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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涉外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砥砺奋进二十载，踏出民办高职教育“涉外”之路

□

专题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孙小鹏

通讯员 姚娜

专题图片由校方提供

20年栉风沐雨，20年春华秋

实， 广州涉外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以下简称“广州涉外学院”）踏出

一条独具特色的民办教育“涉外”

之路。 在这条特色道路上，广州涉

外学院由广州维城科技专修学院

起步，秉承改革创新精神，矢志奋

斗做教育“追梦人”，逐渐发展成

为一所坐拥9个二级学院、47个专

业的万人高职院校， 实现从小到

大、从弱到强的华丽蜕变。

广州涉外学院凭什么实现从

无到有，从有到优，从优到

精的跨越？ 是什么支撑“涉

外人”克服重重阻力困

难，在白云山麓建起环

境优美、 高楼林立、设

施先进的现代化民办

高职院校？ 20年的探

索与跋涉， 广州

涉外学院的办学

经验值得总结，

值得记载， 值得

传扬。

风雨兼程，“涉外”步履不曾停下

上世纪90年代， 改革开放如火如

荼，职业教育亟需百花齐放。 在广东这

片锐意创新、 积极进取的改革前沿之

地，广州涉外经济职业技术学院董事长

康正毅然响应号召投资民办职业教育。

教师出身的他，即便投身商海，也从未

忘记师者之责，从未割舍教育情怀。 在

这个背景下，广州涉外学院前身———广

州维城科技专修学院成立了！

正是在这样的精神引领下，在创办

学院之初，康正就提出“走向世界从这

里开始”的办学理念。那时，从小就梦想

周游世界的他，希望让学生也踏上梦想

之旅。 这些年来，广州涉外学院不曾停

下“涉外”脚步。 截至目前，学校已与美

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近

30所大学建立了合作关系，成功开展多

层次、多形式的对外交流。其中，与境外

高校及机构签订的对外交流项目如“国

际创新班”“海外短期游学”“海外带薪

实习”以及“海外长期留学”就有50多

个，已有近5000名学生参加。 学校采取

分段培养模式，为学生创造更多出国留

学深造的机会。

办学比想象中困难，土地、建工、招

生、师资等问题摆在眼前，康正却从未

打过退堂鼓，一步一个脚印将“拦路虎”

逐个击破。他坚信执着和毅力能够创造

奇迹，“毅力是成功的基石，没有毅力将

一事无成，而毅力的真谛是战胜自己。 ”

