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瞄准趋势，把专业建在成功的金跑道上
——四川西南航空职业学院建设应用型专业的探索与实践

无人机应用技术专业——

“我们的征程是星辰大海”

这是一个酷炫而又充满朝气的专

业。

无人机应用技术属于新兴技术，属

高新前沿科技产业。近年来，随着科技

的发展，无人机在民用领域也越来越广

阔，目前已被成功应用于影视航拍、测

绘航测、高压线巡查、地质勘探、救灾救

援、农业植保、商业表演等领域，越来越

多的行业正希望用无人机取代传统的

工作方式，其技术人员也成为社会急需

的紧缺人才。

2017年，无人机应用技术专业在四

川西南航空职业学院首次招生。经过5

年的发展，现有在校学生900人左右，目

前已有两届毕业生，所有毕业学生全部

顺利就业，应届毕业生收入可观，多数

学生月收入可达到6000-8000元。

“我们的毕业生非常受用人单位欢

迎，可谓是供不应求。”该院无人机教研

室主任姚文琳说道。“在 2021 年 5 月上

海举办的‘全国青少年航空·无人机科

普大赛’中，我院无人机应用技术专业

学生齐磊、郭宇驰荣获全国无人机 CS

对抗专项赛高校组第一名。赛后，他们

也收到了多家无人机应用相关企业、公

司抛出的‘橄榄枝’，为自己的就业道路

又添了一份宝贵的履历。”

近年来，国家层面出台了一系列政

策推动国内无人机行业的发展。2022年

1月，民航局发布的《“十四五”民用航空

发展规划》重点提出：要大力引导无人

机创新发展，积极拓展服务领域，完善

法规标准体系，创新无人机产业生态

等。

作为西南航院重点打造的特色专

业，无人机应用技术专业从开始设立就

被赋予创新的基因。“我们在实践过程

中打破传统教学方式，构建课证融通、

理实一体、与岗位无缝衔接的课程体

系，使学生毕业时具有较强实践能力，

同时获得从业资格，毕业后能迅速上

岗。”

为了使培养目标与企业人才需求

“零”距离对接，西南航院深入推进校企

合作，先后与四川泛美智飞科技有限公

司、四川玉珑天子科技有限公司、重庆

领直航科技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开展

校企合作，共同培养学生成才。“学生在

学院实习指导教师和企业实践教师指

导下进行实操培训，深入企业一线，熟

悉相应岗位的实际操作标准与要求，提

升职业岗位技能，达到学做合一、工学

交替的目标。”

据姚文琳介绍，无人机应用技术专

业校内实训内容由专职教师和企业教

员协同完成。校外实训分别在合作企业

作业场所进行，未获取职业资格证书同

学，可到企业进行认知、跟岗实习；已获

取职业资格证书同学，可进入企业进行

顶岗实习，参与到企业项目中，如合作

企业的电力巡检项目、农业植保项目

等。

此外，西南航院无人机应用技术专

业采用校企共建实训场地，现已建成室

内实训室两个，分别为无人机模拟实训

室和无人机结构实训室，建筑面积达

240㎡；室外实训场地三个，可供多旋翼

无人机、固定翼无人机、直升机无人机

和垂直起降固定翼无人机进行外场训

练，增强学生实操技能。同时，校企共同

向空军和民航局申请了用于训练的空

域，保障了外场飞行训练的顺利开展。

“通过探索与实践，我们将行业、企

业的技术标准引入专业课程体系，并及

时修订更新教学内容，使专业教学及时

更新。”姚文琳说道。通过学习，学生毕

业时将掌握无人机飞行技术、维护维修

和操控能力；能够从事民用无人机的安

装、调试、维护管理、无人机操控、航拍、

植保和航测等相关工作。“作为当下就

业‘蓝海’，无人机研发、生产、应用领域

对低空无人机人才的需求非常迫切，需

求缺口大，同学们都可以在这里拥有无

限可能。”

机务维修类专业——

“我们是飞机的‘主治医生’”

