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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生成长
（一）团队创新作品

1.2017 年“创客空间”创意创新作品收集汇总表

（1）脱胎漆器创意工坊

编码 专业类别
作品名

称
作者 班级 指导老师 销售价（元） 作品照片

A2017001-A2017012 漆艺
漆印章

（3*3）

范美娟、林鹏

斌
14 漆画 张合、林帆 500/个

A2017012-A2017015 漆艺
漆印章

（4*4）

范美娟、林鹏

斌
14 漆画 张合、林帆 800/个

A2017016-A2017017 漆艺
漆印章

（5*5）

范美娟、林鹏

斌
14 漆画 张合、林帆 100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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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软木画创意工坊作品

编码 专业类别 作品名称 作者 班级 指导老师 销售价（元） 作品照片

B2017001 软木画 《村落》小 陈亮 14软木画 陈君锟、林琳（大） 500

B2017002 软木画 《渔村》小 陈亮 14软木画 陈君锟、林琳（大） 500

B2017003 软木画 《榕城风光》小 雷鑫 14软木画 陈君锟、林琳（大）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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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017004 软木画 《土楼》小 雷鑫 14软木画 陈君锟、林琳（大） 500

B2017005 软木画 《小桥流水》小 翁佳健 14软木画 陈君锟、林琳（大） 500

B2017006 软木画 《闽都古韵》大 翁佳健 14软木画 陈君锟、林琳（大） 650

B2017007 软木画 《山桥》 大 石民源 14软木画 陈君锟、林琳（大） 650

B2017008 软木画 《山涧》 大 石民源 14软木画 陈君锟、林琳（大）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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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017009 软木画 《镇海楼》 小 方月玲 14软木画 陈君锟、林琳（大） 500

B2017010 软木画 《武夷风光》小 方月玲 14软木画 陈君锟、林琳（大） 500

B2017011 软木画 《河畔》大 王梦琪 14软木画 陈君锟、林琳（大） 660

B2017012 软木画 《拱桥》 大 王梦琪 14软木画 陈君锟、林琳（大） 800



5

B2017013 软木画 《锦绣山河》大 李荥熙 14软木画 陈君锟、林琳（大） 800

B2017014 软木画 《水中亭》小 李荥熙 14软木画 陈君锟、林琳（大） 500

B2017015 软木画 《树下亭》 邹长铖 14软木画 陈君锟、林琳（大） 700

B2017016 软木画 《石抱树》 邹长铖 14软木画 陈君锟、林琳（大） 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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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脱胎漆器创意工坊

序号 作品编码
作品

类别
作品照片 作品名称

作品

材质
创作者 所属工坊名称

指导

老师

1 20180101 漆艺 漆建盏 电烧建盏 吴鸿鹄 髤和堂漆艺工坊 张合、林帆

2 20180102 漆艺 漆建盏 电烧建盏 鄢美婷 髤和堂漆艺工坊 张合、林帆

3 20180103 漆艺 漆建盏 电烧建盏 彭静 髤和堂漆艺工坊 张合、林帆

4 20180104 漆艺 漆建盏 电烧建盏 王炜 髤和堂漆艺工坊 张合、林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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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180105 漆艺 漆建盏 电烧建盏 邵亚平 髤和堂漆艺工坊 张合、林帆

6 20180106 漆艺 漆建盏 电烧建盏 高妍 髤和堂漆艺工坊 张合、林帆

7 20180107 漆艺 漆建盏 电烧建盏 陶美玲 髤和堂漆艺工坊 张合、林帆

8 20180108 漆艺 漆建盏 电烧建盏 曹芳 髤和堂漆艺工坊 张合、林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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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0180109 漆艺 漆建盏 电烧建盏 陈霞 髤和堂漆艺工坊 张合、林帆

10 20180110 漆艺 漆建盏 电烧建盏 杨丽琴 髤和堂漆艺工坊 张合、林帆

11 20180111 漆艺 漆建盏 电烧建盏 吴鸿鹄 髤和堂漆艺工坊 张合、林帆

12 20180112 漆艺 漆建盏 电烧建盏 鄢美婷 髤和堂漆艺工坊 张合、林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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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20180113 漆艺 漆建盏 电烧建盏 彭静 髤和堂漆艺工坊 张合、林帆

14 20180114 漆艺 漆建盏 电烧建盏 邵亚平 髤和堂漆艺工坊 张合、林帆

15 20180115 漆艺 漆建盏 电烧建盏 王炜 髤和堂漆艺工坊 张合、林帆

16 20180116 漆艺 漆茶盘 木胚茶盘 陈霞、曹芳 髤和堂漆艺工坊 张合、林帆



10

17 20180117 漆艺 漆茶盘 木胚茶盘
高妍、陶美

玲
髤和堂漆艺工坊 张合、林帆

18 20180118 漆艺 漆茶盘 木胚茶盘
彭静、鄢美

婷
髤和堂漆艺工坊 张合、林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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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软木画创意工坊作品

编码 专业类别 作品名称 作者 班级 指导老师 作品照片

E2018001 软木画 《松鹤延年》 黄惠 15 软木画 陈希炎、林琳（大）

E2018002 软木画 《东临碣石》 黄惠 15 软木画 陈希炎、林琳（大）

E2018003 软木画 《荷花拱桥》 黄惠 15 软木画 陈希炎、林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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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018004 软木画 《青云山》 黄惠 15 软木画 陈希炎、林琳（大）

E2018005 软木画 《荷花亭》 黄惠 15 软木画 陈希炎、林琳（大）

E2018006 软木画 《荷花池》 黄惠 15 软木画 陈希炎、林琳（大）

E2018007 软木画 《荷花小墅》 黄惠 15 软木画 陈希炎、林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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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018008 软木画 《桥前松》 黄惠 15 软木画 陈希炎、林琳（大）

E2018009 软木画 《雄鸡》 黄惠 15 软木画 陈希炎、林琳（大）

E2018010 软木画 《犬眺》 黄惠 15 软木画 陈希炎、林琳（大）

E2018011 软木画 《荷花项链》 黄惠 15 软木画 陈希炎、林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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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018012 软木画 《戌狗挂坠》 黄惠 15 软木画 陈希炎、林琳（大）

E2018013 软木画 《柱叶项链》 黄惠 15 软木画 陈希炎、林琳（大）

E2018014 软木画 《方叶项链》 黄惠 15 软木画 陈希炎、林琳（大）

E2018015 软木画 《三角柱叶》 黄惠 15 软木画 陈希炎、林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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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018016 软木画 《天鹅项链》 黄惠 15 软木画 陈希炎、林琳（大）

E2018017 软木画 《荷叶项链》 黄惠 15 软木画 陈希炎、林琳（大）

E2018018 软木画 《三角叶项链》 黄惠 15 软木画 陈希炎、林琳（大）

E2018019 软木画 《酉鸡项链》 黄惠 15 软木画 陈希炎、林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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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018020 软木画 《小亭挂坠》 黄惠 15 软木画 陈希炎、林琳（大）

E2018021 软木画 《荷花挂坠》 黄惠 15 软木画 陈希炎、林琳（大）

E2018022 软木画 《水滴马挂坠》 黄惠 15 软木画 陈希炎、林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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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漆艺工坊创新作品

序号 班级 作品名称 作者 数量 内容

1 15 漆画高职 漆毛笔 陈志强 2件

2 15 漆画高职 漆镇尺 张小龙
6对

（12 件）

3 15 漆画高职 茶则三件套 陈志强、张小龙
3套

（9件）

4 15 漆画高职 漆香炉 黄家乐、陈志强 3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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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5 漆画高职 漆扇骨 张小龙、胡轲 3件

6 15 漆画高职 漆香筒 陈志强 3件

7 15 漆画高职 漆黄铜签字笔 黄家乐、陈志强 3件

8 15 漆画高职 漆画 胡轲、陈志强 1件

9 15 漆画高职 漆画 张小龙 1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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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5 漆画高职 漆画 黄家乐 1件

11 15 漆画高职 漆画 胡轲 1件

12 15 漆画高职 漆茶洗 陈志强 1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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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8 年旅艺创客空间各工坊创新作品

（1）寿山石创意工坊

序号 作品编码
作品

类别
作品照片 作品名称

作品

材质
创作者 所属工坊名称 指导老师

1 20180101 石雕 博古花瓶 老挝石 刘光银 寿山石雕创意工坊 林晓东

2 20180102 石雕 椭圆鹿钮 老挝石 刘光银 寿山石雕创意工坊 林晓东

3 20180103 石雕 鹿钮方章 老挝石 刘光银 寿山石雕创意工坊 林晓东、林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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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180104 石雕 狮子印章 老挝石 刘光银 寿山石雕创意工坊 林晓东、林训建

5 20180105 石雕 鹿钮日字章 老挝石 刘光银 寿山石雕创意工坊 林晓东、林训建

6 20180105 石雕 装饰笔架 老挝石 刘光银 寿山石雕创意工坊 林晓东、林训建

7 20180201 石雕 笔洗 老挝石 郑少康 寿山石雕创意工坊 林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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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0180202 石雕 凤形笔架 老挝石 郑少康 寿山石雕创意工坊 林晓东、林训建

9 20180203 石雕 古狮印章 老挝石 郑少康 寿山石雕创意工坊 林晓东

10 20180204 石雕 凤形笔筒 老挝石 郑少康 寿山石雕创意工坊 林晓东

11 20180301 石雕 貔貅 老挝石 汪大龙 寿山石雕创意工坊 林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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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20180302 石雕 螭虎杯 老挝石 汪大龙 寿山石雕创意工坊 林晓东、林训建

13 20180303 石雕 狮子印章 老挝石 汪大龙 寿山石雕创意工坊 林晓东、林训建

14 20180304 石雕 螭虎印章 老挝石 汪大龙 寿山石雕创意工坊 林晓东、林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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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20180401 石雕 狮子印章 老挝石 黄志翔 寿山石雕创意工坊 林晓东

16 20180402 石雕 鳌鱼印章 老挝石 黄志翔 寿山石雕创意工坊 林晓东、林训建

17 20180403 石雕 双螭印章 老挝石 黄志翔 寿山石雕创意工坊 林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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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脱胎漆器创意工坊

序

号
作品编码

作品

类别
作品照片 作品名称

作品

材质
创作者 所属工坊名称

指导

老师

1 20180101 漆艺 漆建盏 电烧建盏 吴鸿鹄
髤和堂漆艺工

坊
张合、林帆

2 20180102 漆艺 漆建盏 电烧建盏 鄢美婷
髤和堂漆艺工

坊
张合、林帆

3 20180103 漆艺 漆建盏 电烧建盏 彭静
髤和堂漆艺工

坊
张合、林帆

4 20180104 漆艺 漆建盏 电烧建盏 王炜
髤和堂漆艺工

坊
张合、林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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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180105 漆艺 漆建盏 电烧建盏 邵亚平
髤和堂漆艺工

坊
张合、林帆

6 20180106 漆艺 漆建盏 电烧建盏 高妍
髤和堂漆艺工

坊
张合、林帆

7 20180107 漆艺 漆建盏 电烧建盏 陶美玲
髤和堂漆艺工

坊
张合、林帆

8 20180108 漆艺 漆建盏 电烧建盏 曹芳
髤和堂漆艺工

坊
张合、林帆

9 20180109 漆艺 漆建盏 电烧建盏 陈霞
髤和堂漆艺工

坊
张合、林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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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20180110 漆艺 漆建盏 电烧建盏 杨丽琴
髤和堂漆艺工

坊
张合、林帆

11 20180111 漆艺 漆建盏 电烧建盏 吴鸿鹄
髤和堂漆艺工

坊
张合、林帆

12 20180112 漆艺 漆建盏 电烧建盏 鄢美婷
髤和堂漆艺工

坊
张合、林帆

13 20180113 漆艺 漆建盏 电烧建盏 彭静
髤和堂漆艺工

坊
张合、林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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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20180114 漆艺 漆建盏 电烧建盏 邵亚平
髤和堂漆艺工

坊
张合、林帆

15 20180115 漆艺 漆建盏 电烧建盏 王炜
髤和堂漆艺工

坊
张合、林帆

16 20180116 漆艺 漆茶盘 木胚茶盘 陈霞、曹芳
髤和堂漆艺工

坊
张合、林帆

17 20180117 漆艺 漆茶盘 木胚茶盘
高妍、陶美

玲

髤和堂漆艺工

坊
张合、林帆

18 20180118 漆艺 漆茶盘 木胚茶盘
彭静、鄢美

婷

髤和堂漆艺工

坊
张合、林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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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软木画创意工坊作品

编码
专业

类别
作品名称 作者 班级 指导老师 作品照片

E2018001 软木画 《松鹤延年》 黄惠 15 软木画 陈希炎、林琳（大）

E2018002 软木画 《东临碣石》 黄惠 15 软木画 陈希炎、林琳（大）

E2018003 软木画 《荷花拱桥》 黄惠 15 软木画 陈希炎、林琳（大）

E2018004 软木画 《青云山》 黄惠 15 软木画 陈希炎、林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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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018005 软木画 《荷花亭》 黄惠 15 软木画 陈希炎、林琳（大）

E2018006 软木画 《荷花池》 黄惠 15 软木画 陈希炎、林琳（大）

E2018007 软木画 《荷花小墅》 黄惠 15 软木画 陈希炎、林琳（大）

E2018008 软木画 《桥前松》 黄惠 15 软木画 陈希炎、林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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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018009 软木画 《雄鸡》 黄惠 15 软木画 陈希炎、林琳（大）

E2018010 软木画 《犬眺》 黄惠 15 软木画 陈希炎、林琳（大）

E2018011 软木画 《荷花项链》 黄惠 15 软木画 陈希炎、林琳（大）

E2018012 软木画 《戌狗挂坠》 黄惠 15 软木画 陈希炎、林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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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018013 软木画 《柱叶项链》 黄惠 15 软木画 陈希炎、林琳（大）

E2018014 软木画 《方叶项链》 黄惠 15 软木画 陈希炎、林琳（大）

E2018015 软木画 《三角柱叶》 黄惠 15 软木画 陈希炎、林琳（大）

E2018016 软木画 《天鹅项链》 黄惠 15 软木画 陈希炎、林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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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018017 软木画 《荷叶项链》 黄惠 15 软木画 陈希炎、林琳（大）

E2018018 软木画 《三角叶项链》 黄惠 15 软木画 陈希炎、林琳（大）

E2018019 软木画 《酉鸡项链》 黄惠 15 软木画 陈希炎、林琳（大）

E2018020 软木画 《小亭挂坠》 黄惠 15 软木画 陈希炎、林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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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018021 软木画 《荷花挂坠》 黄惠 15 软木画 陈希炎、林琳（大）

E2018022 软木画 《水滴马挂坠》 黄惠 15 软木画 陈希炎、林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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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漆艺工坊创新作品

序号 班级 作品名称 作者 数量 内容

1 15 漆画高职 漆毛笔 陈志强 2件

2 15 漆画高职 漆镇尺 张小龙
6对

（12 件）

3 15 漆画高职 茶则三件套 陈志强、张小龙
3套

（9件）

4 15 漆画高职 漆香炉 黄家乐、陈志强 3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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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5 漆画高职 漆扇骨 张小龙、胡轲 3件

6 15 漆画高职 漆香筒 陈志强 3件

7 15 漆画高职 漆黄铜签字笔 黄家乐、陈志强 3件

8 15 漆画高职 漆画 胡轲、陈志强 1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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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5 漆画高职 漆画 张小龙 1件

10 15 漆画高职 漆画 黄家乐 1件

11 15 漆画高职 漆画 胡轲 1件

12 15 漆画高职 漆茶洗 陈志强 1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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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9 年“创客空间”各工坊创新作品

（1）软木画创意工坊创新作品

序号 专业类别 作品名称 作者 班级 指导老师
销售价

（元）
作品照片

1 软木画 《船泊》 林佳榕 16软木画 林琳（大）、陈希炎 680

2 软木画 《山中飞鸟》 林佳榕 16软木画 林琳（大）、陈希炎 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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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软木画 《层岸》 林佳榕 16软木画 林琳（大）、陈希炎 680

4 软木画 《丛树》 林湧堃 16软木画 林琳（大）、陈希炎 680

5 软木画 《行船入海》 林湧堃 16软木画 林琳（大）、陈希炎 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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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软木画 《泛舟》 林湧堃 16软木画 林琳（大）、陈希炎 680

7 软木画 《鼓浪屿》 张丹 16软木画 林琳（大）、陈希炎 680

8 软木画 《芦苇荡》 张丹 16软木画 林琳（大）、陈希炎 680



41

9 软木画 《红梅》 张丹 16软木画 林琳（大）、陈希炎 680

10 软木画 《龙卷风》 张丹 16软木画 林琳（大）、黄文峰 380

11 软木画 《孟姜女庙》 林佳榕 16软木画 林琳（大）、陈君锟 380

12 软木画 《入海口》 林佳榕 16软木画 林琳（大）、陈君锟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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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软木画 《北戴河》 林湧堃 16软木画 林琳（大）、陈君锟 380

14 软木画 《亭院》 林湧堃 16软木画 林琳（大）、陈君锟 380

15 软木画 《立体 1》 林佳榕 16软木画 林琳（大）、陈君锟 680

16 软木画 《立体 2》 林佳榕 16软木画 林琳（大）、陈君锟 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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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软木画 《立体 3》 林湧堃 16软木画 林琳（大）、陈君锟 680

