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海南旅游职业教育的龙头学
校，专业建设是学校培养人才的根基。

海南省旅游学校依据海南省旅游
业发展需求设置专业。目前设有旅游
服务与管理系、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
理系、高尔夫体艺系、烹饪系、旅游财
会系等8个系部，该校的中文导游、高
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中西餐烹饪与
营养膳食、休闲服务（高尔夫）等4个
专业被列为国家重点示范建设专业。
同时，学校还分别与海南师范大学旅

游学院、海南热带海洋学院旅游管理
学院联办了“3+4”项目本科教育，与
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联办了“3+2”连
读、“3+2”分段项目大专教育。

在设施设备建设上，学校按照国
家示范性学校的标准配置，建有导游
实训基地、酒店实训基地、烹饪实训基
地、高尔夫实训基地等。

与专业发展同步的是，海南省旅
游学校积极打造“双师型”教师队伍，
推动“双师三格（品格、风格、升格）”师

资培养工作。学校以服务社会能力为
突破点，以项目研发实践为提升点，形
成了一支以7名专业带头人为龙头、
88名骨干教师为中坚的“师德高尚、
内外双修、德技双馥、甘于奉献”的“双
师”团队。

据了解，学校现有专任老师217
人，其中硕士研究生导师1人、研究生
学位24人、高级职称50人、中级职称
112人、骨干教师93人，“双师型”教师
182人，其中1人是全国旅游职业教育

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12人分别是海
南省中职学校导游专业学科带头人或
旅游外语工作室、语文工作室、德育工
作室、班主任工作室成员。

2014年以来，学校共选派4名骨
干教师出国深造、选送58名教师参加
国家级和省级培训、派出179人次参
加省内各项培训。聘请能工巧匠39
人为兼职教师，105人取得高级以上
职业资格证书，91%的专业教师完成
企业实践培训。

精品教育 | 建设“双师”型教师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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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年来专注旅游业，高质量办学

省旅游学校：为旅游业输送实用人才

在海南旅游业界，很

难不遇上海南省旅游学校

的毕业生，尽管这所学校

建校仅19年。

19年间，这所学校为

海南培养了2万多名旅游

应用型专业人才，培训了

近2万名旅游从业人员；

入选原国家旅游局全国旅

游职业院校校企合作示范

基地；成为全国首批、我省

唯一的全国旅游职业教育

教学指导委员会“景区服

务与管理”专业委员会主

任委员单位……

“取得这样的成果缘

于我们一直专注于旅游专

业办学，只有办出特色，海

南省旅游学校才有生命

力。”海南省旅游学校校长

陈春福说，近年来学校坚

持走内涵发展之路，积累

了丰富的办学经验，探索

出“专家引领、产教融合、

校企合作、资源共享”办学

新模式，形成了良好的教

风、学风和校风。

■ 本报记者 许春媚

“用非一流的生源，培养出社会实
用型人才。”海南省旅游学校校长陈春
福用这样一句话概括了学校的特色。

为了唤起学生的专业学习兴趣
和热情，省旅游学校在公共基础课和
专业理论课教学中积极推行“师生互
动、高效有趣”小组合作探究教学模
式，在专业实训课教学中推行以项目
教学为核心的行动导向教学法，坚持

“教、学、做”合一的教学原则，大力倡
导任务教学法，大量运用案例教学

法、模拟教学法、角色扮演教学法、场
景教学法等适合中职学生特点的教
学方法。“在做中教、在做中学”，理论
实践一体化，省旅游学校的特色教学
方法增强了专业课教学的针对性和
实效性，提高了教育教学质量和学生
专业技能水平。

“我们是一所旅游职业学校，培养
人才坚持‘三个区别’，即区别于普通高
中的教学，以综合素质的培养区别于专
门培训机构，以旅游文化素养的塑造区

别其它职业院校。”陈春福说，学校除了
用德育引导学生改正陋习，用专业课程
教会学生一门旅游技能外，还要求每个
学生报读兴趣班，参加一个社团，用以
提高自身的综合素养。”

“学生全员参加社团活动，是学
校办学的特色之一。”陈春福说。近
年来，为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省旅游
学校社团活动实现了班级、学生全覆
盖。“目前学校共有摄影、跳舞、礼仪
等几十个社团，让我们的学生在掌握

专业技能的同时，还拥有其他才艺和
特长，以期能够在以后的旅游服务中
不仅做到让游客满意，还能带给游客
惊喜。”省旅游学校团委书记林方菁
表示。

省旅游学校有近40位教职员工担
任学校社团指导教师。目前，该校共开
设了40个学生社团，主要有礼仪队、舞
蹈队、调酒社等，其中礼仪队还入选了
共青团中央学校部编著的《全国中等
职业学校优秀学生社团100例》。

学做结合 | 培养社会实用型人才

海南省旅游学校位于海口江东新区。

景校合一 | 建设旅游特色校园
走进海南省旅游学校大门，左侧

教学楼一楼一处挂着“游客中心”的大
厅很是显眼。这是景区还是学校？

“我们正在创建我省首家校园型A
级景区，将校园建设和旅游景区融为一
体，即‘景校合一’建设。”陈春福告诉海
南日报记者，学校的办学定位决定了学
校教育必须契合旅游专业学校的特色，
同时，还要发挥全国旅游职业教育教学
指导委员会景区服务与管理专业分委
会设立在学校的作用。“目前，我省众多

