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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双导师工作室教学模式的形成

近些年，我国职业教育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得益于教学改革的不断突破，

其中基于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现代学徒制”成效尤为显著。围绕“现代学徒

制”的教学改革举措层出不穷，都从不同侧面不同程度的给教学带来了活力。但

一些问题仍然不好解决，如现行的班级教学不利于开展长期的实习与单独的技术

指导，“师徒”之间不会有真正情感的沟通与责任关系，因此也就很难达到较深

层面的交流与互动，同时大规模的实习也会给正常企业生产造成实际的影响，久

而久之也会挫伤企业方的积极性。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在深入研究了艺术设计专业

教学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双导师工作室”的教学模式，它巧妙的规避了以上这

些问题，更好的践行了“学徒制”的思想，经过几年的探索实践，已经初见成效，

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1、双导师工作室的形态

“双导师工作室”顾名思义就是由两个导师共同指导的工作室，一名是学院

的专任教师，一名是公司的设计师（校外导师享受学校兼职教师待遇，根据指导

人数与时间支付教学指导费用），专任教师是主导，校外导师辅助，两个教师优

势互补共同承担起工作室学生的培养任务。学生从第四学期开始进入工作室，每

个工作室根据实习公司容纳能力与方便师傅指导的实际情况确定人数，一般 10

人左右。校外导师所在公司就是本专业校外实践基地，导师给学生布置相应的设

计任务，学生可在学校与公司之间穿梭完成，并接受两位导师的指导，学生的身

份也开始从单纯的学生逐渐向设计师过渡，最终实现学生毕业就能真正适应工作

岗位的目标。

2、双导师工作室的运行规则

（1）导师分工



专任教师是主导，负责整个工作室的方案制定、行动计划、教学与工作进度、

考核等，校外指导教师负责提供实习机会、实习项目及实习期间的指导，两个指

导老师相互配合共同制定学习计划及学生的发展方向。

（2）学生组织

每个工作室限 10人以内，设组长一人，负责活动的组织，执行老师布置的

任务、与校外导师联系、分发收交任务等。学生加入工作室采取双选模式，先由

学生自己报名，可报多个志愿，指导老师根据志愿与学生水平进行录取，额满为

止，也可通过考试辅助选拔。各个工作室努力强化自己工作室的特色，形成自己

的文化风格，给学生们一个客观选择的空间。

（3）学习周期

工作室周期为一年，第四学期加入，直到离校共一年的时间。分为上下两半

程。

上半程主要完成一定的训练项目，项目由两位指导老师结合实际共同设计，

目标是让学生快速掌握上岗所必备的基本技能，也是为下半程接受实际项目做必

要的能力准备。此阶段的训练不占用正常上课，完全利用课余时间，项目以项目

书的形式记录完成进程，要求必须完成，此阶段结束时由两老师进行考核，确定

是否开启下阶段的学习进程，基础技能不过关者不能接受实际设计任务。

下半程开始接受实际设计任务，与毕业设计同时进行，一边进行毕业设计一

边接受实际项目。要求毕业前必须有一项被采用的独立完成的设计任务，否则不

准毕业。毕业前以工作室为单位组织毕业展览。

3、“双导师工作室”成立

2017 年 3 月 6 日，召开艺术设计专业双导师工作室动员会，最开始的“视

平线”、“火烈鸟”、“维度”三个工作室完成了报名分组。

2018年初，第二届工作室成立，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三个，分别是“森

艺首创”、“水晶石”、“点石”。



2018年六个工作室一览表

序

号

工作室名称 专业范围 校内导师 校外导师 依托单位

1 视平线工作室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 王金平 张雷 沧州雷历文化有限公司

2
火烈鸟工作室 室内艺术设计 王萍 王威

沧州塞纳春天互联网家

装公司

3 维度工作室 室内艺术设计 郑淑静 刘巧燕 沧州圣点装饰有限公司

4 森艺首创工作室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 宋萍 贾东方 沧州东方标识

5 水晶石工作室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 高晓键 刘啸峰 天津中教高科有限公司

6
点石工作室 室内艺术设计 石倩 缴淑婵

沧州蓝城高端装饰有限

公司

二、双导师工作室实践成果

双导师工作室最显著的效果就是在校外导师的带领下学生参与实际项目的



设计，在实际的设计过程中两位导师的指导下学生们得到了充分锻炼，在完成的

一项项设计任务的同时能力与信心一并得到了提高，下面是各工作室完成的实际

项目的情况。

1、视平线工作室

视平线设计工作室成立于 2017 年 3 月，校内导师王金平，校外导师张雷，依托单

位是张雷年在的公司“沧州雷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张雷为雷历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设计总监）