18 软木画 《立体 4》 林湧堃 16软木画 林琳（大）、陈君锟 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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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善漆艺工坊创新作品

编码 专业类别 作品名称 作者 班级 指导老师 销售价

（元）

作品照片

1 漆艺 大漆茶台 刘迪
17 漆画一

班
胡梁 800

2 漆艺 大漆茶台 李婧萱
17 漆画一

班
胡梁 800

3 漆艺 大漆茶台 李婧萱
17 漆画一

班
胡梁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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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漆艺 大漆茶台 刘迪
17 漆画一

班
胡梁 800

5 漆艺 大漆茶台 刘晨廷
17 漆画一

班
胡梁 800

6 漆艺 漆瓷杯 刘迪
17 漆画一

班
胡梁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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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漆艺 漆瓷杯 刘迪
17 漆画一

班
胡梁 280

8 漆艺 漆瓷杯 刘迪
17 漆画一

班
胡梁 220

9 漆艺 漆瓷杯 刘迪
17 漆画一

班
胡梁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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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漆艺 漆瓷杯 刘迪
17 漆画一

班
胡梁 220

11 漆艺 漆瓷杯 李婧萱
17 漆画一

班
胡梁 280

12 漆艺 漆瓷杯 李婧萱
17 漆画一

班
胡梁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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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漆艺 漆瓷杯 李婧萱
17 漆画一

班
胡梁 280

14 漆艺 漆瓷杯 李婧萱
17 漆画一

班
胡梁 280

15 漆艺 漆瓷杯 李婧萱
17 漆画一

班
胡梁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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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漆艺 漆瓷杯 李婧萱
17 漆画一

班
胡梁 220

17 漆艺 漆瓷杯 范炜薇
17 漆画一

班
胡梁 220

18 漆艺 漆瓷杯 范炜薇
17 漆画一

班
胡梁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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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漆艺 漆瓷杯 范炜薇
17 漆画一

班
胡梁 220

20 漆艺 漆瓷杯 范炜薇
17 漆画一

班
胡梁 220

21 漆艺 漆瓷杯 范炜薇
17 漆画一

班
胡梁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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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漆艺 漆瓷杯 范炜薇
17 漆画一

班
胡梁 220

23 漆艺 漆瓷杯 吴铮汉
17 漆画一

班
胡梁 220

24 漆艺 漆瓷杯 吴铮汉
17 漆画一

班
胡梁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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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漆艺 漆瓷杯 吴铮汉
17 漆画一

班
胡梁 220

26 漆艺 随型大漆杯垫 吴铮汉
17 漆画一

班
胡梁 180

27 漆艺 随型大漆杯垫 张艺
17 漆画一

班
胡梁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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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漆艺 随型大漆杯垫 张艺
17 漆画一

班
胡梁 180

29 漆艺 随型大漆杯垫 张艺
17 漆画一

班
胡梁 180

30 漆艺 随型大漆杯垫 张艺
17 漆画一

班
胡梁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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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漆艺 随型大漆杯垫 张艺
17 漆画一

班
胡梁 180

32 漆艺 随型大漆杯垫 唐琳
17 漆画一

班
胡梁 180

33 漆艺 随型大漆杯垫 唐琳
17 漆画一

班
胡梁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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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漆艺 随型大漆杯垫 唐琳
17 漆画一

班
胡梁 180

35 漆艺 随型大漆杯垫 唐琳
17 漆画一

班
胡梁 180

36 漆艺 随型大漆杯垫 唐琳
17 漆画一

班
胡梁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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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漆艺 随型大漆杯垫 唐琳
17 漆画一

班
胡梁 180

38 漆艺 随型大漆杯垫 刘晨廷
17 漆画一

班
胡梁 180

39 漆艺 随型大漆杯垫 刘晨廷
17 漆画一

班
胡梁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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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漆艺 随型大漆杯垫 刘晨廷
17 漆画一

班
胡梁 180

41 漆艺 随型大漆杯垫 刘晨廷
17 漆画一

班
胡梁 180

42 漆艺 随型大漆杯垫 刘晨廷
17 漆画一

班
胡梁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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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漆艺 随型大漆杯垫 刘晨廷
17 漆画一

班
胡梁 180

44 漆艺 随型大漆杯垫 刘晨廷
17 漆画一

班
胡梁 180

45 漆艺 随型大漆杯垫 刘晨廷
17 漆画一

班
胡梁 180

46 漆艺
漆皮（真皮与漆结

合）挂饰
刘晨廷

17 漆画一

班
胡梁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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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漆艺
漆皮（真皮与漆结

合）挂饰
刘晨廷

17 漆画一

班
胡梁 180

48 漆艺
漆皮（真皮与漆结

合）挂饰
刘晨廷

17 漆画一

班
胡梁 180

49 漆艺
漆皮（真皮与漆结

合）挂饰
刘晨廷

17 漆画一

班
胡梁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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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漆艺
漆皮（真皮与漆结

合）挂饰
刘迪

17 漆画一

班
胡梁 180

51 漆艺
漆皮（真皮与漆结

合）挂饰
刘迪

17 漆画一

班
胡梁 180

52 漆艺
漆皮（真皮与漆结

合）挂饰
刘迪

17 漆画一

班
胡梁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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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漆艺
漆皮（真皮与漆结

合）挂饰
刘迪

17 漆画一

班
胡梁 180

54 漆艺
漆皮（真皮与漆结

合）挂饰
刘迪

17 漆画一

班
胡梁 180

55 漆艺
漆皮（真皮与漆结

合）挂饰
刘迪

17 漆画一

班
胡梁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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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漆艺
漆皮（真皮与漆结

合）挂饰
李婧萱

17 漆画一

班
胡梁 180

57 漆艺
漆皮（真皮与漆结

合）挂饰
李婧萱

17 漆画一

班
胡梁 180

58 漆艺
漆皮（真皮与漆结

合）挂饰
李婧萱

17 漆画一

班
胡梁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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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漆艺
漆皮（真皮与漆结

合）挂饰
李婧萱

17 漆画一

班
胡梁 180

60 漆艺
漆皮（真皮与漆结

合）挂饰
李婧萱

17 漆画一

班
胡梁 180

61 漆艺
漆皮（真皮与漆结

合）挂饰
李婧萱

17 漆画一

班
胡梁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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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漆艺
漆皮（真皮与漆结

合）挂饰
刘晨廷

17 漆画一

班
胡梁 180

63 漆艺
漆皮（真皮与漆结

合）挂饰
刘晨廷

17 漆画一

班
胡梁 180

64 漆艺
漆皮（真皮与漆结

合）挂饰
刘晨廷

17 漆画一

班
胡梁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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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漆艺
漆皮（真皮与漆结

合）挂饰
刘晨廷

17 漆画一

班
胡梁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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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寿山石雕创意工坊创新作品

编码 专业类别 作品照片 作品名称 作品材质 作者 班级 指导老师
销售价

（元）

1 雕刻 长寿壶 老挝石 李文龙 19 雕刻
林晓东、林训建、

黄英
3500

2 雕刻 弥勒 老挝石 李文龙 19 雕刻 林晓东、林训建、 2300

3 雕刻 古兽狮子 老挝石 李文龙 19 雕刻
林晓东、林训建、

黄英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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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雕刻 笔舔 老挝石 李文龙 19 雕刻
林晓东、林训建、

黄英
1200

5 雕刻 古兽 老挝石 李文龙 19 雕刻
林晓东、林训建、

黄英
500

6 雕刻 古兽 老挝石 李文龙 19 雕刻 林晓东、林训建、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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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雕刻 瓦钮 老挝石 潘文俊 19 雕刻
林晓东、林训建、

黄英
300

8 雕刻 祥云笔架 老挝石 潘文俊 19 雕刻
林晓东、林训建、

黄英
300

9 雕刻 牡丹印钮 老挝石 陈守生 19 雕刻 林晓东、林训建、 500

10 雕刻 螭虎钮 老挝石
陈守生

19 雕刻
林晓东、林训建、

黄英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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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髹和漆创客工坊创新作品

编码
专业

类别
作品照片 作品名称 作品材质 作品尺寸 作者 班级 指导老师

销售价

（元）

1 漆艺
大漆柴烧

建盏 15 个

陶瓷胎，

大漆装饰

7-9cm 口

径
陈诗婷

16 现代学

徒制班

张合、林

帆
800 元/个

2 漆艺
大漆盏托

15 个
木胎漆器

13.5cm 口

径
陈诗婷

17 现代学

徒制班

张合、林

帆
800 元/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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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壹物壹造漆工坊创新作品

编码
专业类

别
作品照片

作品名

称

作品

材质

作品尺寸

(cm)
作者 班级

指导老

师
销售价（元）

1 漆器 文房 大漆木 30
丁宗林、张小龙、胡轲、

陈志强

15美术

高职
阳果 600元/件

2 漆器 文房
大漆黑檀木

铜
18

丁宗林、张小龙、胡轲、

陈志强

15美术

高职
阳果 500元/件

3 漆器 雅玩
大漆木 合

金
10

丁宗林、张小龙、胡轲、

陈志强

15美术

高职
阳果 600元/件

4 漆器 雅玩 大漆 红木 30
丁宗林、张小龙、胡轲、

陈志强

15美术

高职
阳果 600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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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漆器 茶具 大漆 竹 25*6
丁宗林、张小龙、胡轲、

陈志强

15美术

高职
阳果 900元/套

6 漆器 雅玩 大漆 木 18*18
丁宗林、张小龙、胡轲、

陈志强

15美术

高职
阳果 1000元/件

7 漆器 雅玩 大漆 红木 30
丁宗林、张小龙、胡轲、

陈志强

15美术

高职
阳果 500元/件

8 漆器 文房 大漆 红木 30
丁宗林、张小龙、胡轲、

陈志强

15美术

高职
阳果 1200元/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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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漆器 雅玩 大漆 竹 30
丁宗林、张小龙、胡轲、

陈志强

15美术

高职
阳果 1500元

10 漆器 雅玩 大漆 红木 15*15
丁宗林、张小龙、胡轲、

陈志强

15美术

高职
阳果 300元

11 漆器 雅玩
大漆

6*4
丁宗林、张小龙、胡轲、

陈志强

15美术

高职
阳果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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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漆器 雅玩
大漆

实木
3*3

丁宗林、张小龙、胡轲、

陈志强

15美术

高职
阳果 280

13 漆画 挂画 大漆 40*60
丁宗林、张小龙、胡轲、

陈志强

15美术

高职
阳果 3000元

14 漆画 挂画 大漆 60*60
丁宗林、张小龙、胡轲、

陈志强

15美术

高职
阳果 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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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漆画 挂画 大漆 40*60
丁宗林、张小龙、胡轲、

陈志强

15美术

高职
阳果 3000元

16 漆画 挂画 大漆 60*60
丁宗林、张小龙、胡轲、

陈志强

15美术

高职
阳果 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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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气兮工作室创新作品

编

码
专业类别 作品名称 作者 班级 指导老师

销售价

（元）
作品照片

1 潮流饮品
气质“啡”

凡

叶凝碧、林宝琴、

常嘉耀

17 漆画

17 酒店管理

17 数字媒体

尤佳 20

2 潮流饮品
人“氮”如

茶

吴桢喆、

常嘉耀

17 酒店管理

17 数字媒体
尤佳 16

3 潮流饮品
果然“氮”

纯

张诗佳、

林宝琴、

常嘉耀

17 航空五年

专

17 酒店管理

17 数字媒体

尤佳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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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5 年-2019 年销售统计表

2015 年—2019 年创客空间销售统计表

线下

销售

平台

年份 活动平台 作品
年销售

额（元）

合计

（元）

2015

年

创客空间作品

拍卖会

漆戒指 180 元、漆手镯 2180 元、漆钟

1020 元、粘土 205 元、拼豆 20 元、小

马宝利 30 元、创意杯垫 40、胸针 10

元、鲤鱼旗挂 40 元、创意挂件 70 元、

生活小摆件 60 元、雕刻摆件 2780 元、

印章 240 元、画 300 元、漆葫芦 460 元、

陶瓷摆件 320 元。

7955 元

146590

元

2016

年
创客空间拍卖

漆手镯 525 元、漆手串 1150 元、漆器

550 元、漆瓷 1500 元、漆葫芦 2800 元、

漆画 1500 元、脱胎漆摆件 3000 元

11025 元

2017

年

创客空间拍卖
漆手镯 690 元、漆花瓶 2300 元、漆画

3000 元、漆手串 1350 元

23840 元

西湖文创集市

漆手串 2800 元、漆香炉 1500 元、漆茶

则三件套 1200 元、漆打火机 1500 元、

漆平安扣 1500 元、漆围棋罐 6500 元、

茶洗 1500 元。

2018

年

西湖文创集市

漆茶海 2100 元、漆签字笔 2600 元、漆

茶则三件套 1200 元、漆折扇镇尺 2850

元、漆银杯 4500 漆茶盘 7270 元、雕刻

挂件 3000 元、雕刻摆件 3600 元、漆镇

尺 2100、

42630 元

闽侯昙石山文

创集市

漆艺 1650 元、雕刻挂饰 1860 元、漆折

扇 3600 元、漆笔洗 2800 元、雕刻挂件

摆件 3500 元

2019

年

东街东百文创

集市

漆瓷杯 4000 元、漆珠 1180 元、漆签字

笔1800元、漆香炉2000元、漆饰品1960

元、漆银杯 3200 元、漆茶盘 7200 元、

雕刻摆件 5380 元、雕刻挂坠 2650 元、

软木画摆件 680 元、漆毛笔 4360 元、

漆饰品 2100 元。 57350 元

朱紫坊文创集

市（漆器专场）

漆手镯 440 元、漆花瓶 1800 元、漆饰

品 1670 元、漆香炉 1830 元、漆盒 3050

元、漆画 5500

漆印章 2000、漆建盏 1600、漆签字笔

2950

熟人销售
漆手镯 440，漆印章 1100，漆签字笔

2250
3790 元



77

（三）成长记录

1.2013 级脱胎漆画专业林颖•学生成才典型案例荣登《人民日报》公告版

林颖·学生成才典型案例荣登《人民日报》公告版

2017 年 2 月 23 日，《人民日报》公告版以“助梦大国‘小工匠’”为题，图文刊登了“全

国中等职业教育资助育人百名成才典型”。我校脱胎漆画专业 2013 级学生林颖同学荣登公告

版。

2016 年 11 月底，教育部联合调研组到学校开展“学生资助工作”的专题调研考察。教

育部联合调研组实地走访了学校专业实训室，在听取了学校汇报并现场察看了学校“学生资

助管理平台”的运作流程之后，教育部联合调研组对学生的学生资助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学校学生资助工作的典型案例《为成长点赞：资助成就“花蝴蝶”的蜕变》，经省教育厅推荐，

成功入选《全国学生资助工作典型案例》。

林颖同学 2013 年就读学校脱胎漆画专业，2015 年参加全国职业院校“文明风采”大赛，

其创作的漆画作品《梦里水乡》荣获才艺展示类一等奖。2015 年 10 月全国首届青年运动会

在福州市隆重举办。福州旅游职专“漆彩海丝·‘非遗’文化小屋”以其浓郁的海丝地域文化

的特色，妆点出首届“青运会”文化华彩走廊里的一方绚丽空间。李颖同学作为主创团队的

骨干成员，全程参与了“漆彩海丝·‘非遗’文化小屋”的设计创意、布展参展等工作。10

月 18 日上午在省市领导的陪同下，刘延东副总理来到学校的“文化小屋”参观视察。林颖同

学的专业技能作品展示得到了刘延东副总理的称赞与鼓励：“同学你很棒，加油！”。

正如《人民日报》的公告引语所说的，林颖同学精修技能、玉琢匠心、励志成才，弘

扬的是大国“小工匠”满满的“青春正能量”。林颖同学成长成才的背后，是学校扎扎实实推

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改革创新的水到渠成与瓜熟蒂落。在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改革路上，

学校将努力培育更多的技术技能型的工匠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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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时代新人｜全国最美中职生标兵黄丹：百年“非遗”的年轻守护者

时代新人｜全国最美中职生标兵黄丹：百年“非遗”的年轻守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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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8 届寿山石雕专业赵沅凌被中国美术学院艺术设计专业录取

喜报

我校 2018 届民族工艺品制作（寿山石雕）专业赵沅凌同学通过参加 2019 年福建省普通

高校招生艺术类专业省级统一考试、2019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顺利被中国美

术学院设计学类（设计艺术类）录取！

“只要努力，一切梦想终会实现”，这是赵沅凌同学的座右铭。在校学习期间，赵沅凌同

学积极践行着对自己的承诺，真正做到了刻苦学习，勤于思考。他深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

寒”、“梅花香自苦寒来”，没有随随便便就能取得成功，因此，他勤奋好学，在理论学习上自

觉主动，在专业学习上刻苦钻研，不论是文化基础课还是美术专业课，都能端正态度，认真

对待。在日常学习生活中，他广泛涉猎，勤于动手，在寿山石雕刻专业学习上表现尤为突出，

佳作不断，游刃有余，每一件雕刻作品都凝聚了他的思想内涵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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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山石雕作品《云纹杯》

