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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军 (本刊专家委员会委员)

国内顶级汽修专家，于20世纪90年代初，率先提出“汽车医生”的理念，长期奔走于全国各地，积极推动汽车维修
行业的发展。在国内举办过数百场“汽车故障诊断”讲座，培训汽车维修技术人员近20万人次，还成功地开发了
“汽车实训课工艺化”教学模式。

◆文/北京 朱军
十年前，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的校长

20世纪90年代，汽修行业里的一个朋

动手实践过这项工作的人，肯定答不出来。

便对我说，
“朱老师，我校现有在校生1700

友给我打电话说：
“朱老师，我想到北京实

我出了100道题，在两年的时间里，来自40

人，今年招收了1500人，学校宿舍都住不下

习，您给我找个修理厂吧。”我问他大概什

多所学校的300多名教师进行了作答，百分

了。”我当时对他说，与其他专业的职业教育

么水平，他说他修了七年车。我又问他是什

制的考卷，如果设定60分及格，全军覆没；超

一样，中国汽车职业教育的夏天来了，但是，

么等级，他说：
“朱老师，您要什么等级啊？

过50分的，只占百分之十。这就是中国职业

我更期待中国汽车职业教育秋天的到来。

现在的行情，高级工证书八百块钱一个。”中

院校汽车专业教师队伍的现状，建设双师型

国的资格认证是这样的概念，所以德国人都

教师队伍，我们任重而道远！

那么，
“秋天”的标 志是什么？绝对不
是校园和实训室的占地面积有多大，也不是

明白，这个不能算。

教育责任——为学生燃起希望

实验设备有多昂贵。我见过很“富有”的职

与德国人同行 考察时，当面对一 位 汽

业院校，汽车专业有9栋四层的实训楼，第一

车专业的职校教师，他们会问，
“您教哪门

我曾经去过的一所中职院校，那一年他

层可以停16辆整车，二、三层是理实一体化

课？”假设这位教师回答说我教底盘，他们

们新招了7名汽车专业的教师，当年汽车专

的实训教室，每间180～260平方米，汽车专

会接着问，
“汽车底盘的维护、修理、检测和

业的新生也招了7个班，7名新教师每人带一

业教师的数量达到130人。这是一种实力，

诊断您都会吗？您所教课程的所有实训您都

个班。我安排了一整天，听他们7个人的课，

但我认为这不是汽车职业教育的秋天，我认

能带吗？”他们并没有要求一位教师必须能

全部听完后，我对他们的校长说：
“如果我

定汽车职业教育的秋天，出现在一支真正义

够面对实车去解决问题，只问到课程的实训

是一名中专生，在这里学习，那么有些教师

意上双师型教师队伍诞生之时。

能带吗？如果能带，他们就认定这位教师是

的课，我听了后，会觉得还可以，至少引起

双师型的教师。

了我对汽车的兴趣；而有些教师，拿着陈家

双师队伍——我们任重而道远

第一年，我们考查了8所学校，选中了5

瑞老师的《汽车构造》，当年他的老师怎么

我曾在三年之内，应教育部要求考察了

所，每所学校派出4位教师到德国接受培训。

给他讲，如今他 就照本宣科地 再念一 遍 给

50所拥有汽车专业的高职院校，我们要从中

德国人说，
“我们原本计划拿德国的双师型

学生。这种教师出现在职业教育里，太可怕

挑选出25所，与德国的五 大汽 车企业——

培训大纲，与中国的教师进行交流，告诉他

了！”他的一堂课，像是 给被 应试教育“判

奔驰、宝马、奥迪、保时捷、大众合作。按照

们如何把这些内容运用到实际的课堂中。结

了死刑”，走进职业学校的学生，又“补了一

德国合作方的考核标准，在每所学校里，我

果发现，中国派来的这些教师，很多人连最

刀”，使孩子们的希望彻底泯灭。

们会问校方，
“有多少台实训车”、
“每年给

基本的维修操作都不会做，在德国，他们希

我担任名誉校长的某所职业院校，教师

汽车专业投入多少资金”等问题。当提到教

望德国的带课教师教他们这些基础知识，在

们对我说，
“朱校长，我想告诉您，这个学校

师，同行的德国人会问，双师型的教师占全

这种情况下，整个培训计划被打乱了。”

学生最大的问题是，谁教都不学，没有课堂秩

体教师的比例是多少？这些学校给 我们准

第二年，我们针对之前在挑选教师时遇

序而言。”我说：
“天生就爱学习的孩子有没

备的教师资料里千篇一律地写着，讲师、技

到的问题，借鉴ASE考试的模式，出了一套

有？有！但对不起，轮不着你们这些教师来教，

师、高级讲师、高级技师、副教授等信息，德

考题。美国的ASE考试，有8个模块，其中的

人家都去‘清华’、
‘北大’了。”如孔子所说，

国人说，这个不算。他们都明白，在中国，这

题目，问的是整个的维修过程，什么事该怎

有些人是生而知之的，有些人是学而知之的，

些并不能代表教师的教学水平。

么做？什么事先做？做的要领是什么？没有

而到职业院校学习的学生，大多是困而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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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国职业教育的生源是“两刀切下来的”，