A级景区中，还缺少校园型景区，省旅
游学校打造校园型景区，可以填补全省
景区产品的空白，起到引领示范作用。”
陈春福说。

据介绍，省旅游学校建设的校园
型景区由优美的校园环境、类型多样
的旅游职业教育实训场地和教学实训
设施以及丰富的校园文化等构成。

省旅游学校的校园景区硬件建设
极具特色。如酒店文化博览馆，它将
教室、实训、博览馆的功能一体化，馆

内不仅通过图文、声像展示各种酒店
的类型、特色、发展历史等，而且还展
示酒店的前厅、客房、餐厅等设备和器
材。客房理论实训一体化教室的设计
更为新颖，这是按照酒店标准客房布
置的教室：床铺、衣柜、卫生间一应俱
全，甚至连地板都由不同材质构成。

“脚下有不同材质的地板，柜子里有不
同类型的清洁剂，这种情景式、零距离
的代入式教学，能让学生主动获取专
业知识。”省旅游学校高星级饭店运营

与管理系主任梁宗晖说，客房理论实
训一体化教室的建设将教室功能和实
训功能合二为一，酒店文化博览馆又
将教室功能、实训功能、博览馆的功能
合三为一，在面积有限的校园里，用有
限的空间实现多种功能，也突出了旅
游学校的专业特色。

据了解，除了酒店博览馆，省旅游
学校还打造了海南黎苗文化博览馆、
烹饪博览馆、校史馆、生产性咖啡实训
基地等旅游职业教育实训场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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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为落实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省委
七届五次全会关于推动乡村振兴和打
赢脱贫攻坚战的部署要求，进一步推
动我省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旅游业发
展，帮助贫困村的村民脱贫致富，10月
29日，由海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主办，海南省旅游学校承办的2018民
族乡村旅游民宿管理第三期培训班在
海南省旅游学校开班。

据了解，本期培训班为期7天，32
名学员来自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的草
南村、南坵村。草南村、南坵村为琼中
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培训班设置现
场教学、实地考察、学员互动交流等环
节，培训内容涉及乡村旅游突发事件
处理、食品安全与卫生、旅游礼貌礼仪
知识与训练、乡村旅游规划创意和发
展、中餐宴会摆台理论知识与实操、乡
村旅游导游艺术与实训、旅游民俗体
验、客房理论知识与实操、环境保洁等
课题。

海南省旅游学校校长陈春福说，
乡村旅游民宿管理培训由政府、学校、
乡村三方共同组织开展，探索海南省

“政、校、村”乡村旅游教育扶贫的新模
式。到目前为止，已连续举办三期培
训班，前两期培训班的108名学员均
来自全省少数民族特色村寨。陈春福
认为，培训班的举办对海南省少数民
族地区旅游教育扶贫，以及民族地区
乡村旅游振兴，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学校将调配全校最优质的师资力量为
学员们提供最优质的教学服务，还将
选择合适时机组织专业教师送教下
乡，服务民族乡村旅游发展。

（本报海口11月7日讯）

开办乡村旅游民宿
管理培训班
助力海南旅游教育扶贫

■ 本报记者 许春媚

1 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
2 全国首批、我省唯一的全国旅游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景区服务与管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单位
3 全国旅游职业院校校企合作示范基地
4 海南省旅游行业从业人员培训基地
5 国际旅游岛建设应用型人才培养基地

6 全省中职学校重点特色专业导游服务公共实训基地
7 海南省中高职本科分段培养试点学校
8 海南省优秀就业学校
9 导游专业被评为全国职业院校旅游类示范专业点
10《导游服务“FACE型教学做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荣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学校
荣誉

数读
建校 19 年，为

海南培养了 2 万多
名应用型旅游专业
人才，培训了近 2万
名旅游从业人员

海南省旅游学校2000多名新生
进行素质拓展训练展示。

（本版图片均由海南省旅游学校提供）

校企合作 | 良性互动形成机制
如果说就业是职业教育的生命

线，那么校企合作就是为这条生命线提
供给养。省旅游学校按照“校企融合，
全程育人”的建设目标，建立校企合作、
工学结合运行机制，成立校企合作工作
委员会、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与30家
企业签订合作协议，建立了学校与企业
之间的良性互动长效机制。

省旅游学校把传统的“招生就业

办”改制为“校企合作与就业办”，从而
把校企合作工作列入了常规工作范
畴，充分利用企业的管理资源、设备设
施资源等，促进了学校的教学质量和
就业质量同步提升。

同时，学校吸纳8家著名酒店、2家
景区等企业进入校园，建成实景客房8
间、海南旅游文化博览馆1间，酒店文化
博览馆1间，与企业深度合作培养人才。

此外，“将课堂搬到企业，让学生进
入角色”，是省旅游学校在校企合作人才
培养中的又一新招。省旅游学校每年安
排学生到企业参加实践活动，不断提高
学生的专业和社会实践能力，缩短学生
的就业适应期，使学生毕业后就能顶岗。

目前，省旅游学校与喜达屋集团、
天域度假酒店、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
区、呀诺达雨林文化旅游区、南山文化

旅游区、上海唐宫餐饮集团等50多家省
内外大型知名企业开展校企合作。由于
合作机制灵活、合作企业多、就业岗位
多，因此出现了毕业生供不应求的局面。

目前，海南省旅游学校有2万多
名毕业生服务于全省高星级酒店、旅
行社和主要旅游景区，大多数人成为
行业内的骨干力量。

（本报海口11月7日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