寿山石雕作品《文玩——笔架》

作为旅游职专一名优秀的学生，他始终秉承“崇礼，砺行，敬业，乐群”的校训，在不

断的学习和积极探索中体悟艺海无涯，学无止尽。三年的旅校学习经历、三年的校园文化熏

陶以及每位老师的谆谆教诲，让他更加明确学习目标和方向，并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高三那一年，赵沅凌同学确立了新的人生目标，确定了更为远大的志向：“我要上美院，我要

实现自己的艺术梦想，旅校是我的艺术起点……”，他的理想得到了学校支持和老师的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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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描、色彩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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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8 年的省艺术统考上，赵沅凌同学的成绩已经达到二本线，但选择的专业美院不是

自己心目中最理想的院校。在老师的鼓励和家人的期盼下，他选择继续努力，重新再来，这

时的他目标越来越明确：考上八大美院，实现自己的梦想！也就是这种“永不服输，不轻易

放弃”的韧劲，造就了今天的成绩。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努力，赵沅凌同学在 2019 年高考

中，以美术专业省统考 242 分，高考 462 分，以排名全国第 800 名的优异的成绩，同时达到

了中国美院、南京艺术学院、天津美院、四川美院的录取分数线，最终他选择了最初的梦想

——中国美术学院，正式进入了所有美术人梦寐以求的艺术殿堂。

赵沅凌同学表示，“没有长眠不出的春蝉，也没有永远闪烁的天星，感恩旅校三年的培育，

感谢恩师孜孜不倦的教导，我才赢得又一次的机会，破茧成蝶，成就全新的自己。未来，我

将继续地努力着，不断地奔跑，带着母校精神继续勇攀高峰。”

赵沅凌同学的圆梦之旅是我校推进升学工作，拓宽升学渠道的又一成功案例。我校教育

教学工作始终在尊重学生个性发展的基础上,因材施教，培养中职生正确的学习价值观，让中

职教育成为孩子圆梦高考的新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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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16 级脱胎软木画班黄丹被韩国汉阳大学录取

锲而不舍金石镂 持之以恒累硕果｜热烈祝贺我校 2016 级脱胎软木画班黄丹同学录取

韩国汉阳大学

福建省福州旅游职业中专学校 2019-07-29

点击上方蓝字关注我们哦！

喜 报

我校 2016 级脱胎软木画班黄丹同学参加 2019 年韩国独立院校考试，顺利被韩国汉阳

大学影像设计专业录取！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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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的夏天，黄丹同学中考失利，有着强烈学习意愿的她，选择了与普高截然不同

的中职学校继续学习。黄丹同学根据自己的爱好和特长，最终，选择了福州旅游职专软木画

专业继续学习。在这里，她邂逅了自己的人生导师；在这里，她用奋斗开启人生新的航程；

在这里，她遇见了更好的自己……

2016 年 9 月，人生导师告诉她，“条条道路通罗马，上中职校，不过是换一条路，只要

你能认真、努力，也许能走得比上高中更好呢！”于是，进入旅校的第一年，她重整旗鼓，从

担任军训汇演主持人开始，开启旅校新篇章。这一年，她从班级宣传委员逐渐成长成为年段

宣传部长；从主持十佳歌手赛到年度荔园杯舞台，成为学校御用女主持。她收获了一个又一

个的荣誉，“校园道德风尚十佳”荣誉称号，校“优秀团干”，市级“三好学生”称号等，光

环加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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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的培养锻炼，黄丹同学变得积极、自信。在文化课学习上，她保证了全科总分全

班第一，在专业课学习上，她精益求精，把握机会，全面发展：她进入学校创客空间，创客

导师们的带领下，她以《琥珀微缩软木画》项目领衔人的身份先后参加“和职教杯”首届福

建省黄炎培职业教育奖创新创业大赛、全国中华职业教育创新创业大赛，连摘桂冠；她参加

旅校市中学优秀社团“创意画社”，担任社团理事，与历届成员共同努力，最终荣获第七届福

州青年五四奖章集体，用过硬的专业技能擦亮了社团的金字招牌；她用成绩和荣耀印证了在

福州旅游职专的成长、蜕变。2019 年 1 月 14 日，黄丹同学荣获 2018 年度全国“最美中职生

标兵”称号，成为她旅校学习生涯里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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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努力，黄丹同学顺利地通过 2019 年夏季高考的本科线，更是在

参加中央美院设计专业的造型考试中考取了 81 分的高分卷。为圆留学梦，黄丹同学报名参加

韩国独立院校考试，经过各项严格的考核，黄丹同学同时被韩国高丽大学、弘益大学、汉阳

大学三所名校录取！经过慎重考虑，最终选择了韩国汉阳大学影像设计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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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丹作品

初三时，我成绩一降再降，我信心一挫再挫。我以为到了职业学校，我的人生就此到

了最低谷。刚到校时，我十分沮丧，是班主任及时发现了我，与我谈心，给我信心，为我规

划，给我机会，我才逐渐有了自信。经过了三年的中职校学习，我越来越认同班主任对我的

培养，那就是“全面发展”！只要不放弃，在职业学校，照样可以取得一样的成功。三年来，

每当我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或骄傲或迷茫的时候，都是班主任给我提出了不同的要求，为我重

新找到努力的方向。

感谢学校三年来对我的培养！感谢班主任、年段长；感谢创意画社、团委学生会；感

谢旅艺创客空间……感谢学校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个平台，感谢所有在背后默默付出的老师们

和亲爱的同学们。有你们的支持才会有今天的我。这是人生路程上的一个新起点，我一定会

倍加珍惜。

黄丹同学成长的典型案例再次验证了中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优越性。福州旅游职专

的教育教学工作始终“以学生为中心”，在尊重学生个性发展的基础上，因材施教，培养中职

生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让中职校成为每一个孩子圆梦的新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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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比赛获奖

1.2017-2019 年国家级、省级创新创业大赛获奖证书及奖杯

2017 年国家级创新创业大赛获奖证书及奖杯

2017 年省级创新创业大赛获奖证书及奖杯



102

2018 年国家级第二届创新创业大赛获奖证书及奖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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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第二届中华职业教育创新创业大赛二等奖

第二届中华职业教育创新创业大赛竞赛组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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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省级第二届创新创业大赛获奖证书及奖杯

《因漆而美，缘你而生》创新项目获第二届福建省黄炎培职业教育奖创新创业大赛人气奖

《因漆而美，缘你而生》创新项目获第二届福建省黄炎培职业教育奖

创新创业大赛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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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together 儿童聚会主题定制》创新项目获第二届福建省黄炎培职业教育奖创新创业大赛

银奖

《因漆而美，缘你而生》创新项目获第二届福建省黄炎培职业教育奖

创新创业大赛金奖奖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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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漆而美，缘你而生》创新项目获第二届福建省黄炎培职业教育奖

创新创业大赛最佳人气奖奖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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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省级和国家级创新创业大赛获奖证书及奖杯

《漆瓷茶杯-创新解漆瓷融合工艺，传承挖掘漆瓷文化价值》创新项目获 2019 年第三届中华

职业教育创新创业大赛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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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瓷茶杯-创新解漆瓷融合工艺，传承挖掘漆瓷文化价值》创新项目获福建省“平潭杯”第

五届福建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职教赛第三届黄炎培海峡职业教育创新创业大赛

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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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瓷茶杯-创新解漆瓷融合工艺，传承挖掘漆瓷文化价值》创新项目获福建省“平潭杯”第

五届福建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职教赛第三届黄炎培海峡职业教育创新创业大赛

创意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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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有“气兮”，生活不平“氮”--健康饮品的革新者》创新项目获福建省“平潭杯”第五

届福建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职教赛第三届黄炎培海峡职业教育创新创业大赛银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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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8 年“挑战杯-彩虹人生”职业学校创新创效创业大赛获奖证书

2018 年“挑战杯-彩虹人生” 全国职业学校创新创效创业大赛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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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挑战杯-彩虹人生” 全国职业学校创新创效创业大赛三等奖



114

2018 年“挑战杯-彩虹人生”福建省职业学校创新创效创业大赛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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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挑战杯-彩虹人生”福建省职业学校创新创效创业大赛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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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8 年福建省工艺美术“百花奖”获奖证书

2018 年福建省工艺美术“百花奖”获奖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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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文明风采竞赛

林颖《梦里水乡》获第十二届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文明风采”竞赛活动才艺展示类一等奖

张艺双《马赛克工作室》获第十二届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文明风采”竞赛活动职业生涯规划

三等奖



121

邹长城《福州榕》获第十三届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文明风采”竞赛，福建省级复赛

林云燕《邂逅一座岛，恋上平潭蓝》获第十三届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文明风采”竞赛活动职

业生涯规划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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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燕彬软木画作品《和谐》荣获全国职业院校学生技术技能创新成果交流赛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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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人荣誉

1.雷震天--最美中职生

雷震天——最美中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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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黄丹--最美中职生标兵

黄丹--最美中职生标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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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艺获国家奖学金

张艺获国家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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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毕业生发展状况

1.空间学子发展现状表（近五年）

空间学子发展现状表（近五年）

升学情况

工坊 导师 序号 班级 姓名 发展现状

寿山石

雕创意

工坊

林晓东林训

建

1 15 雕刻 赵沅凌 中国美术学院学习

2 16 雕刻 陈守生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录取

3 17 雕 1 蒋志婷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

4 17 雕 1 林美睛 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 17 雕 1 陈德葳 出国留学

6 17 雕 2 杨路 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7 17 雕 2 林寿富 福建华南女子学院、录取

8 17 雕 2 何丰菏 福建华南女子学院、录取

9 17 雕 3 吕军港 厦门兴才职业技术学院

10 17 雕 3 张永清 漳州城市职业学院

11 17 雕 3 林垚静 泉州华光职业学院

12 17 雕 3 罗简一 三明医学科技职业学院

漆彩创

意工坊

壹物壹

造创意

工坊

兰福贵阳果 1 15 漆画 胡轲 就读福建省艺术职业学院

2 15 漆画 陈志强 就读福建省艺术职业学院

3 17 漆画 2 漆静怡 被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录取

4 17 漆画 2 郑钰婷 被福州职业技术学院录取

5 17 漆画 2 邱嘉晖 被福建省艺术职业学院录取

6 17 脱胎 林甜甜 被福建省艺术职业学院录取

7 18 脱胎 叶佑堃 被泉州工艺美术职业学院录取

8 19 脱胎 江成奇 被泉州纺织服装职业学院录取

上善漆

艺坊

胡梁 1 17级漆画 1班 李婧萱 福建艺术职业学院就读美术

2 17级漆画 1班 唐琳 福建艺术职业学院就读美术

3
17级漆画 1班 吴铮汉

福建幼儿高等专科学校就读美

术

4
17级漆画 1班 张艺

闽江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就读美

术

5 17级漆画 1班 范炜薇 福建华南女子学院就读美术

6 17级漆画 1班 李婧萱 福建艺术职业学院就读美术

7
17级漆画 1班 张艺

闽江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就读美

术

8
17级漆画 1班 吴铮汉

福建幼儿高等专科学校就读美

术

9 17级漆画 1班 叶凝碧 福建艺术职业学院就读美术

髤和堂

漆艺工

张合

林帆

1 15 美术高职 2 鄢美婷 就读福建省艺术职业学院

2 15 美术高职 2 吴鸿鹄 就读福建省艺术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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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 3 15 美术高职 2 陈霞 就读福建省商学院

4 15 美术高职 2 陶美玲 就读福建华南女子学院

5 15 美术高职 2 王炜 就读福建省艺术职业学院

6 15 美术高职 2 高妍 就读福建省艺术职业学院

7
15 美术高职 2 曹芳

就读福建省幼儿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

软木画

创意工

坊

林琳 1 16脱胎软木画 黄丹 韩国汉阳大学 影像设计

2 16 漆画 涂闽悦 福州黎明职业学院 广告设计

3 16 漆画 朱悦 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艺术设计

4 15 软木画 陈洁莹 漳州城市职业学院室内设计，笃

尚设计公司

5 15 软木画 李萍 漳州科技职业学院 西餐食品加

工

6 15 软木画 张源 闽北职业技术学院 服装与服饰

设计

7 15 软木画 林玥 井冈山大学美术学

8 17 软木画 尹莹 闽西职业技术学院 艺术设计

9 17 软木画 林玄洁 泉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设计

10 17 软木画 龚直慧 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风 景

园林

11 17 软木画 倪斌 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创意设

计工作

室

黄文峰、林琳 1 17 装潢 何蓉 福建艺术职业学院 包装设计

2 17 装潢 郭洁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 室内设计

3 17 装潢 江钰婷 福建幼儿高等专科学院 工艺品

美术设计

4 17VR1 廖越 漳州职业技术学院 风景园林

设计

5 17VR1 郑俊杰 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 建筑装

饰工程技术

6 17VR1 林雨捷 闽西职业技术学院 艺术设计

7 17VR1 陈伟杰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 艺术设计

8 17VR2 颜俊涛 泉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数字媒

体艺术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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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情况

工坊 导师 序号 班级 姓名 发展现状

寿山石雕

创意工坊

林晓东

林训建

1 14 雕刻 苏凡 魔男工作室雕刻工作

2
14 雕刻 于巧玲

高柏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福州

分公司

3 14 雕刻 林范顺 DK 手绘工作室、负责人

4 15 雕刻 郑少康 康韵雕刻工作室（自主创业)

5 15 雕刻 刘光银 自主创业

6 15 雕刻 黄志强 问石精舍雕刻学习

7 15 雕刻 汪大龙 博艺坊工作室学习雕刻

8 16 雕刻 李文龙 与艺堂雕刻工作室学习雕刻

9 16 雕刻 潘文俊 自主创业

10 14 雕刻 张升 心石斋、朝斌工作室，雕刻师

漆彩创意

工坊

壹物壹造

创意工坊

兰福贵

阳果

1 14 脱胎班 陈慧琳 服装厂普工

2 14 脱胎班 卓敏 王长游工作室

3 14 脱胎班 梁灏 待业

4 14 脱胎班 柯宇航 毕业待业中

5 15 漆画 丁宗林 福州居然之家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6 15 漆画 张小龙 福州万镜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上善漆艺

坊

胡梁 1 15 级脱胎 林欣 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宝龙城市广

场 66 号摩尔美甲

2 15 级脱胎 林汐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岳峰镇福新

中路 90 号新华商场 abc 造型

3 15 级脱胎 林雪钗 自由职业

4 15 级脱胎 周鸿伟 自由职业

5 15 级脱胎 毛建业 闽侯县白沙镇派出所

6 15 级脱胎 林继祥 自由职业

7 15 级脱胎 陈晓婷 自由职业

8
15 级脱胎 黄厚宝

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永得利商业

广场一楼 121 九牧卫浴

9 17 级漆画 1

班
刘晨廷 林彬三大师工作室

10 17 级漆画 1

班
林子雁 长乐盛心艺术学校

11 17 级漆画 1

班
刘迪 福建漆游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髤和堂漆

艺工坊

张合

林帆

1 14 脱胎 范美娟 王长游漆艺工作室

2 14 脱胎 林鹏斌 淘宝直播带货

3 14 漆画 陈伟 万科房地产售楼处

4 15 漆画 杨丽琴 萌萌美甲美睫店

5 15 漆画 邵亚平 浙江义乌第一时间烘焙工作

6 15 漆画 彭静 古艺维密摄影后期制作

7 16 漆画 陈诗婷 待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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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6 漆画 江玲 培训化妆师跟早教师

9 17 漆画 邱家辉 待业

软木画创

意工坊

林琳 1 15 软木画 林旭财 宁德市公安局监管支队监管病区

管理所文职干部

2 15 软木画 黄惠 福州守望传统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3 15 软木画 柯宇嘉 九江崇武工贸有限公司

4 15 软木画 黄惠 福州守望传统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5 16 脱胎软木

画

张丹 受疫情影响且家中有事，暂时待业

在家

6 16 脱胎软木

画

林佳榕 福建宸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7 16 脱胎软木

画

林湧堃 福州守望传统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8 17 软木画 潘永乐 自主创业：淘宝网店 月下花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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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艺美术专业毕业生自主创业情况表（近十年）

工艺美术专业毕业生自主创业情况统计表（近十年）

序

号
姓名 性别 年级 专业

毕业年

份
发展现状

1 陈婷婷 女 2009 寿山石雕 2012 创办小而美绘艺术绘馆

2 林赟 男 2009 寿山石雕 2012
创办福建无岸文化寿山石雕刻

工坊

3 赵钦华 男 2009 寿山石雕 2012 创办半闲石艺工坊

4 陈开坚 男 2009 寿山石雕 2012 创办石雅轩石艺

5 单文杰 男 2009 寿山石雕 2012 创办福州市大岩茶业有限公司

6 林为治 男 2009 寿山石雕 2012 创办东北聚汇烧烤园

7 王榕杰 男 2013 寿山石雕 2016 创办福州艾斯曼汽车俱乐部

8 王志赣 男 2013 寿山石雕 2016 创办福建腾禾米业有限公司

9 黄日镇 男 2013 寿山石雕 2016 创办个人石雕工作室

10 郑文雁 男 2013 寿山石雕 2016 创办顺缘堂（巴林石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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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王丽君 女 2010 工艺（大专） 2013
2019 年 4 月创办福清市永松商

务酒店

12 赵奇伟 男 2010 工艺（大专） 2013 2016 年 9 月创办云台摄影

13 陈雨丝 女 2010 工艺（大专） 2013
2017 年创办鸾极堂贸易有限公

司

14 邱榕辉 男 2010 工艺（大专） 2013
2017 年创办尚竹园艺术培训机

构

15 林志刚 男 2012 工艺（大专） 2015 创办沙吉刺青

16 陈成宝 男 2009 美术绘画 2012
创办福州清成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17 林颖 女 2013 美术绘画 2016