在西南航院，机务类专业是真正的

“老资格”。

民航机务维修作为保障航空器持

续适航的重要工作，是民航高质量发展

不可或缺的基础性行业。西南航院机务

类专业自2008年开办，包括了飞机机电

设备维修、飞行器制造技术、通用航空

器维修等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航空公

司机务部门、飞机维修企业、飞机或飞

机发动机制造厂及部队修理厂等，从事

飞机装配、检测、维护、勤务、修理等方

面工作。他们是飞行系统的专家，是飞

机飞行的幕后英雄。

作为学院重点打造的特色专业，西

南航院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被评为

“四川省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每年受

到众多学子的追捧。“机务维修人才属

于优秀技术型人才，相对航空业内其他

工作，民航机务有着不可替代性。因此，

随着工作时间的增加，工作经验的积

累，专业技术的进一步提高，会越来越

吃香，收入也会越来越高。”作为一名有

着20多年从业经验的老机务人，胥淮希

望将自己的专业知识传授给每一位学

生。

为增强机务办学实力，西南航院在

机务教学硬件设备投入上可谓“毫不手

软”。耗资两千万元购置波音 737-300

实体飞机用于教学，设有飞机发动机拆

装与调试实训室、2D 飞行模拟仿真实

训室、紧固件保险实训室、管路拆装实

训室、飞机附件分解实训室和电工电子

实训室、机械工程实训室；以及先进的

理论电化教室，并取得四川行业能力评

价考试站授权，方便学院学生考取机、

电方面相关证书，满足机务专业学子的

实训要求。

2015 年 ，西 南 航 院 设 立

CCAR-147培训中心，并取得民航局颁

发的“维修培训机构合格证”，学生在进

入大学三年级时可参加147培训，毕业

时可以获得局方颁发的民用航空器维

修人员执照（机务行业含金量最重的证

书）。“此类执照对于其他院校学生来

说，一般会在毕业后拥有两年相关飞机

维修工作经验后才能考取，因为我们学

校是民航局授权可在校考取执照的学

校，所以为同学们提供了方便。毕业前

拿到执照的同学们经常都是被用人单

位一抢而空。”胥淮告诉笔者。

据西南航院 147 培训中心数据显

示，目前正在参加最新一期147培训的

142 名学子中，其中已有 122 名学员顺

利通过全部理论考试；分批实作培训中

的第一批 62 人通过了 60 人，取证率达

96.8%。目前，西南航院已具备147部基

础、机型、技能3种培训能力，并获批准

在校设立了 CCAR-66 部考点。“通过

147培训，同学们足不出户就能在校内

考取66部基础执照，为同学们考证提供

了便利。”

据统计，该专业的毕业生行业对口

就业率可达到92%，同时大部分毕业生

月收入可以达到 6000 元到 8000 元，随

着经验的积累和技术的提升在未来还

有很大的发展和提升空间。

按照“行业标准引领，民航岗位对

接”要求，西南航院机务类专业采用工

学结合、工学交替的培养模式。学生在

校期间，前两年主要进行大学公共课程

和专业课程学习，后一年进行校内实训

和到校外相关岗位进行岗位实习为主，

使学生充分熟悉工作内容与相关流程，

提升学生专业适应能力、应用实践能

力、就业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近年来，到学院招聘机务专业学

生的单位越来越多，机务类专业学生严

谨的工作作风和很强的动手能力，常常

受到用人单位的好评。很多时候，招聘

名额会直接翻倍。”胥淮自豪地说道：

“我希望我们的学生都能在学校中学好

技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不断成长、

成熟，一步步走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

生。”