除了正常的项目训练外接收了大小 10 余个实际项目的设计。

视平线工作室承接的项目表

案例：“尹家大院企业形象设计”项目：

这个项目因为时间宽松，而且地处乡村要求不是非常高，于是校外指导老师

经过与公司协商直接将些项目交由工作室完成，两位指导老师对项目认真的研究

后，制定了详细的实施指导方案，带领着学生实地勘查和收集尹家大院的文化背

2018.9-2019.12承接项目

服务客户 项目 收益（元） 时间

诺信德道学校 胸卡设计制作 1390 2018.9.16

泊头职业学院团委 团委胸卡 220 2018.11.3

诺信德道学校 LOGO 设计 500 2019.5

学院各系文化建设 系列设计 1080 2019.9-12

北京现代 4S店 “百日会战”文字设计 3200 2019.9

尹家大院 尹家大院企业形象 3000



景及素材，然后在校内老师的指导下分步实施，并将成果及时交由校外导师审定，

指出指导意见，两个月时间工作室师生们共同努力完成了任务设计，最终获得了

尹家大院项目负责人的高度认同，项目的完成给工作室师生们带来了极大的热情

与信心。

2、火烈鸟工作室

火烈鸟设计工作室成立于 2017 年 3 月，校内导师王萍，校外导师王威，依

托单位是沧州塞纳左岸家装公司。

2017-2019 年，工作室跟随王威教师参与了沧州市湖玺御墅、献县别墅等 10

余套家装设计，以及沧州动漫城娱乐空间项目的设计。在设计过程中遇到的种种

困难都能在两们指导老师的指导下一一克服并能够如期完任务。

工作室承接任务一览表：

序

号
日期 项目内容 项目成员 收益

1 2017/12/3 湖玺御墅 15 栋效果图设计 范学友、赵浩志 2000

2 2018/3/8
泰和世家 8#3-1701 效果图设

计
范学友、赵浩志 2000



3、维度工作室

郑淑静老师和刘巧燕老师指导，刘巧燕是百 V 装饰公司的设计主管。2017

年 10 月工作室参与了沧州市纸房头响水湾洗浴中心的设计以及沧州市茶馆等大

型公共空间的装饰设计工程。在响水湾洗浴中心的设计中工作室负责了前期的设

计制图和后期的施工跟进，中制图阶段同学们都表现出了极高的热情，改了又改

修了又修，两们导师都耐心的指导，分析问题提出方案；在施工后校外导师多次

组织工作室的学生去施工现场盯工直到工程结束。学生在盯工过程中详细的了解

了材料与施工工艺并能深入了解一个大型工装项目的设计施工流程，学到了在校

内无法涉及到的知识，提升了学生的实践经验和信心。

4、点石工作室

在石倩老师和缴淑婵老师的共同带领下，依托公司是沧州蓝城高端装饰有限

公司。工作室在缴教师的带领下分别参与了沧州市崔尔庄天天美容院的装修设

3 2018/3/12 沧州科技园办公室设计 范学友、赵浩志等 1800

4 2018/3/22 港口某单位浴室效果图设计 范学友、赵浩志等 1200

5 2018/4/1 宏宇城 5#3-1201 效果图设计 范学友、刘永浩等 1000

6 2018/5/4 徐官屯私人别墅设计 陈琳雅、贾思琪等 4000

7 2018/10/5 泊头中式茶馆设计 陈琳雅、贾思琪等 3000

8 2019/11/15 泊头诺信培训学校改造设计
贾思琪、陈琳雅、王寄任、黄朝

阳、尹秋波
6000

9 2019/5/10 私人会所设计 陈琳雅、贾思琪等 4000



计、北京六里桥得食汇地下美食广场设计等公共空间的设计。完成泊头市的上河

城、衡水富恒公馆等小区家装设计 5套。在北京六里桥项目中，工作室主要负责

软装饰的设计，在接受校外老师发来的任务后，两位老师共同设计前期设计方案

和步骤，然后由学生们开始设计，经过两三轮的方案筛选并确定最终方案。将方

案发给甲方后获得认同并约定时间进行现场方案汇报。在方案汇报时校内外指导

教师共同陪同学生一起去北京现场优化方案，方案通过后签订施工合同并确定施

工日期。在施工过程中负责该项目的同学一直和工队负责人保持着直接的联系，

到 2018年 8 月正式竣工并得到了企业方的认可。

三、成果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及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