创 办 桃 源 美 肤 社 Taoyuan

beauty skin，主要是做美甲 美

睫 皮肤管理

18 吴志超 男 2012 软木画 2015
2015 年 7 月创办福州千桼锓画

贸易有限公司

19 刘枭枭 女 2012 脱胎漆器 2015 2015 年创办花店东南花都

20 吴志超 男 2012 软木画 2015

福州 千桼锓画 贸易有 限公

司,2015 年 07 月 16 日成立，经

营范围包括首饰、家具销售；文

化、艺术交流活动组织策划；市

场营销策划；对文化产业的投

资；艺术品咨询服务；工艺品设

计、加工、销售；自营和代理各

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

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

商品和技术除外；摄影摄像服

务；会务服务；展览展示服务；

投资咨询。



132

二、教师成长
（一）专利证书

1.《标牌饰品（三坊七巷朱白图文）》外观设计专利证书

《标牌饰品（三坊七巷朱白图文）》外观设计专利证书封面

《标牌饰品（三坊七巷朱白图文）》外观设计专利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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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微缩软木画结构》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微缩软木画结构》实用新型专利证书封面

《微缩软木画结构》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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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种漆瓷制品的制作方法》专利证书

《一种漆瓷制品的制作方法》专利证书封面

《一种漆瓷制品的制作方法》专利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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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一种漆石印章》专利证书

《一种漆石印章》专利证书封面

《一种漆石印章》专利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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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开发精品课程：《漆艺金缮修复技艺》和 CIP 核字号

漆艺金缮修复技艺

孙泽平 林帆主编《漆艺金缮修复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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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艺金缮修复技艺》CIP 核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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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编写教材

1.教改成果教材：《中职生创新创业指导》

《中职生创新创业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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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校企合编教材：《寿山石雕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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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校企合编教材：《软木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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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校企合编教材：《漆艺髹饰与漆画基础实训指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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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作品鉴赏《匠心筑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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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申报课题

1.省级课题：《基于计算机技术开发的软木画文创产品》立项通知

福 建 省 教 育 厅 文 件

闽教科〔2019〕81 号

福建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19 年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科技类）立项名单的通知

各设区市教育局、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各高等学校、有关省属中职学校，省职业技

术教育中心：

根据《福建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19 年度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申报立项及结题等工作

的通知》（闽教科〔2019〕71 号），在申报单位评审推荐的基础上，经审核研究，确定科技类

立项项目（含信息化专项）1931 项。现将立项名单予以公布。

请你们按照《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文件要求，做好项

目组织实施和监督管理。

福建省教育厅

2019 年 1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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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申请公开)

福建省教育厅办公室 2019 年 12 月 26 日 印发



150

2.市级课题：《软木画、山水画、景观设计有机结合--“三结合”在中职教学中

的实践研究和应用》立项证书和结题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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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撰写论文

1.导师发表论文一：《用创新创业教育实现非遗技艺“活态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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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导师发表论文二：《浅谈中职学校如何以校企合作为契机构筑创新创业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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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学及案例获奖

1.林帆、张合的作品《漆艺打磨工艺之初磨》获“‘网龙杯’2018 年福建省职业

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中职组信息化课堂教学赛项一等奖

2.《坊间锻造匠心，文化点亮人生--福州旅游职业中专学校美育工作坊传承传

统技艺改革创新案例》获福建省第六届中小学艺术节中小学美育改革创新优秀

案例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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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28位导师获得创新创业专项职业能力鉴定合格证书

创新创业专项职业能力鉴定合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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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导师个人荣誉、社会职务及作品一览表

（1）导师个人荣誉

年份 荣誉名称 级别 颁发单位 荣誉照片

2011 杨松名师工作室 市级 福州市教育局

2016
杨松福建省中小学学科

带头人
省级 福州市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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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兰福贵被授予福建省漆

艺大师荣誉称号
省级 福建省工艺美术协会

2018
林晓东福建省工艺美术

名人荣誉称号
省级 福建省工业与信息化厅

2019
兰福贵被评为福州市优

秀青年漆艺家
市级

福州市脱胎漆器行业协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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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兰福贵被授予福州市十

佳带徒名师称号
市级 福州市总工会

2019
黄英被评为福州市优秀

青年漆艺家
市级

福州市脱胎漆器行业协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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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导师社会职务

年份 荣誉名称 级别 颁发单位 荣誉照片

2019
施莉明创新创业国家职

业技能鉴定考评员
国家级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职业技能鉴定中心

2019
陈艳燕创新创业国家职

业技能鉴定考评员
国家级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职业技能鉴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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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林晓东 福州市寿山石行

业协会第三届理事会雕

刻艺术专委会副主任兼

秘书长

市级 福州市寿山石行业协会

2017

兰福贵 福州市脱胎漆

器行业协会第三届理事

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
市级

福州市脱胎漆器行业协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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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导师作品获奖

年份 荣誉名称 级别 颁发单位 荣誉照片

2015

兰福贵漆艺作品《丰年》

荣获 2015 年中国工艺美

术“百花奖”（莆田）评

比

国家级

金奖
中国工艺美术协会

2016

林晓东的石雕作品《文

玩》荣获第十二届中国名

石雕刻艺术展

国家级

金奖
中国工艺美术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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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林晓东作品《碧荷秋老香

犹在》荣获第十三届中国

国石雕刻艺术展

国家级

金奖
中国工艺美术协会

2018

林晓东的作品《秀樾横塘

十里香》荣获第十四届中

国国石雕刻艺术展

国家级

金奖
中国工艺美术协会

2018

黄英漆画作品《国色天

香》荣获第十六届中国工

艺美术博览会暨古典家

具、珠宝玉石博览会“中

艺杯”优秀工艺美术作品

评比

国家级

金奖 中国工艺美术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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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林晓东高山石《慈航普

度》荣获 2017 汉风杯当

代玉石雕刻大赛

国家级

银奖
中国工艺美术馆

2018

张合漆画作品《橘子红

了》荣获第十六届中国工

艺美术博览会暨古典家

具、珠宝玉石博览会“中

艺杯”优秀工艺美术作品

评比

国家级

铜奖
中国工艺美术协会

2019

兰福贵的作品《风华国

韵》在首届“百鹤杯”工

艺美术设计创新大赛

国家级

百鹤新

锐奖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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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林晓东作品《夏日和风》

在 2019 中国首饰玉器百

花奖中荣获

国家级

铜奖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

2015

林帆的漆艺作品《归》荣

获 2015 年中国工艺美术

“百花奖”（莆田）评比

国家级

优秀奖
中国工艺美术协会

2015

阳果作品《瑞祥之丰收》

荣获 2015 中国（厦门）

漆画展

国家级

优秀奖
中国美术家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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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阳果作品《昔日印象》在

美育八闽庆祝改革开放

四十周年福建省师生优

秀美术作品展

省级

一等奖
福建省教育厅

2018

阳果作品《故乡》获 2018

福建省工艺美术“百花

奖”

省级

银奖
福建省工艺美术协会

2018

林训建作品《嫦娥奔月》

获 2018 福建省工艺美术

“百花奖”

省级

铜奖 福建省工艺美术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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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阳果作品《冬去春来》获

2018 福建省工艺美术“百

花奖”

省级

铜奖
福建省工艺美术协会

2018

林琳软木画作品《福州十

大名片》获 2018 福建省

工艺美术“百花奖”

省级

优秀奖
福建省工艺美术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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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林琳代表作品《掌上木

画》荣获第六届（2019）

福建文创奖非遗文创开

发类

省级

入围奖
福建文创奖组委会

2016

《福州软木画书签》荣获

“海上丝绸之路”(福州)

国际旅游节之福州旅游

伴手礼创意设计大赛优

秀作品奖

市级
海上丝绸之路（福州）

国际旅游节执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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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导师收藏及参展作品

年份 荣誉名称 级别 颁发单位 荣誉照片

2018

林晓东石雕作品寿山瑞

兽组章入选 2018 北京中

国当代工艺美术双年展

国家级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

工艺美术馆

2019

胡梁大漆瓷杯作品《华

彩》被福建省海峡民间艺

术馆收藏

省级 福建省海峡民间艺术馆

2017

林帆作品《春风又绿江南

岸》入选“漆缘”福州漆

画艺术展

国际 越南奇龙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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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张合作品《海西竟争帆》

参加“漆缘”福州漆画艺

术展

国际 越南奇龙美术馆

2014

林琳微缩软木画《福州十

大名片》获福建优秀创意

文化产品

省级
福建最具创意文化产品

评选组委会

2017

阳果作品《日用即到系

列》、《入冬初学》、《故乡

的冬天》参加漆彩濠镜—

—福州当代漆艺术澳门

邀请展

省级 澳门江门同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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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示范辐射

（一）示范引领

1. 2017 年学校为职业发展与创新创业工作委员会牵头单位



190



191

附件 1：福建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拟成立分支机构名称及牵头单位

序号 分支机构名称 牵头单位

1 教学诊断与改进工作委员会 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福建工业学校、福建建筑学校

2
职业发展与创新创业工作委

员会
福建省汇众创新创业研究院、福州旅游职业中专学校

3 职业技能竞赛工作委员会
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福建理工学校、晋江华侨职业

中专学校

4 职业院校信息化工作委员会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福建省邮电学校

5 学术与科技工作委员会 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三明林业学校

6 职业教育装备工作委员会 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福建工业学校

7 校企合作工作委员会 黎明职业大学、龙岩技师学院、通海集团

8
职业院校公共基础课工作委

员会
泉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厦门工商旅游学校

9 专业建设工作委员会 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厦门市集美职业技术学校

10 职业院校教学工作委员会 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福建建筑学校

11 对外交流培训工作委员会
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厦门市集美职业技术学校、通

海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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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9 年我校成为福建省创新创业创造联盟成员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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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9 年校旅艺创客空间成为省级产创融合教育实践示范基地

福建省教育厅关于公布省级创新创业创造教育示范院校和省级产创融合教育实

践示范基地建设名单的通知

根据《福建省教育厅关于开展省级创新创业创造教育示范院校和省级产创融合教育实践

示范基地建设的通知》(闽教高〔2019〕19 号)要求，经高校申报，组织专家网络初评、省教

育厅审核和网上公示，确定厦门大学等 8 所本科高校、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等 9所高职高

专院校为省级创新创业创造教育示范建设院校，厦门大学产创融合教育实践基地等 18 个本科

高校基地、厦门城市职业学院创新创业创造教育实践基地等 15 个高职高专基地、福建省安溪

华侨职业中专学校创新创业创造孵化基地等 11 个中等职业学校基地为省级产创融合教育实

践示范建设基地，福建医科大学大学生大健康创新创业创造中心等 6 个基地为省级产创融合

教育实践示范培育基地。并现对省级创新创业创造教育示范院校和省级产创融合教育实践示

范基地建设提出以下要求：

01

坚持立德树人

重视创新创业创造教育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中的重要作用，强化创新创业创造教育

与专业教育及新工科、新农科、新医科、新文科建设的有机结合，从更大范围、更高层次、

更深程度提升创新创业创造教育内涵发展，打造创新创业创造教育生态体系，推动人才培养

模式改革，系统培养造就创新精神、创业素养和创造能力人才。

02

实行动态管理

被列入省级创新创业创造教育示范院校和省级产创融合教育实践示范基地建设和培育的

单位，应建立健全体制机制、经费投入和激励措施，加强建设与管理，增强内外联动，注重

特色发展，确保取得预期建设成效。我厅将组织建设中期考评、期满验收，并根据建设情况

建立动态调整机制，增强建设实效。

03

强化绩效评估

创新创业创造示范院校和示范（培育）基地建设成效纳入学校绩效考评内容。对特色明

显、成效突出、示范带动性强的示范院校和示范基地，将宣传推广经验做法；对工作进展慢、

绩效不佳的示范院校和示范基地，将责成限期整改，整改仍未改善的将取消其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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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通知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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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10 年 6 月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传承示范学校

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传承示范学校

5. 2010 年 10 月全国学校艺术教育先进单位

全国学校艺术教育先进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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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011 年 12 月全国中小学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承学校

全国中小学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承学校

7. 2017 年“和职教杯”首届福建省黄炎培职业教育创新创业大赛竞赛组织奖

2017 年“和职教杯”首届福建省黄炎培职业教育创新创业大赛竞赛组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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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018 旅游生活展优秀设计奖

2018 旅游生活展优秀设计奖

9.2018 年中华职业教育创新创业大赛竞赛组织奖

2018 年中华职业教育创新创业大赛竞赛组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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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19 年 4 月全国第六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学生艺术实践工作坊一等奖

全国第六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学生艺术实践工作坊一等奖

11.2019 年“和职教杯”首届福建省黄炎培职业教育创新创业大赛竞赛组织奖

2019 年“和职教杯”首届福建省黄炎培职业教育创新创业大赛竞赛组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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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019 旅游生活展优秀组织奖

2019 旅游生活展优秀组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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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出考察交流

活动报道一：第三届海峡青年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暨福州市-新北市职业（技职）

教育交流活动

第三届海峡青年节·同根同源青年携手，互动互学青春圆梦！

——第三届海峡青年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暨福州市-新北市职业（技职）教育交流活动

系列报道

2015 年 8 月 10 日，第三届海峡青年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暨福州市-新北市职业（技

职）教育交流活动在福州旅游职业中专学校圆满举办。此次交流活动由福州市教育局和台湾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联合主办，福州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和福州旅游职业中专学校共同承办。

来自台湾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和新北市立莺歌高级工商职业学校、台湾元培医事科技大学、台

湾师大、长庚大学、泰山高中、淡水商工、瑞芳高工、三重商工、新北高工、东海高中、庄

敬高职等 11 所新北院校的师生代表 39 人以及来自福州市教育局、福州市文联、福州市职业

院校的师生代表近 350 余人共同参与了此次活动，

此次活动紧紧围绕第三届海青节“青年携手、青春圆梦”的主题，以“体验特色文化、

凝聚共同梦想”为活动主线，通过“榕台两地职教论坛”、“师生技能作品展示”和“师生教

育教学成果交流”等三位一体的活动平台，深化榕台职业教育的交流与合作，并在主题突出、

特色鲜明、内容丰富的系列活动中让两岸青年师生共同体会中华优秀传统艺术的博大精深和

福州闽菜烹饪技艺的醇香精妙，从而进一步强化两岸青年师生对中华文化之根和中华民族之

源的历史认知与情感认同。

【活动平台一：榕台两地职教论坛】

希望和期待，契合与交融——最鲜明而深刻的记忆。

在榕台两地职教论坛上，福州市教育局严星副局长首先代表福州市海青节组委会和福州

市教育局致辞。严星副局长首先回顾了福州和新北两市职业（技职）教育交流的整体情况。

近年来，福州新北两地充分借助海青节、职业技能大赛等载体，开展了多方位的职业教育交

流活动，师生互访日益频繁、交流方式日益丰富。而今天在福州旅游职业中专学校开展的系

列交流活动，无疑是对继续深化，值得珍惜，值得祝贺。

严星副局长接着在致辞中提出了两点“希望”：一是两岸同文同种，教育一脉相承。职业

教育互补性强，交流空间大。希望福州新北两市进一步落实好交流合作备忘录的文件精神，

不断开拓海峡两岸职业（技职）教育交流的广度和深度；二是作为自贸区人才培养重要载体

的福州职业教育，将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希望福州新北两市在良好合作的基础上，能乘势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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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进一步开展实质性的项目合作，为自贸区建设提供人才和技术支持，共同推进海峡两岸

的教育发展、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不约而同，同心契合。在接下来的台湾新北市政府教育局陈浩然辅导员的致辞中，在表

达了对福州市非常热情的接待的感谢与感激之后，他也提及了两个“期待”。一是期待透过彼

此的信任、彼此的熟悉、彼此的深入交流，来共同开拓两市青年学子的视野与心胸，透过作

品、梦想、计划的交流，来成就我们所有青年学子成长的互动互利；二是期待这样一件让两

岸孩子都幸福的意义深远的交流，能不断地走下去，走得更远、走得更好。

之后，福州市和新北市政府教育局领导互赠纪念品；在赠送的礼品中，一件来自两岸青

年学生共同设计，携手创作的《漆·印章》礼品弥足珍贵，尤具意义。在艺术上将漆艺与石

雕完美融合的背后，是两岸青年创作灵感的契合，人文情感的交融。

这种契合与交融，在随后进行的两岸代表论坛发言中，也得到了同样的不约而同、同心

契合的彰显。无论是福州旅游职业中专学校刘小健校长《保护文化遗产，培养技术技能型人

才》中所阐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业”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的理论与实践探索，还是

台湾龙华科技大学徐昊杲教授所阐释的台湾技职教育人才培养模式与实训策略；无论是福州市文

联武夏红副主席的《漫谈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提及的文化保护与传承的课题，还是台湾新北