咱们想一想，生源在下降，学校迅速膨胀，所

我有一位天津交职院的朋友，教了一辈

第一刀是中考——考不上高中的孩子，上了中

有的学校都在办汽车专业，什么样的人都在当

子的汽车专业，现在是研究所所长。有一次，

职；第二刀是高考——考不上本科的孩子，上

汽车专业的教师，最终，一定是“优胜劣汰”。

他 对 我 说：“朱老师，我 去 4 S店保 养 一次
五百到六百块钱。”我说：
“你教了一辈子的

了高职。这种分流的方式，本身就很要命。
在德国，很多孩子，能上大学，会选择不

一线教学——让教师们先动手

汽车，你是不懂挑机油、机滤，还是不懂操

上，要学汽修。因为在德国，一个孩子能学汽

我认为当今汽车职业教育存在的最大

作流程啊？如果你能让4S店挣走钱，是中国

修，毕业后能拿到技师证，回到村里，全村都

问题是教师的动手能力不足。教师们应该从

职业教育的耻辱啊！”总而言之，我认为，如

会庆祝，上大学的反倒不会这么“热闹”。为

现在做起，从自己的车做起。我们所有的教

今从事汽车职业教育的教师，存在的最大问

什么呢？因为他们很尊重这种掌握了一技之

师，能不能把自己的车开出来，排在操场上，

题是动手能力的欠缺。

长的人。德国学汽修的男孩儿很受尊重，学

亲自做换油保养。

学生培养——用“产品”证明实力

美容美发的女孩儿很受尊重。然而在中国，

在考察全国50所高职院校的时候，日

这两个行业是很受歧视的，而且这种歧视根

照技师学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实训

学生是一个学校推向社会的“产品”，

深蒂固。

室的一角，我看到很多换下来的机油桶和机

是 确定 这个学 校 影响力和地位的关键。我

筛选的方式和职业的歧视是中国汽车

滤。我当时很惊讶，问到：
“这都是谁的？”

认为职业院校的汽车专业应该作这样的调

专业的现状，这种现状使得这些孩子进入职

他们告诉我，就些都是学校教师的，教师自

研：看一看我们的毕业生，一年后、三年后、

业院校后的第一堂课变得异常重要。这就对

己的车，全在这里做换油保养。

五年后、十年后还从事这个专业的人分别是

教师提出了一个要求，教师们要在第一堂课

还有山东淄博职业技术学院，它的实训

多少，我觉得十年后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

里把十几年来被应试教育“判了死刑”的孩

室一层，是一个真正的修理厂。他们的工作人

如果我们的学生毕业十年了，还在这个领域

子们心中残余的那点希望点燃，要让这些孩

员对我讲，
“我们学校，自从搬迁到职教园

里，一定是骨干了。能证明一个学校品牌好

子们认识到，我也是人才，我也能为社会做出

后，教师上班每天要开车往返二十千米，每

坏的，一定不是招了多少学生，而应该是当

贡献，而不是让孩子们感觉到我完了，我因为

天有七百辆车开进来，我们就想，我们汽车

地的一类修理厂(包括4S店和非4S店的综

没考上高中，没考上本科，彻底完了。一名教

系能不能先把这些车的维护保养‘拿下’。”