鲲鹏有志三万里，玉汝于成在西

航。

除了上述专业外，西航受欢迎的

专业还有很多。因为专注，所以专业，

随着学院成为国家示范性职业教育集

团——泛美航空职业教育集团的领军

学院，其专业建设也必将沿着“一体两

翼”的行业布局，一年一个台阶地不断

发展，并最终在不远的将来——奋力

一跃，壮志凌云！

（白纲）

前几天，班上毕业多年的学生搞

个小型聚会，邀请我参加。到场后，我一

一叫出学生的名字。学生开心之余，纷

纷说我记忆力好。其实我哪是记忆力好

哟。这里有个小秘密，我是有备而来。

毕业班的学生需要这证或那表贴

照片。利用班主任的职务之便，“以权

谋私”，我会在退回学生多余的照片时

留下一张。照片贴在一个笔记本里，一

一写上名字，一届又一届的学生就这

样聚集在我的本子里。偶尔翻翻，会唤

起很多的记忆。学生随着年龄的增长，

脸型、身材还有气质等都会有很大变

化，但我发现唯一不变的是眼睛，那里

流露出来的东西多少年后都会有似曾

相识之感。这次去参加聚会之前，我特

意拿出本子看了看这届学生的照片，

所以见到真人，立马能认得出来。

我曾也遇到过认不出学生的尴

尬。有次去交电话费，一个工作人员叫

我老师，说是我十多年前的学生。我始

终想不起来是谁。还好，她表示理解，

说：这么多学生，老师哪能都记住？

师生纵使相逢不相识，甚至告诉

名字也没印象，在我自己身上也发生

过。我曾在湖南老家读过一年初中。有

一年回老家，特意抽空去学校旧地重

游，看看能否遇上当年教过我的老师。

一别20多年，我的数学老师曾老师还

真一直原地不动呢。我激动地叫他，对

着一脸茫然的他说着我是哪一年在这

读过书，叫什么名字，和哪些人是同学，

现在也在做老师……只是，只是曾老

师都已遗忘。是的，当年的我只是个默

默无闻的学生，老师哪能记住。其实就

算是个优秀的学生，记忆也会被这么长

久的时间磨至无痕啊，我理解。只是我

想，如果他能想起，我们就能打开些话

题，多了些温暖的回忆。毕竟，此去一

别，我和曾老师见面的机会基本没有。

记住学生的名字，是一种能力，也

是对学生的一种尊重。收藏学生的照

片，是一个记忆的方法。

自儿子上了高三，高考志愿就成了我经

常思考的问题。

翻开厚厚的学校专业介绍，我总感觉这

比“催眠术”还厉害，往往台灯下看不了几

页，瞌睡虫就来拜访了。于是，在儿子一模以

后，我就把这件事升级到了“大事件”，拿出

专门的时间来研究。

根据儿子的成绩，我是“乐观派”。看的

学校都是那些如雷贯耳的好学校，“985”也

许不敢奢望，但是“211”还是要看一些的。我

一般先看学校的招生视频，或是学校历史介

绍，每一个都特别打动我。仿佛我已经拉着

儿子的手，走在了这座校园里。然后盘算着

这所学校距离家的公里数，我又有点怅然若

失。儿子要去那么远的地方上学了。这样的

白日梦，我一天一天地做，做了很久。

不过，光有学校的目标可不行，要了解

专业排名。我一一查询每一所院校的专业排

名，那些陌生的等级在此时，似乎都有了意

义。如果是 B 级以上，我仿佛看到那个学校

知识丰富的老师、完善的教学资源，如果等

级较低，我就毫不留情地把它从志愿列表里

删除，仿佛是清除了一个异己一般。不过，面

对“挑剔”的儿子，我需要做得更多。

儿子对于未来的职业规划，其实是模糊

不清的。他只知道自己不太喜欢什么专业，

剔除这些专业，我要大浪淘金，找到那些闪

光的专业。儿子还要求要好城市，在他眼中，

好城市的含义是风景好、美食多，他圈定了

上海、南京、杭州、成都。我经常暗暗想，也不

琢磨一下你的成绩，就先列出这么多“奇葩”

的要求，真有点自不量力。

儿子高考后，面对我列出的上百个学校

和志愿，不禁笑了，说：“妈妈，你看得好像有

点高。”于是我们一起商量，面对“冲”的志愿，

儿子乐得笑开了花，说：“第一个志愿我填复

旦。我知道去不了，但是，那是我的目标和梦

想。”我暗自想：“第一个志愿，让你过瘾，清

华、北大都能填。”到了其他志愿，儿子更是夸

张，把那些我从来没敢想的学校，都填了不

少。到了“稳”的志愿，儿子的目标锁定在了新

闻专业，我原来以为他一定会喜欢金融类或

是教育类。一切按照儿子的想法办。至于学

校，他的分数最接近的是北京印刷学院和浙

江传媒学院，自然儿子热爱成都美食，也填上

了四川师范大学。对于北印，我的建议是北京

不远，你可以实地看看去。儿子二话不说，第

二天买了一张高铁票就进京了。回来的结论

是，学校面积不大，和他理想中的校园不太一

样，于是，他决定放弃这所大学。

至于“保”的志愿，儿子就撅起了嘴，嘟

囔着：“这些学校，如果考上了，我也不去，我

就去复读。”然后，把志愿表推过来，说：“你

看着填填吧，反正我是不去的。”于是，我把

本科最保底的学校都填了进去。这96个志愿

填报的确有点烧脑。怎么填，好像都会担心

遗漏了最值得填报的那个学校。于是反反复

复地看，像是给儿子“相亲”一般。

志愿填报截止的那一天，我不放心，又

反复看了一遍，然后想：“一切都是最好的选

择。”当儿子终于被浙江传媒学院录取的那

一天，我竟然无比开心。祝福儿子在风景如

画的杭州，开启人生崭新的4年时光。

女儿放了暑假就宅在家里，哪儿也

不去。偶尔逛逛街购物、吃些美食，然后

就是耍手机看短视频。

我不止一次地说：“你约个同学，我

找人把你们送去市郊的农场转转吧？那

家农场我熟悉，景色很美，有鱼塘荷花、

各种私家小菜园、红番茄和黄番茄长在

一株藤上，还有蜻蜓和七星瓢虫打架

……”任我苦口婆心设置悬念勾引她，她

就一句话：“不去！”