市莺歌工商学校孔令文校长和长庚大学张锦特教授对于台湾技职教育创新与问题解决的介绍，

都充分体现出了海峡两岸职业教育理念的契合，文化艺术传承的交融。

希望与期待、契合与交融，这就是此次榕台两地职教论坛，将来留给海峡两岸榕台两市

最鲜明而深刻的记忆。

【活动平台二：师生技能作品展示】

同台和同伴，同烹与同雕——最鲜活而饱满的收获。

与上午的榕台两地职教论坛同时进行的是榕台两地学生的技能作品制作与展示活动。此

次职业技能作品展示的项目涵盖了寿山石雕刻、软木画制作、脱胎漆器制作、中餐热菜制作、

中餐面点制作、调酒、美容美发、动画片制作等八个专业。来自福州旅游职业中专学校和福

州机电工程职业技术学校的学生们与台湾新北的青年学生同台献艺，同伴交流，同烹一道菜，

同雕一块石，边观摩边学习、边交流边制作。

在学校图文信息中心的圆形报告厅、在学校的烹饪实训教室，源于对中华优秀文化艺术

共同的自豪，源于对专业共同的热忱，他们共同为脱胎漆器上漆，同台完成软木画的一个松

柏长青的组件；共同烹制两地的特色美食，同台交流动漫制作与美发设计方面的点滴心得，

两岸年青人的心，无需太多的时间，无需老师的撺掇，自然而然地就贴近了。他们一起埋头

交流起篆刻的点滴心得；两岸青年学生那份对中华文化与职业技能的热爱、那种阳光和向上

的热情，都给两地来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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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三个小时的作品制作与展示活动，场景鲜活而生动，内容充实而丰富。两岸青年学

生共同烹制的闽菜精品，飘散的是浓浓的同根同源的同胞乡情；两岸青年学生工作制作的工

艺作品，镌刻的是深深的同职同业的专业认同。同台和同伴，同烹与同雕，这将成为此次海

峡两岸职业教育交流活动，留给青年学生们的一份最鲜活而饱满的收获。

【活动平台三：师生教育教学成果交流】

教学和教研，介绍与介入——最坦诚而热情的交流

下午的两地职业（技职）教育交流活动，主要是同时进行的两场师生教育教学成果展示

交流活动，分别是：来自新北市和福州市的两位教师的教学交流活动与台湾新北学生职业技

能作品介绍会。

新北市立泰山高中许恭维老师展示了一节题为《动动你的脑，携手玩创意》的课堂教学

观摩。徐恭维老师在教学中，把创意设计与日常生活密切统一起来，让我们每一位的听众都

真切感受到生活中原来随时可以有创意的灵感火花，关键是我们要知道如何开阔思维，激发

创意；之后来自福州旅游职业中专学校的创客导师兰福贵老师也为新北的师生展示了一节《漆

艺髹饰技法之蛋壳镶嵌》的教学观摩课。兰老师的这堂课围绕“非遗”项目主题，把原本单

纯而传统的一种漆艺技法教学，依托信息化技术的平台，在教学手段上作了创新拓展。应用

直录播信息化系统进行技法实践的示范教学，加强了学生对教学内容的直观理解。两地教师

不同专业的两节观摩课精彩纷呈，气氛活跃轻松，师生互动热烈，既充分体现了各自学校的

专业特色与教学方式的不同，又开拓了彼此的视野，实现了两地教学教研的第一次坦诚而深

入的交流。

而在台湾新北学生职业技能作品介绍会上，来自新北市立莺歌高级工商职业学校、泰山

高中、淡水商工、瑞芳高工、三重商工、新北高工、东海高中、庄敬高职等技职院校的九位

学生，分别上台作了介绍和交流。此次海青节 LOG0 设计出自台湾新北市立莺歌高级工商职业

学校的师生团队，他们在此次接受会上向我们完整地介绍了 logo 设计从收集意见，交流创意

到实践创作的整个过程，其中的执着与努力，智慧与创意得到了两岸青年学生由衷地赞许。

整个活动现场气氛活跃而热烈。“台湾凤梨酥你们吃过吗？……吃过哦，那我这凤梨酥不一

样哦！你们吃的是台湾产的。而这，是……我产的！”一阵阵的笑语欢声就随着新北与福州

两地青年学生一句句连珠的妙语，爽朗地传出。无论是台湾新北学生落落大方而幽默风趣的

演讲，还是作为听众的福州青年学生的坦诚质疑和巧妙设问，呈现的是两地青年学生智慧碰

撞的火花，以及两地青年学生全面的职业能力与素养。

一边是来自两地青年教师创意的教学和坦诚的教研；一边是来自两地青年学生精彩的介

绍和热情的介入。这天的下午，洋溢出的是两地职业（技职）交流的坦诚与热烈！

青年文化梦，两岸一家亲。体验特色文化，凝聚共同梦想。在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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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旅程中，让两岸携手同心去共同铸就中华文明新的辉煌！青年携手，青春圆梦。我们

期待下次的相逢与团聚。

活动报道二：福州旅游职专妆点“青运会”文化华彩之廊

漆彩海丝·‘非遗’文化小屋

——福州旅游职专妆点“青运会”文化华彩之廊

作为福州市教育局“青运会文创小屋、海丝文化小屋”活动的一个组成单元，福州旅游

职专“漆彩海丝·‘非遗’文化小屋”以其浓郁的海丝地域文化的特色，妆点出首届“青运会”

文化华彩走廊里的一方绚丽空间。

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省委书记尤权、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记杨岳、副省长李红、省

领导叶双瑜、张志南、王惠敏、市领导杨益明、陈晔等先后来到活动现场，并走进福州旅游

职专“漆彩海丝·‘非遗’文化小屋”，和学校师生们一起品漆、一起赏漆，一起感受“非遗”

文化的魅力。在学校的“非遗”文化小屋里，省、市领导边走边听边看，在与师生亲切交流

的言谈中，始终洋溢着对“非遗”文化传承永续的欣喜，充满着对职业教育发展成绩的赞许。

有积淀自然有特色，有特色自然有赞许！在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道路上，学校专业办

学与“青运会”的理念悄然契合，那就是：着眼青年的后起之秀，着力传承的不竭之源！作

为全国首批“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承示范学校”和全国学校艺术教育先进集体的福州旅游职

业中专学校，在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创新的道路上，将继续培养更多更好的文化产业人才，

为福建自贸区和福州文化产业的发展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创客学子与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互动场景



209

活动报道三：双创教育成果成功入驻“5·18”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

创新创业教育成果成功入驻“5·18”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

2016 年 5 月 18 日，第十八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隆重开馆。

作为省内唯一一所参展职业院校，福州旅游职业中专学校成功入驻“海交会”。

作为全国首批“现代学徒制”改革试点单位、福建省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和

福建省示范性现代职业院校建设工程培育院校，福州旅游职业中专学校与福州市经济和信息

化委员会建立了长期而高效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联合培养、共同育人”的工作机制。

今年的海交会以“深化对台交流、搭建海丝平台、共享发展成果”为主题，除经贸展区

外，还增设了“旅游文化展区”、“福州·再扬帆”等共五个展区。为大力宣传福州工艺美术

传统产业，福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承担了此次“海交会”“旅游文化展区”的布展任务。

正是基于“政校企”长期合作的充分信任与认可，学校顺利入围“东方遗珍——福州巨匠手

工展”，并成为省内职业院校的唯一受邀参展单位，

福州旅游职业中专学校的“联合办学成果展区”集中展示了学校师生创作的“寿山石雕”、

“脱胎漆器”、“漆画”和“软木画”等共计 90 余件精品。整个展位共分为“职业教育宣传”、

“师生作品展示”和“商务交流洽谈”等三个专区，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来宾全方位展示了学

校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方面的成功实践；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来宾全方位展示了学

校在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业”产学研用和创新创业方面的丰硕成果，成就了“海交

会”旅游文化展区一方亮丽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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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报道四：2016 中国文化海外行——金辉南非营开营

2016 中国文化海外行

——金辉南非营开营

南非当地时间 11 月 7 日，“2016 中国文化海外行——金辉南非营(第五届)”开营仪式

在比勒陀利亚斐京华侨公学隆重举行。此次活动为期 4天，来自中国福建省福州市的优秀教

师将向当地学生讲授中国书法和国画、民族舞蹈、武术、脱胎漆艺、寿山石雕刻等中国传统

文化。

本次活动由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主办，福建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福州市人民政府外

事侨务办公室承办，全非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斐京华侨公学、南非中国文化发展中心共

同协办，金辉集团赞助。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委托福建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福州市人民

政府外事侨务办公室从福州市精心遴选了 6名优秀教师来南非和当地师生共同学习中国文化

知识，他们将分别讲授《中华文化概述》、《中国书画》、《中国民族舞蹈》、《中国武术》、

《脱胎漆艺》、《寿山石雕刻》等课程。

在开营仪式上，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项目一部项目主管辛超在讲话中表示，此次 “2016

中国文化海外行——金辉南非营”开营，是该项目第五次走进南非，目的在于鼓励和帮助生

活在非洲的华裔青少年学习中文和了解中华文化，推动中非文化的交流。他希望营员们能够

怀着感恩的心，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全身心地去感知这次“中华才艺之行”，切实领略中

华文化之美。

南非斐京华侨公学副校长刘玉华以及斐京华侨公学的 200 多名师生参加了此次开营仪式。

(福建省侨办文宣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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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福贵老师在展示漆艺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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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福贵老师和林晓东老师参加开营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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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报道五：“薪火相传、文明永续”福州旅游职业中专学校师生非物质文化遗产作品迎春展

“薪火相传、文明永续”作品迎春展在福州举办

——福州旅游职业中专学校

2017 年 1 月 17 日，以“薪火相传、文明永续”为主题的师生非物质文化遗产作品迎春

展在沈绍安漆艺馆（光荣路 319 号天下西湖内）顺利开幕。展览由福建省工艺美术学会、福

州市教育局主办，福州旅游职业中专学校暨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校携手福建沈绍安脱胎

漆器有限公司共同承办。

展览共分为“传承”、“创新”和“再创造”三个模块，既有沈绍安馆藏臻品和郑崇尧、

陈桂官、林彬三、汤志义等大师的佳作，又有学校师生近年来创作的优秀作品。以继承传统、

发扬创新，永续中华漆艺文明为宗旨，为师生的专业成长点赞。

福州市教育局副局长严星、福州市经信委副主任林高星、福建省工艺美术学会会长黄宝

庆、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郑修钤、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郑崇尧、福州旅游职业中专学校暨福州

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校校长刘小健、福州市脱胎漆器行业协会会长陈天灨、沈绍安漆艺馆馆

长苏庆华以及著名漆艺师林彬三、陈秋芳等诸位嘉宾出席了展览开幕式。展览将会持续至 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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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报道六：“阳光下成长：全国中小学生艺术展演美术获奖作品•八闽展”

我校创客空间师生团队参加“阳光下成长：全国中小学生艺术展演美术获奖作品•八闽展”

2017 年 5 月 13 日，我校创客空间师生团队到福州画院参加“阳光下成长：全国中小学

生艺术展演美术获奖作品•八闽展”。同学们积极参与，观看了此次的获奖作品。

寿山石、脱胎漆器、软木画专业的学生在现场展示技艺。许多师生到我校展区观看。同

学们积极与会上的其他学校的同学们交流，互通有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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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学生的作品得到了专业人士的认可，对学生们的学习给予了肯定。学生们受到了鼓

舞，学习更有了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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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报道七：进全国职教博览会宣传福州职教丰硕成果

海丝情 工匠心

——福州旅游职专走进全国职教博览会宣传福州职教丰硕成果

2017 年 5 月 3 日-7 日，全国职业教育博览会暨中华职业教育社百年历史图片展在北京国

际展览中心隆重举办。福州旅游职业中专学校作为福建省中华职业教育社推荐的参展单位，

以“海丝情·工匠心”为主题向全国的职教同仁们充分展示宣传了福州职业教育的丰硕成果,

为今年的福州职教宣传周拓展了全国性展示宣传的平台。

为更好地推进福建省示范性现代职业院校建设工程，学校明确的参加此次“国展”的指

导思想，概况而言，就是：弘扬一种理念、围绕两个主题，实现三个融合，展现三个特色。

就是：弘扬“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的理念，紧紧围绕“海丝文化源起” 和“工匠

精神锻造”的两大主题，实现校园文化与“非遗”文化的融合、实现校园文化与海丝文化的

融合、实现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的融合，进而展现学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业”的办学

特色和双创的成果，展现福州职业教育底蕴深厚的文化特色，展现“海丝”源起：有福之州

的人文特色。

展会期间，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职业教育社副理事长、中华同心温暖工程基金会理事

长马培华、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戴均良、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

人教育司、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等领导莅临我们展区，对我校在传统工艺

美术（软木画、脱胎漆画、寿山石雕等技艺）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弘扬“海丝情、工匠心”

精神予以高度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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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报道八：“薪火相传”2017 福州青年漆艺家漆艺新作展

“薪火相传”2017 福州青年漆艺家漆艺新作展在榕开幕

薪火相传”2017 福州青年漆艺家漆艺新作展在盛丰闽派艺术馆开展，本次展览由福建省

漆艺文化研究会、福州市漆艺研究会、福建省中艺美术馆主办。

福建省漆艺文化研究会会长汪天亮先生

福州市文联副主席、党组成员 武夏红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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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市漆艺研究副会长兼秘书长 吴思冬先生

盛丰金服总经理兼

盛丰·闽派艺术馆执行董事 李宝惠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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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闽派文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江韬先生

据悉，本次展览将持续一个月。本次展览以“薪火相传”为主题，一方面，回应在学术

界引起广泛关注的“传统漆艺的更新转换”问题，展示以福州漆艺术为例的传承与创新;另一

方面，鼓励培养福州新生代漆艺家们，把握时代性、学术性、多元性、创新性的原则，创作

出体现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精品力作，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以人为中心的创作

导向。

与此同时，展览将着重体现青年漆艺家或经过学院派的教育，或探索学术的追求中，展

现出来的更加宽阔的艺术视野，进一步拓展艺术家交流平台，发掘优秀作品和新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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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展品展示

参与本次展览的艺术家们师承有序，基本功深，在继承前辈技法的基础上更专注于突破

既往，提炼自身的艺术语言，探求漆画题材的当代性和表现手法的多样性；在校大学生中对

漆画专业有热忱，有一定创作实力的佼佼者，他们的作品视角独特，呈现出青年学生对当下

敏锐的观察及对未来无限的憧憬。众多高校教师也参与了此次展览，他们重视漆艺技法的传

承，关注漆画人才的培养，以切身实际行动在福建范围内发现和选拔优秀青年漆画家。此次

众多作品的共同展出，也令当代漆画的发展脉络获得更加丰富的视觉呈现。展览展出百位名

家近 200 件漆艺作品，其中特别邀请王和举、郑崇尧、汪天亮、陈秋芳、刘章淦、陈天赣、

武夏红、陈明光、沈克龙、郑鑫、邱志军、吴思冬、程德龙、许剑武、陈宇、陈冰、孙晓东、

赖登云、张丽、蔡友灵、陈铸、黄胜、魏宁等漆艺名家共同参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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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艺术家到场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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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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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气氛热烈

此次展览同盛丰·闽派艺术中心合作，也是为了艺术不要再安放于神坛供人朝拜，而是

接地气的走入大众视野，与民众亲近。在漆艺繁荣的后工业时代，漆艺可以贡献其具有未来

精神指向的东方艺术方式，以生长、兼容的方式与商业金融来接触，必然要经历一个由浅入

深的过程，盛丰·闽派艺术中心与漆艺研究会的合作恰好可以看作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完美样

本。弘扬漆文化，发展漆产业。振兴福州漆艺是福州漆艺学界和艺术企业的共同心声。以艺

术之名，凝聚社会责任，为闽地文化建设贡献力量。



228

各大媒体对于此次展览给于高度重视与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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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办单位 |

福建省漆艺文化研究会

福州市漆艺研究会

福建省中艺美术馆

| 承办单位 |

福建中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收藏商情》杂志社

福建闽派文化产业公司

福建两岸盛丰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海艺美术馆

| 协办单位 |

闽江学院美术学院

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福建商学院

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

福州旅游职业中专学校

福建艺术职业学院

海峡文化艺术经纪有限公司

《大艺》杂志社

闽江学院漆艺文化创意园

| 展览时间 |

6 月 4 日 - 7 月 4 日

| 展览地点 |

盛丰-闽派艺术馆

（福州市晋安区福新东路 478 号盛丰大厦 18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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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报道九：大漆韵•小工匠——福州旅游职专“漆彩工坊”精彩亮相福建省第六届中小学生

艺术节

大漆韵·小工匠

福州旅游职业中专学校 2018-10-31

漆彩工坊：大漆韵·小工匠

——福州旅游职专“漆彩工坊”精彩亮相福建省第六届中小学生艺术节

作为福建省第六届中小学生艺术节现场展演系列活动之一的“艺术实践工作坊”于

10 月 28 日-30 日在福州三中隆重举办。经全省征选，层层选拔，福州旅游职专的“漆

彩工坊”以典雅古朴的展台设计、底蕴深厚的工坊实践、美轮美奂的作品展示、生动活

泼的互动体验，精彩亮相，吸引了一拨拨的师生来宾前来参观与交流，成为展演现场艺

术氛围最浓厚、活动交流最热烈的展区。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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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国首批“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承示范学校”、全国首批“学校艺术教育先进

单位”和全国首批“现代学徒制改革试点单位”，福州旅游职业中专学校漆艺专业走过

了四十余年的发展历程，拥有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福建省民间艺

术家和福州市“非遗”文化传承人等一批教师组成的优秀专业教学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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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校“艺术工坊”的改革实践中，学校始终秉持技艺传承、文化滋养与精神培育

