现代学徒制暨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 

改革观摩交流会圆满结束 

http://www.wenzhouglasses.com/
http://www.wenzhouglass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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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9月 28日，全国职业院校现代学徒制项目启动、

建设、目标与实施方案暨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观摩交

流会圆满结束，来自内蒙古、广西、河北、西藏、新疆等地

17 所职业院校的 40 位老师参加了培训。 

 

本次培训 26 日开始，老师们就现代学徒制的宏观政策

解析、案例分析等内容与授课专家进行了交流，天津现代职

业技术学院李国桢院长还详细介绍了“海鸥学徒制”的实践

经验；会议期间，与会教师还参观了酒店实训基地、汽车实

训中心、化工实训室和机械加工中心等实验实训场所。 

与会教师认为这次研修很有意义，了解到现代学徒制及

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的前沿思想和动态，不虚此行，很多

参会教师希望能到我校进行更深入地学习和交流。（继教中

心 时间：2015-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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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大教师被选派为第九批援疆干部 

近日，天津职业大学继续教育中心副主任张小文被选派为

天津市第九批援疆干部，赴新疆和田地区支援当地职业教育

发展。张小文作为本次

天津市从高校选派的

两名干部之一，将协助

和田地区建立当地第

一所高校——和田职

业技术学院，并担任学

院副院长，负责学院教学管理工作。据了解，张小文所援建

的和田职业技术学院，是和田地区“十三五”规划的重要项

目，也是本市援建新疆工作的重要内容。图为天津职业大学

领导与张小文亲切话别。（时间：2016-12-07 来源：天津日

报 作者：张颖 责任编辑：平宇川） 

天津职业大学协助和田地区建立 

第一所高校 

  近日，天津职业大学继续教育中心副主任张小文被选派

为天津市第九批援疆干部，赴新疆和田地区支援当地职业教

育发展。张小文作为本次天津市从高校选派的两名干部之

一，将协助和田地区建立当地第一所高校——和田职业技术

学院，并担任学院副院长，负责学院教学管理工作。据了解，

张小文所援建的和田职业技术学院，是和田地区“十三五”

http://www.tianjinwe.com/edu/xwzx/201612/t20161207_1084724.html
http://www.tianjinwe.com/edu/xwzx/201612/t20161207_10847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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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的重要项目，也是天津市援建新疆工作的重要内容。来

源：和田网 时间：2016-12-08） 

职教作“红娘”万里结“姻缘” 

“有什么需要我们学校提供帮助的，请尽管说，我们会

尽全力做好。”见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自治区职教办主任高志敏，天津职业大学校长刘斌热情地

说。 

如何进一步提高双师型教师素质，是当前新疆职业教育

发展中需要迫切解决好的课题。全国职业教育活动周期间，

新疆政府代表团来到天津，寻求深度合作、共同培训双师型

教师的“良方”。 

“新疆是‘一带一路’核心区，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

大，对各类职业技能人才需求旺盛。”高志敏希望，天津职

业大学能够加大培训新疆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的力度。刘斌

也表示，将全力支持新疆职业院校教师培训工作，为提升职

业教育软实力作贡献。 

据了解，经过这些年的努力，新疆职业教育有了长足发

展，职业院校在硬件建设方面与内地职业院校的差距进一步

缩小。但由于种种原因，新疆职业教育在师资特别是双师型

教师这个软件上，还与内地院校存在不小差距，专业教师整

体素质尚不能完全满足发展需要。 

“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需要硬件和软件共同提升，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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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存在短板，都会影响职业教育健康发展。”高志敏说，

“因此，我们希望在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培训方面进一步加

大力度、扩大范围，进行深度合作。” 

从 2009 年起，天津职业大学就开始为新疆职业院校培

训化工专业方面的双师型教师，到目前已达到 1000 余人。

高志敏对此表示感谢，但他也希望天津职业大学能进一步扩

大培训范围和人数，以满足新疆职业院校更多专业对双师型

教师的需求。高志敏表示，自治区职教办愿意为此“牵线搭

桥”，当好“红娘”。 

刘斌对天津和新疆跨越万里的合作充满信心。他表示，

不仅新疆可以选派教师前来天津职业大学培训，学校还愿意

组织培训团队，前往新疆职业院校开展“送培训”上门，让

新疆教师在家门口就能接受到优质培训。 

“我们现在结成了‘亲戚’，以后要多多走动，越走越

亲。”离开时，高志敏高兴地说。 

全国职教活动周期间，新疆职教办有关负责人还将赴山

东济南、青岛，以及广东深圳、四川等地的教育部门和职业

院校，开展双师型教师培训合作洽谈，拓展师资培训基地。

高志敏表示，新疆希望通过搭建更广阔的培训平台，采取“请

进来、走出去、分层次、分类型、多模式”的办法，全面有

序推进双师型教师培训，助力新疆职业院校提升“软实力”。

（刊于 2017 年 5月 10 日《中国教育报》第 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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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大学受赠新疆非遗工艺项目 