1、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

（1）以“工作室”即小组的形式，减轻了指导师傅的负担，保证了长期的

进行指导，也为一对一的技术辅导提供了可能。校内导师的存在即有益于学习过

程中理论与实践的自然结合，又能减轻了校外导师的负担，增加了指导的有效性。

（2）搭建起了课堂与工作岗位的桥梁，学习在学校与公司之间交替进行，

学生学习兴趣更加浓厚，便于知识与能力的形成。学生能更早的接触社会，缩短

了毕业生适应社会的时间。

（3）为学生提供了第一次就业机会，毕业时一部分学生可以就地就业，避

免了学生毕业前后因毕业问题产生的无助与焦虑。

（4）为校内专任教师提供了接触社会、发展实践能力的机会，为双师型教

师培养创造了空间。

2、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

（1）加强“双导师”的筛选，建立稳定的双导师队伍

校内导师选择本专业理论知识和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来担任，最好企业实践

能力累计达到半年以上，校外导师则选择设计规模相对较大公司的设计师或设计

总监，从事行业时间在三年以上，具有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



项目驱动，重构专业教学内容，根据岗位能力要求，确定专业教学计划书，

引入实践案例项目，分解成多个小项目，学生通过在完成小项目的同时，完成实

践项目的训练，提高学生实践操作能力，缩短与社会实际岗位的差距。

（2）建立多重教学评价体系，双导师工作室教学成效的关键是建立科学评

价体系，通过定性和定量，校内导师、企业设计师、校外导师多角度进行评价，

使学生有更多提升空间。

四、成果的创新点

1、将企业一线设计骨干引入学校，增强实践教学；同时，校外兼职教师的

加入，进一步提升了校内专任教师的专业水平，从而形成校企相互学习、相互促

进的良好局面。

2、进一步促进了理论与实践教学的有机整合，能突出学校教师为主体，企

业师傅为辅助的师资结构，适合职业教育对学生职业技能的培养需要。

3、将校外导师所在的单位为工作室的依托单位，便于学生的实习与学生就

业， 同时有利于师资的挖掘与培养。

4、有利于专业学术与教学科研的整体提升，立足专业大类发展背景，推动

课程体系改革。按理论知识基本够用、专业技能过硬、综合素质较高的人才培养

目标；在艺术设计专业群内采取多重措施，包括重构所有课程体系、建设共享型

教学资源库、编写实践基地实训教材，推动课程体系改革，实现教学内容与岗位

需求的无缝对接。

5、学生在实践项目的设计制作过程中，增强了创新创业意识，能够积极参

与学院大学生众创空间的创业大赛。

五、成果的推广应用效果



1、学生的角度

（1）有利于丰富学生的专业知识 ，学生与导师交流次数增加，交流内容变

得丰富，学生对专业知识有更深的理解，从而比较容易将专业知识领会。在“双

导师制”模式下，尤其是在企业教师指导下更好的将书本上的知识运用到实践中，

灵活运用，从而打下扎实的专业知识功底。

（2）有利于提升学生的专业实践能力 ，学生随时可以进入工作岗位进行锻

炼，将学到的知识融会贯通，付诸实践，并且可以在实践中总结经验，使错误得

到纠正，推动学生自身实践能力的提升。