有机融合的工作理念，从口传心授的师徒模式到信息教学的多元导入，技艺传承的实践

创新不曾停滞；从“先做人·后习艺”到“匠人培养·匠心培育”的有机融合，民族文

化的滋养浸润日益深厚；从传统工匠的“庄静自然·虔敬作品”到现代工匠的“匠者有

心·物则有魂”，精神培育的时代内涵历久弥新。

随着 2015 年全国首届青年运动会上，学校“漆彩海丝文化小屋”的精彩亮相，总

理点赞，学校“漆彩工坊”的专业品牌便如蝉蜕蝶舞，成为学校“艺术工坊”改革实践

的成果品牌与特色亮点。 “漆彩工坊”制作研发的工艺作品在全国专业性的创新创业

大赛竞赛评选活动中，屡获金奖。“漆彩工坊”林颖同学的成长案例更荣登《人民日报》

的“助梦大国小工匠”专栏；雷震天同学在团中央组织的评选中，荣膺“全国最美中职

生”。在“漆彩工坊”的天地里，作品炫彩、创意精彩、人生出彩！

漆文化处处彰显精巧别致，时时散发生命之美。“漆彩工坊”也将继续一路引领

着我们去寻找“真”、涵养“善”、创造“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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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报道十：2019 年第五届福建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职教赛道省赛决赛展版

2019 年第五届福建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职教赛道省赛决赛展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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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报道十一：2019 年中华职业教育创新创业大赛展版

2019 年中华职业教育创新创业大赛展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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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报道十二： 漆彩濠镜献贺礼 现代学徒展新篇——我校成功协办“庆祝澳门回归祖

国十八周年——漆彩濠镜•福州当代漆艺术品澳门邀请展”

漆彩濠镜献贺礼 现代学徒展新篇

--我校成功协办“庆祝澳门回归祖国十八周年——漆彩濠镜·福州当代漆艺术品澳门邀

请展”

2017 年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3 日，“庆祝澳门回归祖国十八周年——漆彩濠镜·福州当代

漆艺术品澳门邀请展”在澳门综艺馆成功举办。展览由澳门江门同乡会主办、我校与福州市

脱胎漆器行业协会协办、澳门基金会赞助。这是福州脱胎漆器艺术在澳门特别行政区举办的

首次大型展览。

展览于 11 月 28 日下午盛大开幕。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厚铧、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行

政区联络办公室副主任陈斯喜、澳门特别行政区社会文化司司长谭俊荣、中央人民政府驻澳

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协调部副部长盛刚、澳门民政总署管委会主席戴祖义、澳门特别行

政区文化局副局长杨子健、澳门特别行政区旅游局副局长谢庆茜等领导出席开幕式并剪彩。

开幕式上，策展人、澳门江门同乡会会长甑瑞权代表主办单位，我校高级讲师、福建省

漆艺大师、福州市脱胎漆器行业协会副秘书长兰福贵代表协办单位，先后作了开幕致辞。

何厚铧副主席、陈斯喜副主任等领导嘉宾，在参观中，对展出的福州当代漆艺作品产生

了浓厚的兴趣，并对澳门主办单位与福州协办单位积极致力于推动澳门与内地加强文化艺术

交流，给予了充分肯定与赞赏。

此次展览，展出了福州老、中、青三代漆艺家的漆器、漆画作品共一百五十余件。其中，

既有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和省级漆艺大师的经典之作，也有新生代漆艺家们的创新探索之作；

既有古雅的脱胎漆器、意韵深远的漆画，也有深沉典雅的漆艺文玩、饰品、茶具等等，都尽

显大漆温润内敛的东方气质，舒展出别样的诗情意韵。

我校双创创导师兰福贵、张合、阳果、林帆等老师，我校退休返聘的郑修钤、林彬三老

师，我校现代学徒制特聘教师郑崇尧、陈秋芳、陈天灨、胡文平等老师，以及我校优秀毕业

生曾真、陈成宝、陈婷婷、罗权芬和创客学子李婷、李滟等的漆艺作品，占到了参展作品的

一半以上。

为期一周的展览，吸引了大批澳门市民、澳门文化艺术界人士以及一些香港业界人士前

来参观交流。观众纷纷被来自中国漆艺重镇“脱胎漆器之都”福州的国家级“非遗”——脱

胎漆器、漆画的独特艺术魅力所折服，感叹中国漆艺的神秘与华美，更加激发出对中国传统

艺术的热爱与文化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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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展览我校再度助力政企，作为唯一一所中职院校鼎力协办此次盛会，为展会输送优

质专业人才、创新校企合作模式、传递职教新理念。我校正处于创建福建省示范性现代职业

院校建设工程培育院校、福建省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关键时期，此次携手澳门江

门同乡共建共创共享，对于推进学校三创工作，打造学校品牌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展览海报



239

开幕式剪彩仪式

我校高级讲师、福建省漆艺大师、福州市脱胎漆器行业协会副秘书长兰福贵

代表协办单位致开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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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福贵老师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厚铧先生等领导嘉宾介绍参展作品

展览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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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主流媒体《澳门日报》《大众报》《濠江日报》《澳门焦点报》《新华澳报》及

“澳门莲花卫视”等，高度关注本次两地文化交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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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报道十三：多元融合谱新篇 国际交流铸华章——我校与福州墨尔本理工职业学院开展

联谊交流活动

多元融合谱新篇 国际交流铸华章

——我校与福州墨尔本理工职业学院开展联谊交流活动

2019 年 9 月 20 日，澳大利亚墨尔本理工学院师生一行 12 人在福州墨尔本理工职业学院

招生留学处王子迅处长的带领下来到我校开展联谊交流活动。我校朱红英副校长介绍了学校

的发展历程、文化建设、专业多元化课堂的特色等具体情况，带领来宾参观了我校工艺美术

馆、校园文化长廊、创客空间、咖啡文化技艺实训中心等场所，双方在教育教学、国际交流

等方面的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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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宾们参观工艺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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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晓东、李林颖、林帆老师介绍非遗工艺技法

咖啡文化技艺实训中心体验活动及校际间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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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灵亮、刘本坦、陈天红老师给国际友人们展示闽菜独特的魅力

交流期间，到访外宾与我校师生进行深度互动，一系列的交流探讨使外国友人更多的了

解了中国非遗文化和中国职业教育特色。澳大利亚墨尔本理工学院外方代表 Karen Cook 老师

表示：“此次的校际联谊活动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感谢学校精心安排准备的各个环节，

并对我校师生发出诚挚邀请”；同时王子迅处长也表示将来将搭建更多的国际校际间的交流平

台，为两校间的人才培养提供一个绝佳的学习实践场地，培养实用型国际化专业管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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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墨尔本理工学院院方代表致辞、两校师生合影

在《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和《福建省职业教育改革工作方案》陆续推出的背景下，

职业教育迎来新的建设高潮，我校以示范校创建为抓手，推进学校多维度发展。此次国际间

的交流活动真真切切的触摸到了职业教育中的各种现实元素，为我校创造更多可能的发展途

径，为今后建立高质量、多维度的融合发展奠定基础，谱写出新的华章。

活动报道十四： 【當代藝術】紫砂名壺建陽盞弘陶藝文化

【當代藝術】  紫砂名壺建陽盞弘陶藝文化

admin 澳門江門同鄉會 2019-10-19

紫砂名壺建陽盞弘陶藝文化

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0 週年和澳門回歸祖國 20 週年，澳門江門同鄉會聯同內地

單位舉辦「紫砂名壺建陽盞」當代陶藝名家邀請展昨開幕，展出 170 件當代陶藝作品，

展期至本月 22 日。

舉辦方冀通過舉辦展覽將中國傳統的陶瓷工藝傳播出去，讓觀眾在感受紫砂作品及

建陽盞作品藝術魅力的同時，加深對中國的傳統文化的瞭解，傳承與弘揚中國的傳統文

化，促進澳門與內地之間的文化交流。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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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儀式昨日下午三時假綜藝館舉行，全國政協副主席何厚鏵，社會文化司司長代

表、旅遊局局長文綺華，中聯辦協調部部長級助理張深居，全國人大代表劉藝良，澳區

全國政協委員溫能漢，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委員黎振強，文化局代表、視覺藝術發展

處處長林偉業，市政署代表、文康社群處處長歐振榮，江門市委統戰部副處長葉志紅，

立法議員麥瑞權、鄭安庭、陳華強，智慧人文勵政會會長吳在權，澳門廣府人（珠璣）

聯誼會會長梁伯進，江門同鄉會會長甄瑞權等出席。

文綺華致辭表示，今年公佈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提出，澳門要“打

造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非常樂見江門同鄉會促成這次

展覽，將江蘇紫砂和福建建陽盞這兩項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藝術結晶品帶到澳門，

讓參觀人士可以感受多位當代陶藝名家的獨具匠心，以此進一步推廣非遺技藝，傳承與

弘揚中華傳統文化。

文綺華表示，文化一直是旅遊的堅實載體，當局一直致力鼓勵業界及社團舉辦多元

化活動，亦同時加大與文化、體育等部門之間的聯動合作，舉辦多項盛事活動，發揮和

文化、體育等範疇的協同效應，為澳門的旅遊業注入活力。

她又表示，冼星海紀念館下月起啟用，大賽車博物館亦預計明年開放，相信在各方

共同努力下，未來將有更多相關配套的旅遊產品推出，為市民和旅客帶來更多文旅結合

的休閒娛樂，豐富澳門旅遊內涵，提升旅客體驗，推進澳門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工作，

助力旅遊業的可持續發展。

甄瑞權致辭表示，今年迎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0 週年和澳門回歸祖國 20 週年

的喜慶日子；為歌頌新中國成立以來所取得輝煌成就，為謳歌澳門回歸祖國以後「一國

兩制」的成功實踐，該會聯同有關方面舉辦「紫砂名壺建陽盞」當代陶藝名家邀請展，

為“雙慶”活動呈獻一份國家情懷的賀禮，

並冀通過舉辦展覽將中國傳統的陶瓷工藝傳播出去，讓觀眾在感受紫砂作品及建陽

盞作品藝術魅力的同時，對中國的傳統文化有更進一步的瞭解，以此傳承與弘揚中國的

傳統文化，促進澳門與內地之間的文化交流。

展覽共展出當代陶藝作品 170 件，其中紫砂壺作品 100 件、建陽盞 70 多件，包括中國工

藝美術大師鮑志強和季益順，及江蘇省工藝美術大師華健、吳奇敏等紫砂壺名作；

福建省建陽盞大師詹桂溪、李細妹、廖成義等燒製的建陽盞名作，以及福州張合老師配

合今次展覽製作的漆器作品；讓與會藝術愛好者感受到紫砂壺的精巧與古雅，欣賞到建陽盞

的奇妙與美麗，體驗中國傳統藝術的魅力。

展覽展期至本月 22 日，歡迎市民前往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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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报道十五：文旅融合漆建盏 添彩澳门邀请展

文旅融合漆建盏 添彩澳门邀请展

福建省福州旅游职业中专学校 2019-10-20

文旅融合建盏 添彩澳门邀请展

福州旅游职专协办“紫砂名壶·建阳盏”当代名家澳门邀请展

2019 年 10 月 18 日下午，由澳门江门同乡会主办，我校及相关单位一同协办的“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暨澳门回归祖国 20 周年——澳门‘紫砂名壶·建阳盏’

当代名家邀请展”在澳门综艺馆隆重开幕。

出席本次活动开幕式的领导嘉宾有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厚铧，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

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协调部部长级助理张深居，澳门社会文化司司长代表、旅游局局长

文绮华，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委员黎振强、澳门特别行政区文化局代表、视觉艺术发

展处处长林伟业、澳门市政署代表、文康社群处处长欧振荣、江门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叶

志红、全国人大代表刘艺良、全国政协委员 / 澳门日报副社長兼总经理温能汉、澳门

广播电视股份有限公司执行委员会主席白文浩、澳门立法议员麦瑞权、郑安庭、陈华强，

福建省厦门市前政协常委吴在权，澳门广府人（珠玑）联谊会会长梁伯进，澳门江门同

乡会会长甄瑞权。

宜兴紫砂壶参展单位代表吴奇敏，南平建阳建盏参展代表詹桂溪、廖成义、李细妹，

福建省福州旅游职业中专学校代表张合出席了开幕式。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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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展览一共展出紫砂作品 100 件、建盏作品 70 件。我校张合老师亲自创作及指

导学生创作的三十余件漆建盏作品，则成为本次展览活动的亮点之一。

漆建盏是以建盏为胎体和传统大漆工艺相结合的文创作品。它将建盏和大漆工艺这

两项福建的非遗工艺完美的进行融合，是我校近年来积极推进“文旅融合”，在漆艺的

“媒介创新”上取得的实践成果之一。

我校参展的部分漆建盏作品

展览期间，张合老师积极为嘉宾和观众介绍历史悠久的中国大漆艺术，抓住机会宣

扬中国传统文化。漆艺作品的参展为众多藏家、爱好者们提供艺术鉴赏的机会，让更多

艺术爱好者们能同时感受到陶艺、漆艺工艺的奇妙与精美，体验中国传统艺术的魅力。

参展的师生作品受到了嘉宾们的一致肯定和广大观众的喜爱。

政校企深度融合共育共建已成为我校常态化工作机制。本次展览是我校第二次参与

澳门大型展会，学校进一步创新合作形式和机制，以“文旅融合”新模式赴澳参展，一

如既往发挥桥梁纽带作用，输出福州“非遗”文化，融合澳门多元文化，共同推进中华

传统优秀工艺的传承与创新，实现中华传统优秀工艺文化的繁荣昌盛。展会同时展现出

我校专业人才培养质量和职业教育理念的传承性与独特性，对于深化我校福建省示范校

现代职业院校工程建设有着深厚的意义。此外，展会还引起了澳门各界的广泛关注，《澳

门日报》《华侨报》《大众报》等媒体纷纷予以报道。

▲澳门主流媒体对展事的报道

爱校爱生 形象为尊

合作协同 传承创新

共荣共进 追求卓越

崇礼 ｜砺行｜ 敬业｜ 乐群

福州旅游职业中专学校

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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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报道十六：闽来甘往助东学西渐 榕漆渭书成南技北法

闽来甘往助东学西渐 榕漆渭书成南技北法

2020-06-09

福建省福州旅游职业中专学校

闽来甘往助东学西渐 榕漆渭书成南技北法

我校与甘肃通渭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互助共建、共谋发展

导语

自 2017 年 2 月福州市与定西市共同签订《东西部扶贫协作框架协议》以来，我校积极响

应国家与市政府关于东西部扶贫协作与对口支援的号召，积极贯彻落实教育扶贫政策，每年

精选专业精英赴定西送教支教，学校也多次接待定西定点帮扶学校的教师、领导到我校考察、

培训和交流。

01

师资互派——闽来甘往，助力东学西渐

2019 年 10月 28日甘肃省定西市通渭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教务处主任兼该校示范办南鱼

东主任，工美组陈昊宇组长和李致林老师一行三人到我校考察交流，实地考察了我校工艺美

术专业的专业建设、教育教学情况，以及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

2020 年 5 月，我校派出工美教研组组长张合老师赴通渭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开展支教活

动，将福州的非遗文化传统漆艺制作工艺和多年积累的工艺美术专业教育教学经验倾囊相授，

为通渭县职业教育及专业建设增砖添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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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渭职专官方网站对张合老师的支教报道

两校在师资方面的常来常往，促进了两校专业建设和职业教育的交流与发展，充分发挥

了职业教育在脱贫攻坚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推进东西部职业教育帮扶工作的开展，将《协

议》精神精准落实到位。

取长补短——榕漆渭书，成就南技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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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应通渭职专邀请，我校将在通渭职专设立漆艺专业校外实训基地，两校将在加深联系的

基础上，取长补短，互助共赢，继续完善专业建设规划，加大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进而带动

两校专业建设的整体提高。

通渭职专校级领导班子和工艺美术专业老师在漆艺工作室合影留念

自开展东西部扶贫工作以来，在市教育局的周密部署下，我校与通渭职专形成了一对一

的稳定的支教帮扶模式。在多年的交流合作中，我校充分发挥省级示范校、国家现代学徒制

试点学校的示范作用，倾囊以授。从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课程设置、专业运转模式、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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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建设到实训基地共建，为通渭职专量身打造了适应该校发展模式的漆艺专业人才培养框

架，并致力于传、帮、带，为实现东西部中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而奋

斗。

通渭职专校级领导班子和工艺美术专业老师

欢送张合老师合影留念

通渭职专写给旅游职专的感谢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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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渭职专校级领导班子和工艺美术专业老师

在漆艺工作室合影留念

福州旅游职业中专学校

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校

爱校爱生 形象为尊

合作协同 传承创新

共荣共进 追求卓越

崇礼 ｜砺行｜ 敬业｜ 乐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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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报道十七：东西职教齐协作 聚智共进谱新篇

东西职教齐协作 聚智共进谱新篇

——我校张合和张玉佩老师赴甘肃定西开展送教、支教活动

作为落实国务院、教育部开展东西部职业教育帮扶协作文件精神历经五年的收官之年，

根据《福州市教育局 定西市教育局职业教育帮扶协议》精神，2020 年 5 月 10 日，福州市教

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念琪率领职成处相关负责人、部分校长和支教教师等一行 18 人再赴定