他在南极考察时，无惧54小时的风浪颠

簸和20米高巨浪，在零下40摄氏度勇登

天堂峰。此外，他还乘坐俄罗斯“光明胜

利号”破冰船，昼夜兼程10天抵达北纬

90度地球之极，第一个跳入冰海，是当

之无愧的“南北极勇士”。他想以自己的

实际行动给广州涉外学院的师生传递

不畏艰难和坚忍不拔的信念，激励年轻

一代莫负青年时光，披上战衣，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勇敢出发。

巧借东风，华文教育响彻国际

随着时代的发展，教育国际化逐渐

成为一种趋势。在国家“一带一路”倡议

的指引下，广州涉外学院迎来新的发展

机遇。 作为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

“一带一路”研究院合作伙伴，广州涉外

学院积极承担教育与培训工作。 在这

里，不得不提在广东民办高校中率先开

办的华文教育。

“让国际引领未来， 让华文走向世

界”是涉外教育的初心。 广州涉外学院

坚持探讨在“一带一路”倡议大环境的

推进下，加强外语专业国际化人才培养

的建设与管理，从课程设置、学生培养

和实践教学等多方面与行业标准对接，

创新“产学研”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培

养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国际化外语专

业人才。

对外开放需要“引进来、走出去”，

华文教育也是如此。 康正深刻认识到，

目前高职外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已不

适应“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国经济

产业升级、 产业转型的人才需求现状，

粤港澳大湾区高职院校应该在外语专

业人才培养方面进行变革，突出地域特

色，凸显“外语基础、商务核心、细化方

向、商学结合”的专业特色。

据了解，为适应新形势下的专业需

求，该校的外国语学院整合校企教学和

实践资源， 满足学生多元化学习需求，

建立高职外语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并

取得丰硕成果。

目前， 华文学院已招收200多名留

学生，“一带一路”沿线20多个国家和地

区已与广州涉外学院发生“交集”。前不

久，老挝、格鲁吉亚等代表团

纷纷造访华文学院，今年广州

涉外学院或将在这两个国家

设立学院。“我一直坚信，再过

十年二十年，华文将成为全世

界通用语言之一。 华文这面红

旗，一定会插遍全球。 ”康正坚

信这一点。

对接市场，专业创新富有特色

现实正如康正意识到的那样，随着

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劳动力市场对高

层次职业技术人才的需求在不断增加，

但才市供给严重不足。 由于广州涉外学

院及早做出了应变措施，培养出来的人

才不再是过去技能粗浅的流水线工人，

而是有管理能力、研究能力和动手能力

的人才。

“近两年， 我们从该校招来的毕业

生普遍能力强、 素质高， 来到公司后

上手很快。” 提起广州涉外学院往届及

应届毕业生员工， 不少企业人力资源

负责人赞不绝口。 近年广州涉外学院

的学生十分抢手， 甚至出现供不应求

的情况。

据了解，正规、专业、与市场紧密衔

接的职业教育是广州涉外学院毕业生

受到青睐的主要原因。 从一入学就开始

引导学生“找工作”，切入职业生涯规划

和实战训练，自然成就了“入职后上手

快”的美誉。 据介绍，广州涉外学院获广

东省教育厅批准开展现代化学徒制试

点，在酒店管理、动漫制作技术、智能控

制技术三个专业实行“学生学徒双重身

份、工学交替、岗位成才”的新教育模

式，入学即入职，学习就业完美对接。

“办职业教育不能不考虑市场需

求。 ”康正表示，广州涉外学院作为一所

富有“三外两高”特色的财经高校，不仅

开设了外语、外经、外贸等热门专业，今

年更在高职扩招100万及推动大健康产

业发展的背景下，根据市场需求对专业

进行了调整与新增。 比如将原来的护理

学院升级为涉外康复医学院，专业从原

来的2个扩充到5个，第一批录取人数达

800人，远超预期。 今年该校专业的另一

大变化体现在增加了学前教育专业，将

其与音乐舞蹈、儿童健康管理等专业合

并为一个新学院———涉外教育学院，培

养更多的学前教育人才。 艺术类专业、

新媒体类专业、智能制造专业、 动漫专

业等都是贴近市场需求的全新课程。 康

正告诉记者，广州涉外学院康复技术专

业学生毕业后就能当康复医生，上岗后

上手很快。

广州涉外学院以生动的案例诠释

了教育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

代化的含义。 值得一提的是，3月16日，

广州涉外学院商务学院酒店管理专业

被确立为广东省高职教育重点专业。

除了专业紧跟市场，在就业“出口”

方面，学校还加强校内外资源的对接和

整合，邀请企业参与教学、就业过程，并

根据岗位需求确定培养目标、调整课程

设置，使学校入企、企业进校、教学内容

与企业生产对接，打造“零距离”对接市

场的窗口与桥梁，拓宽了毕业生就业渠

道，高质量提供就业服务。

全面发展，学生素养均衡提升

事实上，广州涉外学院人才培养特

色不仅仅体现在对接市场上，还体现在

综合素养的全面提升上。

一直以来，广州涉外学院不断加大

教育投资，积极改善办学条件，以外语

类、财经类专业为学校特色专业，优化

专业结构， 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创

新教育教学模式，积极推行内涵式教学

发展和学校精细化管理， 摒弃陈旧的

“满堂灌”和“填鸭式”教学方法，引入研

讨式、互动式教学新理念，提高人才培

养质量，推动学校新发展。 为满足学生

升学本科的愿望，广州涉外学院以全日

制模式开设实验班。今年开设的实验班

就有“广外”本科实验班、“华农”本科实

验班和“华师”本科实验班等。

在注重教学的同时，广州涉外学院

更加关注学生的特长发展。学校积极利

用校内外资源，先后建立56个学生社团

组织，涵盖科技、文化、艺术、体育、公益

等领域，坚持专业化引领、科学化管理、

竞技化成长的社团理念， 以社团促教

学、以教学提社团，学生不仅成绩优异、

品德高尚，而且特长明显、豁达开朗、素

养全面，实现了多元化高品质发展。

广州涉外学院一贯坚持鼓励组织

学生积极参加各级各类技能竞赛活动，

坚持“以赛促训、以赛促学、以赛促教”