（3）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 ，理论知识的学习可以支撑更好的实践，

实践活动的参加不仅可以拓宽学生的视野，增强与人交往的能力，而且可以激发

学习的兴趣，促进学习的进步。在理论与实践的相互作用下，学生的综合素养将

得到提高，从而能够为下一步进入社会做好充分的准备。

2、教师的角度

（1）有利于校内专任教师团队的建设，以双导师工作室作为教学团队的交

流平台，校内专任教师长期与企业行业专家、一线设计师沟通交流，在人才培养

模式、教学模式、教学资源开发、教学方法等方面紧密合作，进一步推动校内专

任教师的业务能力水平。

（2）有助于加强企业兼职教师的聘用、管理和培养，双导师工作室作为教

学团队的交流平台，充分发挥企业导师的作用，邀请企业导师加入兼职教师队伍，

与兼职教师所在单位达成一致，建立一支长效、稳定的企业兼职教师队伍。明确

兼职教师的教学职责，学校定期对企业兼职教师进行课堂教学基本能力培训、教

学资源建设能力等方面培训。兼职教师与校内专职教师共同合作交流，也促使兼

职教师进一步了解学校、教师和学生，从而形成校企相互学习、相互促进的良好

局面。

3、学校和企业的角度

学校与企业合作，进行“双导师制”的实施，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资源共享

和优势互补，达到双赢的效果。学校将学生输送到企业里，一方面，学生可以利

用企业的资源，进行实践的学习，提升自己，培养适应岗位需求的技能型人才，

有助于提升学校的知名度，从而有利于学校吸引人才和资源；另一方面，从长远

看，企业可以较为容易的获得学校的高质量人才。经过在企业中深入的实践，对



工作较为容易上手，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企业人才的培养成本，提高企业的工作

效率，为企业创造更多的利润，有助于企业的成长和发展。

“双导师工作室”教学改革研讨会

为了营造学院的教学改革氛围，推广“双导师工作室”改革的经验，学

院领导专门组织了面向全院的“双导师工作室”教学模式改革研讨会，会上艺

术系从各个方面详细介绍了改革的运行情况及取得的成果，也听取了相关领导

及各系部的意见，学院及各系部领导给与了高度肯定与评价。学院领导提出各

系部认真研究学习推广。

4、社会影响

2018年 8 月 31 日《沧州晚报》以《第一课堂之外》为题，对我系双导师

工作室进行了报道。

双导师工作室改革也无形中扩大了我系在社会上的知名度，有些客户直接

与学校建立联系。我校的毕业生成了周边设计公司争抢的对象。



六、存在的问题及今后的设想

1、师资不能覆盖所有学生：

双导师工作室教学模式改革成效显著，但是由于师资和空间有限，工作室教

学模式还不能覆盖全体学生，导致双导师工作室教学模式不能惠及分体学生。我

们正在思考，随着教师对工作室指导经验的提高，可以尝试由双导师的 1+1模式

变成 1+2、1+3 模式，让学校有限的教师资源发挥更大作用。同时也不断增加专

业教师的数量，切实提高教学效果。

2、学院教学管理机制有待跟进：

工作室的教学模式带来了教学质量的提升，但原有教学管理机制对现行的改

革也存在着一定的制约，如果使改革进行的顺畅，能调动所有教师的工作主动性，

也给学院整体改革提出了新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