西开展 2020 年职业教育交流支教活动。

我校杨松校长携骨干张合和张玉佩老师奔赴甘肃定西，继续沿着福州旅专支教团的足迹，

为促进东西部职业教育协调发展，贡献自己智慧与力量。

杨松校长、我校两位支教老师与定西市两所受援校校方代表合影

致力支教，做有情怀的中职教师；深入一线，做知国情的服务先锋；不忘初心，做有担

当的建设者。多年来，它一直激励着我校教师在支教帮扶的道路上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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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2 日上午，在定西理工中专学校举行了由定西市各县区教育局局长和中职学校校长

等参加的福州—定西帮扶支教老师对接工作会议。来自福州市中等职业学校的 10 名专业骨干

教师将在定西市 8所中等职业学校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支教帮扶活动。迎接仪式结束后，我校

杨松校长为大家作了《福州旅游职专构建“4433”的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实践案例》专

题讲座，详细介绍了我校 “4433”的“现代学徒制”工作情况及取得的成效，为定西市与

会人员带去了集产教融合于一体，校企联合推进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的成功实践经验。

这对定西市深化现代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和推进产教融合，推进“一校一品”打造高质量有特

色的定西职业教育，起到了很好地指导帮助作用。

两位支教老师在杨松校长带领下参加定西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座谈会及工作交接仪式

会议上，深刻领悟职业担当，奔赴支教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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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送教、支教之行，杨松校长反复叮嘱两位支教老师一要做好防护，确保平安，二要

认真教学，取长补短。同时也提出要求，希望他们能牢记使命，奉献实干，继续发扬福州旅

专支教团的良好形象，发挥好示范引领作用，帮助受援学校提升教育教学水平，保质保量完

成支教任务。

2020 年，福州市教育局名师送教送培及支教老师一行抵达定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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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接待考察交流

活动报道一：浙江省泰顺县职教中心领导来校学习交流

浙江省泰顺县职教中心领导来校学习交流

2016 年 5 月 31 日，浙江省泰顺县职教中心、泰顺县石雕艺术学校等一行五人在陈时杉

校长的带领下来校学习交流。我校刘小健校长、杨松副校长、教务处陈强主任、教科室张必

乐主任、工美组兰福贵、林晓东、胡梁、张合等老师热情接待来宾。

泰顺县石雕艺术学校是浙江温州市新近成立的一所全日制石雕艺术学校，为做精做强泰

顺石雕专业建设，特赴我校取经学习，汲取我校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尤其是寿山石雕专业建

设经验成果。在我校领导与专业教师的陪同下，参访团一行直奔工艺美术实训大楼、工艺美

术馆和创客空间，参观了包括漆画、脱胎漆器、软木画、寿山石雕、素描、创意画等在内的

专业实训室，参访团一行对寿山石雕实训设施设备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对我校工艺美术馆

所呈现出的教学成果表示由衷的赞叹。最后，参访团一行集中在校三楼会议室开展了交流研

讨会。会上，陈校长就泰顺县石雕艺术学校发展沿革作了简单介绍并表明此行的根本目的。

刘小健校长首先对陈校长一行的到访表示了热烈欢迎，并与在座各位来宾分享我校工艺美术

专业建设经验成效，强调政府帮扶的重要性，并从课程体系建设、师资队伍建设以及专业实

训基地建设三方面提出了中肯的建议。陈时杉校长提出两校建立动态、长效的交流机制，为

实现资源共建共享，两校的共同发展奠定基础。

此次活动向兄弟院校充分展示了我校工美专业的教育教学水平、专业教学建设以及双创

工作的成效。现阶段我校正处于示范校建设阶段，发挥示范与引领的作用是其中的重要任务，

未来，学校将以示范校的规范化建设引领兄弟院校共创共育共享，以开放的姿态开创人才培

养新局面，实现各地市职业教育互利共赢。



259



260



261

活动报道二：福建省示范性现代职业院校评估考察团莅临指导

福建省示范性现代职业院校评估考察团莅临

“旅艺创客空间”

2017 年 3 月 18 日上午，福建省示范性现代职业院校评估考察团有关领导同志莅临福州

旅游职业中专学校暨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校。考察团对当前学校的整体发展尤为重视，

对学校积极响应国家“创新创业”的号召与福建中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合作的“旅艺创客空

间”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恰逢“旅艺创客空间”正在进行旅艺创客学生作品微拍展与 3D 技术

知识创客课程分享，考察团的有关领导与空间创客导师还有学生亲切交谈，对创客导师给予

肯定，并鼓励学生“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学校领导向评估考察团专家介绍创客导师许国发

创客导师许国发向评估考察团专家进行空间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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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客空间学生向评估考察团专家介绍 3D打印技术

创客导师蒋老师向学生分享 3D 打印课程

创客空间学生与 3D 导师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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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旅游职业中专学校暨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校刘小健校长、施副校长莅临旅艺创

客空间与福建中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许国发，旅艺创客空间导师林水钰合影

旅艺创客空间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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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报道三：甘肃文联、兰州市美协莅临我校旅艺创客空间参观指导

校政企交流，合作共赢

2017 年 3 月 20 日上午，在福建中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与闽派文化投资有限公司引荐下，

甘肃文联副主席、兰州市美协主席王作宝，西部战区空军战备部侯师长，福建省藏真阁博物

馆馆长杨存兴，闽派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江韬、赵新民、陈诗辉、严舒睿等有关领导、专家以

及企业代表莅临我校参观“旅艺创客空间”。领导、专家对“旅艺创客空间”当前的发展状况

给予高度评价，并对“空间”未来的发展充满期待。企业代表闽派文化投资有限公司邀请“空

间”加入“木兰舟”计划，希望学生的优秀作品能够得到更好的展示，激励他们大胆创新、

积极进取，为弘扬闽派艺术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随后在福州旅游职业中专学校施莉明校长

的带领下，领导、专家及企业代表还参观了学校工艺美术馆，王作宝主席对美术馆收藏的艺

术作品表示赞叹，并对“旅艺创客空间”及其优秀作品产生浓厚的兴趣，表示愿与我校达成

联合招生的合作意向。

“旅艺创客空间”是福建省福州旅游职业中专学校暨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与福建中艺

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共同创建，营造校园创新创业的实际平台。

许国发介绍空间学生创意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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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国发介绍各空间功能

创客空间导师林琳老师介绍 3D 打印

许国发介绍 3D 打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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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空间头脑风暴室交流

施莉明校长在美术馆介绍脱胎漆器

宾客参观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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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客参观美术馆

活动报道四：重庆市万州区政协来校考察交流

重庆市万州区政协来校考察交流

2017 年 4 月 24 日下午重庆市万州区政协副主席胡家海等 6人到我校参观考察。

他们一行在市政协副主席郑勇和市教育局副局长严星等领导的陪同下，兴致勃勃地参观

了工美展厅、工美实训楼和“创客空间”。工美展厅里，一件件精美的师生作品，吸引了来

宾们的目光；来宾们对学校积极响应国家“创新创业”的号召与福建中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合作的“旅艺创客空间”给予了高度评价；实训室里，师生们在认真地教与学，浓厚的学习

氛围引得来宾们驻足观看。领导和来宾们与师生亲切交谈并对他们的努力给予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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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局领导也高度肯定了本次参观交流活动，表示这次活动既为学校做了宣传，又促进了

我校与外省关于技能型人才培训方面的交流，一起分享，共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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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报道五：甘肃省定西市职教管理人员到校跟岗学习

甘肃省定西市职教管理人员 到校跟岗学习工作

为更好地推进“福建省示范性现代职业院校建设工程”项目实施工作，充分发挥学校“示

范校”建设成果的服务能力与辐射效益，2017 年 5 月 23 日-5 月 25 日，学校圆满完成“福州·定

西”教育帮扶项目——甘肃省定西市职业教育管理人员到校跟岗学校工作。

学校秉持“共建、共联、共享、共赢”的工作理念，精心筹备，诚心交流、用心讲授。

除了为来自定西市的五位参训老师准备了专门的《学习日志本》外，还安排了九个主题的学

习活动，通过参观、座谈、讲座、听课评课、下企业调研和总结评议等丰富多彩的学习方式，

向来自西部的职教同仁全面展示了学校在创建“示范校”实践中的工作经验与成果。

在最后的总结评议会上，来自甘肃省定西市职教同仁除了对学校周到贴心的接待服务表

达感谢之外，更对学校在行政管理、德育“6s”管理、教学督导与诊断机制、校企合作、技

能大赛、创新创业教育工作等方面的工作成果给予了充分肯定，表示此次到校跟岗学习不虚

此行，收益良多。

此次的甘肃定西市职业教育管理人员到校跟岗学习活动，正如学校刘小健校长说的那样：

“天下职业教育是一家，希望能够以‘福州·定西’职业教育帮扶这个平台，建立一个两地

职业教育交流的常态的工作机制与平台，双方要保持密切的联系，相互交流、相互学习，共

建、共联、共享、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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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报道六：北京城市学院美术学院陈秋荣副院长来校考察

北京城市学院美术学院陈秋荣副院长来校考察双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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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报道七：常往常来，支教帮扶成常态 互学互帮，榕定交流谋互利

常往常来，支教帮扶成常态 互学互帮，榕定交流谋互利

——福州旅游职业中专学校全面启动 2019 年度“榕定支教帮扶工作”

职教情怀，大美工匠；

厚植友谊，共谋发展。

为进一步推动福州市与定西市开展深层次、全方位的职业教育东西部交流工作，福州市

教育局于 5 月 27 日至 5 月 30 日，以加快办学模式改革、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突出专

业特色为重点，对定西市来榕的职业学校校长和相关人员进行专题研修培训。5月 29 日下午，

首批来榕参加专题研修的来自甘肃定西 10 所中职学校的 19 位校长及中层管理干部，在甘肃

定西市教育局职成科科长令勇峰的带领下，由福州市职业教育实训中心正校级督导刘小健陪

同，来到福州旅游职业中专学校开展以“现代学徒制”改革试点和“创客空间”建设实践为

专题的研修学习。

来自定西的职教同仁，在施莉明副校长兼副书记、黄培文副校长和孙建国副校长的引导

下，首先饶有兴致地参观了学校的工艺美术展馆、创客空间、漆彩工坊、闽都文化长廊、旅

游专业实训教室和校园电视台等教育教学场所。实地参观的全程，领导来宾们频频颔首，啧

啧称道，对学校师生身上自然洋溢的浓烈的职教情怀感触颇深，对学校在技能大赛与创业创

新大赛备战上的成功实践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赞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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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地走访之后，在学校三楼会议室，施莉明副校长兼副书记围绕学校在“现代学徒制”

和“创业创新”方面的改革实践，以《政校企行、四维一体，技艺筑匠、文化铸魂》为题，

做了专题汇报交流。座谈会上，福州市职业教育实训中心刘小健督导也针对如何打造职业教

育的合作共同体，整合资源，实现职业教育融合创新发展做了主题发言。甘肃定西市教育局

职成科科长令勇峰在最后的总结发言中，首先以“职教情怀，大美工匠；改革创新，激发行

动”为题，畅谈了此次到校参观的最深刻体会。那就是，我们都有首先做一个有情怀的职业

教育工作者，要认真学习“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的精神实质，激发出定西职教管理团队“同

样足够的努力”，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其次以“榕定协作、东西融通；共求发展、发扬友谊”

为题，表达了对福州职教同仁热情接访的由衷感激，对榕定帮扶协作未来工作前景的信心展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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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实地参观走访，其间不时驻足交流，不时切磋探讨，大家聚焦职业教育，话题广泛

而深入，交谈热烈而真诚。原定两个小时的行程，不知不觉间，已经持续了满满的三个小时。

作为福建省示范性现代职业院校建设工程中，服务能力和交流机制建设的一项重要的年

度工作内容，学校将继续秉持“共建、共联、共享、共赢”的工作理念、加强东西协作与校

际交流，在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实践中，互相学习，相互借鉴，拓展视野，激发智慧，

扎扎实实，高效优质地推进学校“福建省示范性现代职业院校建设工程”的项目建设，推进

职业教育东西部交流工作向深层次深化、向全方位拓展。

活动报道八：宁夏回族自治区职教同仁到校参观考察

加强福宁校际交流 共商职教创新发展

——宁夏回族自治区职教同仁到校参观考察

2019 年 6 月 25 日上午，由宁夏教育厅职成处领导施璇带队，来自宁夏的领导及职教同

仁一行 50 人到校参观，加强福宁校际交流，共商职教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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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回族自治区的职教同仁一行在学校黄培文副校长的亲自引领下，先后参观了工艺美

术展馆、学生创客空间和学校 正在举办的“终身教育成果汇报展”。随后穿过文化长廊，他

们还参观了我校的中西餐烹饪、酒吧、酒店服务、咖啡、智慧旅行等实训室。在参观过程中，

职教同仁对我校的创客空间、实训师资和设备给予了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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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结束后，在二楼报告厅，杨松副校长代表学校向来访的宁夏职教同仁做了题为《文

旅融合创多元效益，改革创新促全面发展》的主旨发言。杨松副校长从“以旅游之体、文化

之魂的办学理念，全面推进学校的创新、开放、融合发展”、“以技高者多得，德高者致远，

培养工匠人称，培育工匠精神”、“以专业群建设，精准对接福州区域经济，服务产业发展，

增加人才有效供给”、“以教学成果引领教师成长，以坊室双驱推进专兼职互派互聘的师资队

伍建设”、“以工作创新形成办学特色，以办学特色促进创新发展”和“以办学成效彰显服务

社会的能力”六个专题，就学校的办学理念、人才培养模式、专业群建设、师资队伍建设、

办学特色、办学成效等向宁夏的职教同仁做了专题汇报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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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福建省示范性现代职业院校建设工程中，服务能力和交流机制建设的一项重要的年

度工作内容，学校将继续秉持“共建、共联、共享、共赢”的工作理念、加强福宁校际交流，

在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实践中，互相学习，相互借鉴，拓展视野，激发智慧，扎扎实实，

高效优质地推进学校“福建省示范性现代职业院校建设工程”的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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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报道九：甘肃省定西市通渭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同仁到我校考察交流工艺美术中职教育

谈艺论教 东西互鉴

——甘肃省定西市通渭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同仁到我校考察交流工艺美术中职教育

应甘肃省定西市通渭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专门发函申请，我校于 2019 年 10 月

28 日，热情接待了甘肃省定西市通渭县职业中专学校教务处主任兼该校示范办南鱼东

主任等一行 3 位老师来我校及我校部分合作企业，实地考察了我校工艺美术专业的专业

建设、教育教学情况，以及基于深度校企合作的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

此次南主任一行来到我校考察，是继去年定西市教育局派送了 2 位老师到我校跟岗

培训后的又一次来校实地学习交流。

学校为来宾举行了简短的欢迎仪式，之后由我校黄培文副校长主持了交流座谈会。

会上，杨松校长介绍了我校总体情况，黄副校长和教务处陈强主任介绍了我校工艺美术

专业建设基本情况，学校工美组两位组长谈了工艺美术专业的具体实训教学等情况。南

主任一行则介绍了通渭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正在开展的示范校建设情况，表达了此次前

来我校考察学习的主要诉求：一是就示范校建设来学习我校经验，二是针对他们计划开

设工艺美术新专业来我校征集一些好的建议。

根据对方福州之行的目的需求，上午，我校安排来宾参观了学校“工艺美术馆”、

工艺美术校内实训基地的课堂教学、学校“创客空间”、校园文化长廊等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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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宾对我校近 40 年的工艺美术职业教育深厚的积淀，以及现代学徒制企业师傅来校

常态化授课、实战化的实训教学等，表现出浓厚兴趣并予高度赞许。

下午，由黄培文副校长、朱红英副校长和工美组张合、林晓东老师陪同，来宾参观

了我校两家合作企业：与我校在信息化教学方面开展深度合作的福建“大娱号”信息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在寿山石雕专业学生实习就业、师资培训等方面有着长期合作的福

州市雕刻总厂。

通过实地参观交流，来宾对我校基于深度校企合作的以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为特色

的工艺美术专业建设有了更直观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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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工艺美术专业的办学，立足于福州传统特色工艺和国家级“非遗”，在寿山石

雕、软木画、脱胎漆艺等专业方向的中职人才培养上成效显著，积累了较丰富的教育教

学经验。2018 年，本专业顺利通过了全国现代学徒制试点的验收，试点经验总结获得

了福建省教学成果一等奖。近年来，我校工艺美术专业教育成果，在“518”海峡贸洽

会、福建省旅游生活展、全国职业院校技能竞赛展洽会、首届全国青年运动会志愿者服

务、全国职教百年博览会、澳门艺展等大型活动中，以及在全国学生艺术节“学生艺术

工作坊”项目、全国校园“文明风采”大赛、全国职业院校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等学

生竞赛活动中，都有出彩的表现，取得了好成绩，并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

目前，我校工艺美术专业教育除了持续深化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并正在

“文旅融合”创新发展上积极开展有效探索，将进一步提高工艺美术专业的职业教育水

平，以及提升面向本省市至全国更大范围的示范辐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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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报道十：青岛旅游学校同我校召开校际德育及校园文化建设研讨交流会

