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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是发现和改变

教育的问与答



我们面对的是这样一帮高职学生

我们清醒认识到，就读职业院校学生“基本”是——

应试教育的失败者

所以，他们在高考里面已经“被淘汰了”········

显然，他们学习习惯不好、学习能力弱、考试能力一塌糊涂，学习目标不清晰，学习管控能力差········

应试教育明显无法适应他们

教育是发现和改变



难道，我们不能做点什么？
BUT

扶志 兴趣 方法 资源

教育是发现和改变



创新是根本大数据只是代名词

教育是发现和改变

“新贵州人”说：

贵州创新理解“大数据+产业”,包括“大数据核心业态、大数据关联业态、
大数据衍生业态”三大业态。

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说“大数据产业主要有四部分,支持大数据的设备、
支持大数据分析的软件、建立大数据的平台(存储、分析、处理等)和大数据
应用服务。”

大数据是泛指，既是互联网+，还是电子信息技术



01 贵州7个低分大学生逆袭



毕节市金凤村

222.5分

2012年9月高考分数200~300+

魏良勇 刘飞陈佳兰 成英 周之川 冯艺 金朝政

织金县以那村

239分

毕节龙官村

277分

德江县青龙村

303分

黎平县德凤村

326分

凯里格田村

395分

息烽县下阳朗村

349分

1. 贵州7个低分大学生的神奇逆袭



魏良勇

贵州易搜

CEO创始
人

15万

金朝政
北京搜榜
CEO创始人
25万

陈佳兰

百度（广州）

营销推广

12万

周之川
电商创业公司
CEO创始人
18万

刘飞
百度（广州）
营销经理
15万

陈佳兰
百度（广州）
营销推广
12万

冯艺
杭州高浪
电商美工经理
11万

成英
杭州日冠
电商运营
10万

2017年7月，年薪达到10万+

1. 贵州7个低分大学生的神奇逆袭



02 盛华学院3个基因



2.1  公益扶贫基因：就想办一所不一样的大学

台湾企业家、HTC公司 王雪红董事长捐赠的以“教育扶贫” 为使命的公益慈善大学

以帮助贫困大学生“零成本完成大学学业并且找到一份工作”为目标。



学校 “每一个专业都要

和企业深度合作”。

互联网营销学院探索践

行项目驱动化教学模式。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学院尝

试作品产品化教学模式。

学校酒店管理专业师

生实践运营学校酒店。

学校大数据专业融入百

鸟河数字小镇产业发展。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2017

2.2  校企合作基因：产教深度融合

每一个专业都要和知名企业深度合作
既有：上课就是上班，老师就是经理
还有：作业就是作品，作品就是产品



6年聚集200+国际志愿者，志愿精神，没有薪水

2.3 国际化基因：6年200+国际志愿者集聚

时任贵州
省委赵克
志书记会
见志愿者
外教craig

国内外
志愿者
在盛华



03 盛华学院3个探索



3.1  探索1：大数据清洗加工引入专业实践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是国家战略，最近两年起已经产生大量新的工作岗位。高等职业教育在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领域基础应用层面应率先大力引入行业资源培养前沿科技基础岗位人才。

百度AI+大数据应用技术专业



3.1  探索1：大数据清洗加工引入专业实践

学生直接参与人脸识别
项目，已经累计标注100万
+各类人脸数据，服务人脸
支付、智能安防。

学生直接参与智能客服
项目，已累计采集1000+
小时各语种语音，并且按
规则标注，为银行、游戏
等行业的机器智能客服服
务。

学生直接参与百度无
人车项目，已经成为
世界无人驾驶汽车系统
数据加工处理最可靠的
基地。



3.2  探索2：双创互联网招生解决招生难题

招生OTO+网络营销专业

高职（民办）院校招生“很贵、很累、很难”。
（院校越来越多，高考生源越来越少，新常态纪律越来越严，招生渠道越来越贵）

招生+互联网，是未来必然趋势。
（生源都上网了，“网聊+搜索+新媒体”陪伴生源成长。）



互动转化
报到服务

客户服务与管理
用户体验

销售管理电话营销

数据挖掘
寻找生源

消费者分析
市场营销基础

精准营销

口碑传播
新闻传媒

社会化媒体营销
搜索营销
新闻传播

院校包装
内容美化

创意与文案

网络整合营销推广
网站规划与管理

摄影与图片处理
以网络招生项目为例
带出的专业课程

网络营销用于学校招生，真实项目导入双创，项目驱动
促进教学。

3.2  探索2：双创互联网招生解决招生难题



3.2  探索2：双创互联网招生解决招生难题

专业化、精细化、双创化，用互联网解决招生的难题。



3.3  探索3：虚拟现实融入职业教育

2016年以来，
贵州盛华职业学院开始把虚拟现实引入到课堂教学和专业建设上

VR是新一代教学信息化技术
一

VR在设计行业已经广泛应用
二

VR应用于实训实践
三

VR+软件技术/数字媒体 专业



3.3  （1）虚拟现实加速教学信息化建设

艺术欣赏类等通识课可以用云教室体验更好

Vivedu MR混合教室
01

Vivedu 云教室
02

让每一个教室都可以使用虚拟现实



3.3  （1）虚拟现实加速教学信息化建设

混合教室/云教室 是什么？
01

混合现实/云 教室有什么用？
02

混合现实是把虚拟现实内容和真实现实结合在一起，让旁观者可以看到用户

与虚拟现实融为一体的景象。云教室则是把VR内容放在云端服务器。

让学生很容易感知“沉浸环境下的互动式教学示范”。

让老师能够很容易亲自示范指导并且能够放在虚拟仿真的职业场景中。

混合现实教室让教学更真实、更生动、可重现复杂职业场景、提高学生学习

兴趣、让教学从静态到动态。



3.3  （2）虚拟现实在设计行业广泛应用

Vivedu VR工业设计平台
01

Vivedu VR空间环境设计平台
03

Vivedu A-VR交互设计系统
04

Vivedu VR静态快速建模实验室
02

“积木式搭建、可见即可得”，让工业设计
变得模块化、可视化、快速简单。

快速地针对现实物体瞬间状态的高分辨率影
像捕捉处理与高仿真的精细化三维模型生成。

对家装场景进行高度还原设计空间环境，让
设计者／客户可以置身在虚拟现实场景直接
感受立体沉浸式设计感，包括设计的细部材
质、纹理等内容。

一整套软硬件创作工具让师生可以自由创作
出属于自己的虚拟现实出版物，360°全景
照片与视频、3D模型、2D图文以及音频等
丰富内容。



（1） Vivedu VR工业设计平台

	



Vivedu VR静态快速建模实验室（2）



Vivedu VR空间环境设计平台

	

（3）



Vivedu A-VR交互设计系统（4）



3.3  （3）虚拟现实用于专业实训

虚拟现实引入金工实习，VR+电焊/喷漆等等。



盛华学院HTC VR创新中心示例



04 用心的教育总有成效



学生放弃寒暑假休息时间实训合作项目成为行业标杆
学生干完项目后拿钱

4.3 产教融合办学成果

学生在校“幸福感强”……



国家领导人
院士 “点赞”....

2015年时任贵州省委陈敏尔
书记视察产教深度融合

2016李未院士为互联网
产业职业教育集团揭牌

2015年倪光南院士
视察产教深度融合

2016年8月汪洋副总理
书记视察盛华学院

4. 3 产教融合办学成果

2016年贵州省委孙志刚
书记视察产教深度融合



教育的问与答

让教育离职业更近一些

新东西 能实践 有资源



百鸟河欢迎您

13699119299
（盛老犇）

我与HTC在盛华学院等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