的教学理念，提升专业教学质量。 2015

级廖嘉俐同学参加广东省技能大赛服

装设计与工艺赛荣获二等奖；2010级柯

家福同学在大同坊2012服装设计大赛

获得铜奖；2016级商务日语专业一班彭

宇、谢兴粗、曾志康同学获得首届广东

省大学生才艺大赛一等奖……学生在

多项竞赛中斩获佳绩，知识思维、学科

素养、学习成绩都得到了大幅提升。 学

生的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也彰显了

广州涉外学院坚持内涵发展、建设高水

平师资队伍，持续提升技术技能人才培

养质量的建设成效。

广州涉外学院人才培养特色鲜明，

受到考生青睐。 在广州日报发布的

“2017全国民办高职高专院校排行榜

TOP100”榜单中，有8所广东民办高职

院校入榜， 广州涉外学院名列其中，排

第五位。 2018年，《广州日报》按照职场

竞争力、教育竞争力、品牌竞争力、二次

评估等指数， 综合评价出全国318所民

办高职高专院校“2018全国民办高职高

专院校排行榜TOP100”榜单，广州涉外

学院排第39位；在“2019广州日报高职

高专排行榜-TOP1000”的基础上，GDI

智库推出“2019广州日报高职高专排行

榜-民办院校TOP100”， 广州涉外学院

排位第22位，比去年上升17位。

职教迎春，校区扩容添新动能

近年来，国家为高等职业教育乃至

民办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创造更好的政

策条件。今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

出，高职院校将扩招100万。 职业教育变

革，为职业学校与学生打通一直期待的

向上通道。

在康正看来，民办高等职业教育迎

来了发展的春天。为了响应国家对高职

院校扩招100万的号召， 广州涉外学院

计划投资12亿元，在临近广州国际产业

园区的清远汤塘镇建设国际教育院，如

今第一个工期已完成。 同时，该校不断

加大新校园环境建设及教

育教学的智能化设备

投入，努力改善办学条件，加快新校区

发展建设步伐。汤塘国际教育院将通过

多种方式引进国内外名校合作办学，打

造成国际化高端人才教育基地，为珠三

角地区发展培养涉外高素质人才。

据了解，汤塘国际教育院校舍今年

正式启用， 第一批入住师生2000人，明

年计划入住5000人。 未来1～2年，整个新

校区将全部启用，可以容纳15000人。 届

时，广州涉外学院新老校区在校生将达

28000人。

对于高职院校和高职学生，今年的

扩招只是一个开始。在政策、学校、企业

的共同发力下，高职教育本身如何继续

提升竞争力， 成为整个高等教育体系

中不可缺失的一环， 依然是未来要面

对的挑战。“智者观澜于浮

萍，明者远见于未萌”。 新时

代，新征程，“涉外人”为创造下一个新

的辉煌，齐心协力努力发展。目前，摆在

“涉外人”面前最迫切的任务是，到2021

年将广州涉外学院从专科院校升格为

本科层次的职业学校。 可以预见的是，

优质的高职大学会获得更多资源倾斜，

它们的吸引力甚至将超越许多普通本

科院校，这将改变高职教育乃至整个高

等教育的结构。

忆往昔，桃李不言，自有风雨话沧

桑；看今朝，厚德载物，更续辉煌誉五

洲。二十载峥嵘岁月，二十载风雨历程。

在即将迎来盛大华诞之际，广州涉外学

院锁定特色不放松， 树苗茁壮成栋梁。

“涉外人”自信从容地踏出每一步，从学

校走向世界，书写专属“涉外人”的独家

记忆， 全力谱写华文教育的崭新篇章，

迈向更广阔的未来。

广州涉外学院

荣誉榜

（部分）

广东省高等教育（民办）院校竞争力十强

最具特色民办教育高职院校

全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特色办学示范高校

广东省社会组织五 A 级单位

广东省职业教育先进单位

全国教育改革创新示范（院）校

广州涉外学院秉承改革创新精神，目前已发展成为一所坐拥

9

个二级学院、

47

个专业的万人高职院校。

广州涉外学院汤塘国际教育院第一工期已完成。 广州涉外学院图书馆宽敞明亮。

酒店管理专业学生参加广东省职业技能大赛。

商务学院空乘专业学生在模拟机舱里实习。

会展策划与管理专业学生的中西

婚礼策划教学实训课上了新浪热搜。

广州涉外学院董事长康正（左二）与

英国皇家罗迪安女校校长

Oliver Biond

（右二）亲切交流 ，并就集团加盟英国女

校教育资源整合达成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