共享德育经验促发展

———青岛旅游学校同我校召开校际德育及校园文化建设研讨交流会

2019 年 12 月 12 日上午，青岛旅游学校副校长王钰、学管处负责人林凡涛、名班

主任工作室主持人及成员郭淼、王国志、张艳、乔守沅、黄秉田、韩磊、鲍玺等老师们

一行来我到校参观、调研，两校共享德育管理经验，研讨校园德育品牌建设方案。

首先，在我校李建勇副校长、德育处韩志坚主任的陪同下，我校小导游和金钥匙班

级的同学带领来访客人参观了我校文化长廊、宿舍 6S 布置、工美展厅、创客空间、金

钥匙办公室及各专业实训室，了解我校的各类德育活动阵地。

小导游陈彦榕同学给青岛旅游学校校领导介绍我校的文化长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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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在我校三楼会议室两校召开了座谈会，我校施莉明书记、杨松校长、李建勇副

校长等领导出席了座谈会。我校杨松校长向王钰副校长介绍了我校的发展概况，李建勇

副校长和德育处韩志坚主任同青岛旅游学校分享了我校班主任激励机制以及我校德育

品牌工作开展情况，展示了我校实践育人德育工作的活力和生命力。此次交流双方领导

高度关注，希望以后有机会可以有更多更深入的交流调研，以期进一步完善我校新时代

中职学生德育工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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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旅游学院的老师们观看我校金钥匙福州分院成立典礼的记录视频，深化了青岛

旅游学校校领导对金钥匙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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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报道十一：我校积极参与闽东北中职教育协同发展区建设工作

促进闽东北联盟合作 共享职教发展新机遇

——我校积极参与闽东北中职教育协同发展区建设工作

在此次以“服务地方育人才、产教融合促发展”为主题的论坛中，杨松校长以《福

州旅游职专探索“4433”政校行企合作培养人才的现代学徒制模式实践案例》为主题开

展关于现代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讲座，讲座围绕我校国家级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开展的成

效，从现代学徒制特征的校企合作育人机制、现代学徒制特色的招生招工一体化措施、

现代学徒制内涵的人才培养制度和标准制定、现代学徒制特性的校企融通的师资队伍及

多元化的管理制度等角度切入分享我校试点工作成功经验，与会代表热烈交流和探讨了

职业教育办学经验，对我校办学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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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闽东北协同发展区中等职业学校对口协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上，闽东北四市一区

22 所中职学校签订合作协议，标志着闽东北协同发展区职业教育已初步实现联盟式发

展。我校与霞浦职业中专学校、武夷山旅游职业中专学校签订了《闽东北协同发展区中

等职业学校对口协作框架协议书》，正式建立协作帮扶联系。

我校积极参与本次闽东北协同发展区首届职业教育论坛，是我校深入学习贯彻落实

习总书记关于加快发展职业教育的重要论述精神的实践。我校在积极响应福州市教育局

的号召，在区域院校共建共享、协作发展的职教理念的指引下，始终走在帮扶协作工作

的前列，此次继续积极参与闽东北协同发展区中等职业教育交流合作，推动了闽东北协

同发展区现代职业教育资源共建共享，对中职教育实现团结协作、融合发展有着深远的

意义，对促进职业教育的健康快速发展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受到职业教育界的广泛关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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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报道十二：福建艺术职业学院领导莅临我校考察调研

文旅融合促发展 中高一体谋新篇

——福建艺术职业学院领导莅临我校考察调研

2020 年 4 月 17 日上午，福建艺术职业学院陈晟书记、唐文忠院长等一行 10 人莅

临福州旅游职业中专学校就中高职一体化合作育人工作进行考察调研。

在会上，杨松校长向来宾们详细介绍了学校的基本现状和未来五年的发展规划，并

重点汇报了学校工艺美术和旅游服务两大特色专业群的建设情况。他指出，近年来学校

对五年制职业教育深入探索实践，并取得了良好成效。2020 年秋季，两校拟在美术绘

画（漆画）、工艺美术（装潢设计与制作）两个专业推进五年专联办工作，目前已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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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审核阶段。为进一步完善中高职一体化五年制人才培养体系建设，我校在努力加大

工艺美术专业群合作力度的基础上，同时积极探寻与艺术职院开展旅游专业群中高职一

体化合作的可能性，希望通过此次考察调研，双方加深了解，促进新合作。

福建艺术职院陈晟书记充分肯定了学校的教育教学成果。他认为福州旅游职专的工

艺美术专业群建设充分体现了工匠精神，它的发展和规划具有前瞻性。他希望双方能互

相借鉴，优势互补。唐文忠院长对两校之前的合作给予较高的评价，他提出可以通过师

资互派，共同承办学生作品展、文创集市等加深合作，在合作中不断提升，实现共赢。

双方就今后中高职衔接工作的进行了深入探讨，重点就旅游专业群中高职贯通合作

的可行性进行了进一步的挖掘与延伸，茶艺专业初步达成新的合作意向。陈晟书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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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将继续加强与我校的沟通与联系，密切关注学校发展动态，积极探索和推进中高职

一体化合作的新模式，共同促进产教和文旅的深度融合。

会后，杨松校长、施莉明书记带领校领导班子陪同来宾参观了校园，实地考察了工

美展厅、创客空间和旅游实训基地。来宾们再次对学校的专业建设成果表示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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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考察调研，加深了艺术职院对我校办学特色和办学成效的了解，为深化双方合

作，实现中职教育与高职教育的无缝衔接，深入开展中高职一体化合作育人奠定了基础。

学校将不断推进中高职衔接工作纵深发展，在不断的探索实践形中成育人合力，与高校

谋求合作共赢，构建中职教育稳定的新的办学模式，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为经济社

会发展培养更多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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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报道十三：福州文投集团莅临我校考察交流

海不辞水成其大 山不辞土成其高

——我校与福州文投集团就“文旅融合”发展开展深度交流

5月 20 日上午，福州文旅发展有限公司和福州文体产业开发运营公司的管理团队一行

九人在王先礼书记的带领下莅临我校考察交流。他们此行的目的在于通过实地探访，校企相

互了解，寻找双方合作的契合点，促进文旅的深入融合，达成共赢。

杨松校长携全体校级领导班子陪同来宾们实地参观了校园，重点参观考察了工美和旅

游两大专业群的校内实训基地。考察团一行通过实地调研，对学校的发展现状有了更直观、

更深刻的了解，这为双方的进一步合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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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结束后，双方在校三楼会议室进行座谈。杨松校长向考察团详细介绍了近年来学校

的规划与发展，重点介绍了旅游和工美两大专业群的建设情况。他指出，随着时代的变革、

旅游和文化的融合，旅游人才的需求更加丰富和多元化，城市旅游发展也在变革，学校在培

养人才方面积极顺应这种变化，不断促进文旅融合和产教融合。他希望通过相互了解，能得

到业界的指导与支持，搭建校企合作的新平台，推动两大融合，实现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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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文旅发展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王先礼也向大家介绍了公司的整体概况。他

说，福州文旅发展有限公司是福州知名企业，2011 年成立以来，经营范围涵盖旅行社、内河

游船、旅游商品购物、导游服务、会务服务、会议接待、商业贸易等多种业态。公司着力推

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发挥文化对旅游产业的带动作用及对文化消费的促进作用，推动文

化旅游产业大发展。接着，王先礼董事对学校的建设发展现状给予充分的肯定。他指出，旅

游产业蓬勃发展，文旅产业的融合、全面发展，让市场对于文旅人才的需求更加多元化。产

教融合是职业学校发挥自身优势，助推当地相关产业发展的创新教育方式。他希望双方通过

交流、探讨，在海峡青年营地和海丝国际旅游服务中心这两个模块进行深度合作，共谋文旅

融合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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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文体产业开发运营公司副总经理陈华表示，我校文旅融合和产教融合的成果给他留

下深刻印象。他认为双方深入合作的发展空间很大。他建议双方可以依托福州奥体中心这个

平台，举办文创集市，展示学生作品，提升学校知名度。此外，可以充分发挥学校烹饪专业

的优势为体育健儿和游客开发福州特色健康餐，通过奥体中心这个窗口，展示学校专业特色，

为福州旅游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校企双方就合作的可能性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形成初步的合作意向。相信双方通过建

立创新合作机制，进一步搭建校企协同育人平台，不断提升学生技能水平和职业素养，不断

提升学校人才培养质量和办学实力，进而形成企业、学校和学生三方互惠共赢的良好局面，

为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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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旨演讲

1.杨松校长定西交流讲座：《校内实训基地建设与实践课程体系构建》、《政校企

行、四维一体，技艺筑匠、文化铸魂》

常往常来，支教帮扶成常态 互学互帮，榕定交流谋互利

——福州旅游职业中专学校全面启动 2019 年度“榕定支教帮扶工作”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来送教；

不远千里，满腔热情来帮扶。

作为福州市教育局和甘肃省定西市教育局开展职教帮扶协作的一项常态性工作，2019 年

5 月 15 日，在福州市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念琪和职成处督学林培斌的带领下，学校杨松

副校长携总务处胡颖副主任及茶艺专业教学骨干林燕群老师，赴甘肃省定西市开展 2019 年上

半年职业教育送教送培帮扶活动。

5月 16 日下午，在定西理工中专学校多媒体大厅，学校杨松副校长为甘肃定西市的职教

同仁，做了一场题为《校内实训基地建设与实践课程体系构建》的专题讲座。杨松副校长的

讲座结束后，定西理工的张银翔校长亲自带着教务处、办公室、总务处主任等中层领导来到

住处看望支教的老师，并代表学校表达了诚挚的欢迎和慰问，让我们学校教师充分感受到了

西北人的热情与豪爽。到达学校，一安顿好后，我们的领导老师们便克服长途旅途的疲惫，

克服当地气候的不适，克服生活上的不便，立马与相关科室、相关专业组、相关老师对接，

以饱满的热情，高昂的斗志,主人翁的精神投入到帮扶学校的各项工作中，服从工作安排，主

动工作，热心帮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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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松副校长做《校内实训基地建设与实践课程体系构建》专题讲座

胡颖老师与定西理工中专学校的教师开展教学集备

职教情怀，大美工匠；

厚植友谊，共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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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推动福州市与定西市开展深层次、全方位的职业教育东西部交流工作，福州市

教育局于 5 月 27 日至 5 月 30 日，以加快办学模式改革、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突出专

业特色为重点，对定西市来榕的职业学校校长和相关人员进行专题研修培训。5月 29 日下午，

首批来榕参加专题研修的来自甘肃定西 10 所中职学校的 19 位校长及中层管理干部，在甘肃

定西市教育局职成科科长令勇峰的带领下，由福州市职业教育实训中心正校级督导刘小健陪

同，来到福州旅游职业中专学校开展以“现代学徒制”改革试点和“创客空间”建设实践为

专题的研修学习。

来自定西的职教同仁，在施莉明副校长兼副书记、黄培文副校长和孙建国副校长的引导

下，首先饶有兴致地参观了学校的工艺美术展馆、创客空间、漆彩工坊、闽都文化长廊、旅

游专业实训教室和校园电视台等教育教学场所。实地参观的全程，领导来宾们频频颔首，啧

啧称道，对学校师生身上自然洋溢的浓烈的职教情怀感触颇深，对学校在技能大赛与创业创

新大赛备战上的成功实践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赞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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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地走访之后，在学校三楼会议室，施莉明副校长兼副书记围绕学校在“现代学徒制”

和“创业创新”方面的改革实践，以《政校企行、四维一体，技艺筑匠、文化铸魂》为题，

做了专题汇报交流。座谈会上，福州市职业教育实训中心刘小健督导也针对如何打造职业教

育的合作共同体，整合资源，实现职业教育融合创新发展做了主题发言。甘肃定西市教育局

职成科科长令勇峰在最后的总结发言中，首先以“职教情怀，大美工匠；改革创新，激发行

动”为题，畅谈了此次到校参观的最深刻体会。那就是，我们都有首先做一个有情怀的职业

教育工作者，要认真学习“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的精神实质，激发出定西职教管理团队“同

样足够的努力”，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其次以“榕定协作、东西融通；共求发展、发扬友谊”

为题，表达了对福州职教同仁热情接访的由衷感激，对榕定帮扶协作未来工作前景的信心展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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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实地参观走访，其间不时驻足交流，不时切磋探讨，大家聚焦职业教育，话题广泛

而深入，交谈热烈而真诚。原定两个小时的行程，不知不觉间，已经持续了满满的三个小时。

作为福建省示范性现代职业院校建设工程中，服务能力和交流机制建设的一项重要的年

度工作内容，学校将继续秉持“共建、共联、共享、共赢”的工作理念、加强东西协作与校

际交流，在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实践中，互相学习，相互借鉴，拓展视野，激发智慧，

扎扎实实，高效优质地推进学校“福建省示范性现代职业院校建设工程”的项目建设，推进

职业教育东西部交流工作向深层次深化、向全方位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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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松校长闽东北协同发展区职业教育论坛讲座：《福州旅游职专探索“4433”

政校企行培养人才得现代学徒制模式实践案例》

促进闽东北联盟合作 共享职教发展新机遇

——我校积极参与闽东北中职教育协同发展区建设工作

在此次以“服务地方育人才、产教融合促发展”为主题的论坛中，杨松校长以《福州旅

游职专探索“4433”政校行企合作培养人才的现代学徒制模式实践案例》为主题开展关于现

代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讲座，讲座围绕我校国家级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开展的成效，从现代学

徒制特征的校企合作育人机制、现代学徒制特色的招生招工一体化措施、现代学徒制内涵的

人才培养制度和标准制定、现代学徒制特性的校企融通的师资队伍及多元化的管理制度等角

度切入分享我校试点工作成功经验，与会代表热烈交流和探讨了职业教育办学经验，对我校

办学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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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闽东北协同发展区中等职业学校对口协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上，闽东北四市一区 22 所

中职学校签订合作协议，标志着闽东北协同发展区职业教育已初步实现联盟式发展。我校与

霞浦职业中专学校、武夷山旅游职业中专学校签订了《闽东北协同发展区中等职业学校对口

协作框架协议书》，正式建立协作帮扶联系。

我校积极参与本次闽东北协同发展区首届职业教育论坛，是我校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总

书记关于加快发展职业教育的重要论述精神的实践。我校在积极响应福州市教育局的号召，

在区域院校共建共享、协作发展的职教理念的指引下，始终走在帮扶协作工作的前列，此次

继续积极参与闽东北协同发展区中等职业教育交流合作，推动了闽东北协同发展区现代职业

教育资源共建共享，对中职教育实现团结协作、融合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对促进职业教育

的健康快速发展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受到职业教育界的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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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小健校长“和职教杯”首届福建省黄炎培职业教育奖创新创业大赛圆桌论

坛

刘小健校长参加“和职教杯”首届福建省黄炎培职业教育奖创新创业大赛圆桌论坛

2017 年 10 月 28 日，刘小健校长作为福建省中职学校代表参加“和职教杯”

首届福建省黄炎培职业教育奖创新创业大赛职业教育创业创新圆桌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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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施莉明书记“和职教杯”第二届福建省黄炎培职业教育奖创新创业大赛圆桌

论坛及中职创新创业教育座谈会

施莉明副校长参加“和职教杯”第二届福建省黄炎培职业教育奖创新创业大赛圆桌论坛及中

职创新创业教育座谈会

2018 年 10 月 28 日施莉明副校长应邀参加“和职教杯”第二届福建省黄炎培职业教育奖

创新创业大赛产教融合与创新创业教育圆桌论坛。

2018 年 10 月 29 日应大赛主委会邀请，我校施莉明副校长在中职创新创业教育座谈会上

做了关于学校开展创新创业工作的经验介绍，反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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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施莉明书记参加福州-新北职教交流活动《创新创业创幸福》

2017 年施莉明副校长参加福州-新北职教交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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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黄丹同学参加“和职教杯”第二届福建省黄炎培职业教育奖创新创业大赛经

验交流会

黄丹同学参加“和职教杯”第二届福建省黄炎培职业教育奖创新创业大赛经验交流会

2018 年 11 月首届中华职业教育创新创业大赛金奖领衔人黄丹受大赛组委会的邀请参加

第二届“和职教杯”福建省黄炎培职业教育奖创新创业大赛经验交流会，会上，黄丹同学回

顾了她的大赛历程以及谈论了她的大学梦和创业梦。她强调，双创大赛是她的人生转折点也

是她的起点。很感谢这个平台，让她很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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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黄丹同学参加第二届中华职业教育创新创业大赛圆桌论坛

首届中华职业教育创新创业大赛金奖项目领衔人黄丹参加第二届中华职业教育创新创业大赛

圆桌论坛

2018 年 12月 22日我校首届中华职业教育创新创业大赛金奖项目领衔人黄丹同学应中华

职业教育创新创业大赛组委会的邀请参加第二届中华职业教育创新创业大赛产教融合与创新

创业圆桌论坛，与 6位全国院校及企业家代表共同交流心得体会。

黄丹同学圆桌论坛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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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陈艳燕老师在第三届中华职业教育创新创业大赛指导教师培训班中做经验分

享

陈艳燕老师在第三届中华职业教育创新创业大赛指导教师培训班中做经验分享

2019 年 10 月 22 日陈艳燕老师应中华职教社邀请作为金牌导师在第三届中华职业教育

创新创业大赛指导教师培训班中做经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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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校际推广

1.福建省柘荣职业技术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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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渭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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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珠海市斗门区新盈中等职业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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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菏泽华伟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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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山市沙溪理工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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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镇平县工艺美术中等职业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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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汕头工艺美术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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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河南省工艺美术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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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常德工艺美术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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