 在第 24 届津洽会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1 世纪

最后的丝绸手工制作工艺”——艾德莱斯绸引起了参观者的

关注。为表达和田人民对天津人民援疆工作的感激之情，将

艾德莱斯绸作

为津和两地人

民深厚友谊的

历史见证，经天

津市援疆前方

指挥部的搭桥

协调，5月15日，

参展企业、新疆依科林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向天津职业大学捐

赠艾德莱斯绸手工织布机一台，送上“津和手牵手，民族一

家亲”深深的祝福。 

  捐赠仪式上，工匠艾麦尔现场演示了艾德莱斯绸制作工

艺，天津职业大学艺工学院部分同学参与学习了手工操作织

布机的流程。天津职业大学校长刘斌表示，艾德莱斯绸工艺

落户天津职业大学，必定为传统文化传承、培育工匠精神、

促进民族文化交流发挥重要作用。学校将进一步传承好传统

工艺，丰富和加强设计类、服装类专业建设，继续做好援疆

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带动一批职业学校，促进产教融合、校

企合作，提高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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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捐赠活动，是艾德莱斯绸出天山的延伸，是津和两

地交流交往交融的载体，是民族团结一家亲的见证，双方将

通过不懈努力和精心呵护，让这朵民族团结之花精彩绽放、

常开常新。 

近年来，天津

职业大学深入贯彻

落实市委、市政府

扶 贫开 发部 署要

求，充分发挥国家

示范校引领和辐射

作用，受新疆和田地区教育局的委托，已面向当地 5 所中高

职学校完成了加工制造、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民族工艺

和建筑装修装饰等 5 大类专业为期一年的师资培训班，累计

培训师资 100余名；承担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九师医院医

护工作人员验光配镜技能培训、鉴定，以及面向社会开展眼

科检查验光等工作，开展义诊人数近 200人次，培训人次 100

余人次，获得市政府民族团结先进表彰。（时间：2017-05-17 

来源：天津日报 作者：张颖 责任编辑：平宇川） 

津洽会艾德莱斯绸织机落户天津职大 

和田日报天津讯 （记者 陈玉军）来自新疆和田吉亚“艾

德莱斯绸之乡”的七旬老工匠现场演示艾德莱斯绸手工编织

工艺。津洽会上，这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1 世纪最

http://www.tianjinwe.com/edu/xwzx/201705/t20170517_114878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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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丝绸手工艺”一经亮相便引起了参观者极大的关注。为

表达对天津援疆的感激之情，为津和两地人民深厚友谊留下

历史见证，经天津市援疆前方指挥部搭桥协调，参展企业新

疆依科林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决定将亮相津洽会的绸织机捐

赠给天津职业大学。 

捐赠仪式于 15日下午在天津职业大学举行。近年来，天

津职业大学充分发挥国家示范校引领和辐射作用，已面向和

田 5 所中高职学校完成了加工制造、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

民族工艺和建筑装修装饰等 5 大类专业为期一年的师资培

训，累计培训师资 100余名；承担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九

师医院医护工作人员验光配镜技能培训、鉴定，以及面向社

会开展眼科检查验光等工作，开展义诊人数近 200 人次，培

训人次 100余人次，获得天津市政府民族团结先进表彰。校

长刘斌在讲话中表示，艾德莱斯绸传统手工工艺落户天津职

业大学，必定为传统文化传承、培育工匠精神、促进民族文

化交流发挥重要作用。学校将进一步传承好传统工艺，丰富

和加强设计类、服装类专业建设，同时针对和田立足精准帮

扶，继续做好促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提高教育教学和人

才培养质量等方面的工作。 

天津援疆前方指挥部副总指挥、和田地区行署副专员、

天津市国土房屋局副局长许南指出，此次捐赠活动，是“艾

德莱斯出天山”的延伸，是津和两地交流、交往、交融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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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载体，是民族团结一家亲的见证。希望双方通过不懈努力

和精心呵护，让这朵民族团结之花常开长盛。（ 信息来源：

和田日报 发表时间：2017/5/17） 

艾德莱斯绸织机落户天津职业大学 

津洽会上，来自新疆和田

吉亚“艾德莱斯绸之乡”的七

旬老工匠现场演示艾德莱斯

绸手工编织工艺，这一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21 世纪最

后的丝绸手工艺”一经亮相便引起了参观者极大的关注。经

天津市援疆前方指挥部协调，和田代表团决定将亮相津洽会

的绸织机捐赠给天津职业大学。5月 16 日下午，捐赠仪式在

天津职业大学举行。（东方头条 时间：05-17 记者陈玉军摄

影报道 责编：孙一凡（实习生）、魏炳锋) 

 

报：学校党委，校领导。 

送：办公室，宣传部，继教中心，各学院。 

发：各学院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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