我感到深深的无奈和遗憾，或许，她

们这代人，生长在城市，是看动漫喝牛奶

长大，从小就没领略过农村的清泉、炊

烟、鸟鸣和落日，我很难把自己难忘的童

年记忆灌输给她。

童年在农村，我体会过万物有趣！

小学二年级的时候，语文课上有篇

叫《一粒种子》的课文，用拟人手法描写

种子发芽：又把身子挺一挺，啊，好一个

光明的世界。我放学一路上都在想：我要

马上种一些种子，让它们快快发芽，看到

光明的世界。于是中午偷偷在家找了一

把黄豆，把它们撒在屋后的空地上，用耙

盖上土。第二天就去看，没有发芽，我有

点失望，第三天去还是没看到芽，我心想

是不是它们都死掉了。

心情郁闷地过了一周，有天我无意

间走到后院，眼前一片胖乎乎的小嫩芽

让我惊喜不已，我种下的种子发芽了！它

们真可爱啊，小脑袋向前垂着，根部是白

嫩的，像一个个小娃娃。那是我第一次看

到种子这么神奇，对自然的好奇和钟爱，

从那时起便渗透进心里。

我喜欢早上去给菜园的菜浇水、拔

草。意外看到拔草带出来一条条蚯蚓，它

们疯狂挣扎，我有点发愣：要不要把它抓

回家喂鸡？

那时真快乐，因为我感觉到在自然

生命里，我是王者。

比如看一群蚂蚁在菜地边忙忙碌碌

地搬家，我只需一只手把它们的洞穴猛一

推，他们就会遭殃，找不到家，甚至死亡。

但是我不想那么残忍，我隐约觉得我这只

首对蚂蚁而言，类似上天之手。七八月，天

空一阵电闪雷鸣，上天之手将村庄的稻田

淹成一片汪洋。我希望拥有上天之手的神

秘力量，都不要胡来。

在城市，不光孩子的夏天缺少了窥

探自然万物之美，大人的夏天也有点单

调。

那天路过街角，一群男人在路边围

桌吃烧烤，旁边是一堆空的啤酒瓶，他们

咋咋呼呼划拳，有人脱掉上衣，露出显眼

的啤酒肚。我想进店吃点什么，发现里面

也是一桌桌烟酒味，燥热、拥挤。

置身熙熙攘攘的夏夜都市，真让人

心无法平静啊。

脑海中忽然闪过一帧画面：回忆起

儿时父母务农收工晚，总是到开晚饭的

时间，萤火虫已经开始四处活动，青蛙也

开始在门口的稻田里唱歌。

在农村，童年的夏天更是给我留下

了深深的记忆。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

都我有一个心结：借乡村振兴的东风，哪

天去农村建两层花园小屋，再次体验万

物有趣。

收藏照片
记住名字

■ 刘启才

儿子的高考志愿 ■ 刘云燕

夏
天
，万
物
有
趣

■

孙
晓
帆

在连续两年的疫情冲击之下，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这一“永恒的

课题”成为了当前社会的焦点。6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四川高校

时，专门就促进大学生就业创业作出重要指示。接下来，教育部、人社部等

部门连续出台一系列政策，力图解决的也是大学生就业创业的难题。

打铁还需自身硬。破解大学生就业创业难题，除了社会各界的关怀，

更重要的还是需要高等院校自身练好内功，厘清发展的长远与短期、招生

和就业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

四川西南航空职业学院，作为国家示范性职业教育集团——泛美航

空职业教育集团（简称“泛美集团”）的牵头高职学院，依托集团“一体两

翼”的战略思想和跨界民航产业和通航产业的强大实力，在专业建设上集

中资源打造了空中乘务、民航空中安全保卫、民航安全技术管理、飞机机

电设备维修、无人机应用技术等一批“金牌专业”。

这些专业由于实操性强、就业有保障，成为了莘莘学子实现家庭梦

想、迈向人生成功的“金跑道”！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些“金牌专业”，走进

“梦开始的地方”。
机务维修类专业学生上课场景。（图片由学校提供）

早有蜻蜓立上头
张成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