合修理厂)的技术负责人中，百分之多少出自

师的一堂课能拯救一个孩子，也能毁掉一个

我觉得这个想法很好。

这所学校。

孩子。所以我认为，汽车职业教育的第一课，

马鞍山职教中心，汽 车部的部长告 诉

应该是汽车文化教育。相比于讲课内容，一名

我，他买了一辆二手的切诺基，回来没两天，

教师的授课形式更为重要，教给学生多少内

发动机就坏了，他就吊起来大修，之后，这辆

我自己的车，后备箱里常年放着两个箱

容并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用什么形式来

车几乎所有部分都修了一遍，最后还做了全

子，一箱工具，一箱检测仪表，这是汽车医

表达一名教师想要表达的理念。有时候，学

车喷漆。他发现，这个过程让他在汽车维修

生出诊必备的东西。对于我们这些汽修人来

生并不是不愿意接受教师教授的东西，而是

方面，全通了。他们现在建了一个实训车间，

讲，工具就像医生用的手术刀，仪表就像医

排斥讲课的方法。

从业定位——我们是汽车医生

完全是按照我当时给他们提的建议建的。这

生用到的血压计、听诊器等仪器。汽车专业

我在陕西考察一所 高 职院校时，听 一

是一个真实的修理厂 ，前面是一个店，后面

的教师们，你们的后备箱里有这些东西吗？

位教师 讲了一堂 现 场 课，讲 的是由启动 机

是两个大的实训车间，一个是钣喷车间，一

什叫“救死扶伤”？如果汽车坏在路上，你

故障导致的车辆无法启动的诊断实例。这

个是机修车间，每个车间里可以停40辆车。

们没有理由推辞！

本应该 是很好的一堂实 操课，但 授 课 教师

我对汽车系的教师说，
“你们不许买新车，必

每次我去杭州技师学院，都是同一位司机

拿着一个笔记本，一直念，一点儿实操也没

须买二手车，只有二手车，天天坏，你们才能

开车接我。有一次，汽车行驶在从萧山机场到

有，4 0 分 钟过去了，眼 睛 都 不敢 跟 学 生 交

训练出来。”我觉得作为汽车专业的职校教

杭州技师学院的路上，突然停了下来，我问怎么

流。形式啊！作为一名教师，应该去思考，你

师，二级维护，必须全员通过。我们可以做这

了？他说：
“朱老师，轮胎没气了，您坐着休息，

到底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教学组织形式呢？

样的事，在学校的实训室里，每次由两名教师

我来换胎。”我下车打开后备箱，把备胎和千斤

当我说到中国汽车职业教育的秋天时，

对两辆车进行实操，整个维护作业，一步一

顶拿了出来。他问我要干嘛，我说要跟他一块

曾经有一位教师问我，
“咱们汽车职业教育有

步来，可以先做制动片保养，下次再做换油保

儿换胎。他说：
“您是专家啊！”我说：
“我不是

冬天吗？”我说：
“秋天到了，冬天还会远吗？”

养，其他教师围着他们看，给予评价打分。

专家，我是汽车医生啊！假设我是个医生，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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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块儿走，脚崴了，你对我说，医生，您在旁

过一位“最美汽车女教师”，12号位上的李

女教师有天壤 之别。更让我觉得郁闷的是

边休息一会儿，我自己揉揉脚，这可能吗？”

莉娜，她是徐州市中等专业学校，汽车专业

下 面的十六个模 拟学生，汽修 专业的都 很

汽车医生应该是“神经科”、
“精神科”、

的教师。教汽修的女教师，长得这么漂亮，

沉闷，学营销的个个积极活泼。中国的汽修

“外科”、
“内科”的全科医生。作为一名汽车

这么有气质，很轰动。主持人问她会不会修

教师怎么就 不能扬眉吐气呢？为什么就 不

医生，一套经典的保健手法、四万千米的保

车，她回答说：
“我不能和修理厂的技术人

能自信地 展示自己的风 采？现在很多教师

养、两套典型的外科手术——发动机大修和

员比，但我参加过大赛，成绩还不错，江苏

麻木了，他们觉得，我就拿着当年我上学时

变速器大修、八大系统的故障诊断都得会。

省教师大赛中，得了发动机装配二等奖。”

用的这本《汽车构造》照着念，一念就是一

吴孟超教授是我特别欣赏的一个人，他

我看到《非诚勿扰》节目中的李莉娜后，走

堂课，这课我 也上了。但 是，我们不能这么

是肝胆外科专家，200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

到哪儿 我 都 和汽 车专业的 教师讲，你们都

做，教师的天职 是传道、授业、解惑，在三

技术奖获得者，2011年度感动中国人物。他

看 看 李莉娜，教汽 车专业的教师也可以 光

尺讲台上展现教师的风采是一件值得骄傲

说过，
“一名外科教授永远要坚持三件事，临

彩照人。

的事。

床、科研和教学。”我认为，吴孟超教授讲的

在某次职业院校的教师课程设计大赛

如今，中国的汽 车 职 业教 育 到了生 死

这句话，在中国汽车职业教育教师身上都适

中，我听的第一堂现场课是汽修课，两名汽

存亡的关键时刻。有的高职院校，招不到学

用。我们要问问自己，
“你临床了吗？你科研

修教师，一男一女，男教师站在前面讲怎么

生，无奈之下，高考成绩100多分的学生也

了吗？你教学了吗？”我想你一定教学了，但

做，女教师站在后面不知道该干什么，前面

得招进来。任何学校，入学分数线的降低，

是你临床了吗？你科研了吗？你在临床过程

的男教师讲一句，她在后面板书一句，她成

就 意味着竞 争力在丧 失，意味着将 要走向

中遇到的“疑难杂症”有没有拿到你的“实验

了“板书机”。第二堂课，我去听了营销课，

“死亡”。对于中国的汽车职业教育，夏天

室”里作科研？

也是 一男一女两名教师，女 教师 特别有风

已过，迎得来秋天，就是成功者；迎不来秋

采，模拟不同的买车人，一会儿演一个贵妇

天，面对的一定是冬天！

人，一会儿演一个公务员，让学生们来应变

(本刊记者高中伟根据朱军2014年9月4日在

她。她的气质、风采、谈吐与之前教汽修的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的讲话整理)

教师风采——教汽修亦可光鲜
江 苏卫视 的《非 诚 勿扰》节目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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