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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概况

长沙沙坪金球湘绣有限公司（图 1-1）创办于 1986 年，是一

家集生产、销售、科研、培训及国际贸易于一体的老牌湘绣企业。

公司主要生产各类高中低档花鸟、山水、风景、人物、肖像、走

兽、条屏、册页、被面、围巾、手帕、披巾以及双面绣、双面异

绣、大型精雕精绣座屏、挂屏等 30 多个系列，200 多个品种，涵

盖了装饰、装修、礼品、日用、陈列、收藏、旅游产品等多个领

域。产品销售网络覆盖全国，并远销欧美、东南亚等 30 多个国家

和地区，在行业中率先通过了国家质检总局“原产地”标记注册

和 ISO9001：2008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生产的“金球”牌系列产

品曾荣获“湖南省著名商标”、“湖南名牌产品”、“中国人文

奥运金奖”、“金凤凰”创新产品设计金奖、“中国驰名商标”

等称号。公司先后被相关部门评定为“全国重合同守信用单位”、

“全国优秀消费者信得过单位”、“湖南最受尊敬的非公有制企

业”、“湖南省诚信创建企业”、“湖南省富民强省明星单位”、

“长沙市示范性非遗传习所”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湘绣传

承发展基地”。2005 年 10 月 12 日，四幅“金球湘绣”搭乘“神

六”遨游太空，使得湘绣艺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

历年来，公司在各级政府和职能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不断加

强自身建设，充分发挥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技术创新、技

能竞赛、人才培养、创新创业、宣传展示、传习传承等方面着力，大

大地提升了湘绣的美誉度，有力的推动了企业各方面的长足发展。为

振兴地方经济建设，弘扬湖湘文化作出了较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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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长沙沙坪金球湘绣有限公司概貌

二、校企合作背景

从 2009 年起，我公司与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湘绣设计与工艺

专业 0901 班 28 位学生（学徒）签订了 2009 级“金球班”订单人才

培养协议，自此正式开启了与学校共同进行人才培养的序幕。2015

年，我公司与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通过深入商讨，再次决定联合开

展湘绣设计与工艺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人才培养，以“招生招工一体

化”的模式共同录用了 2015 级湘绣设计与工艺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

班，同时公司积极参与国家级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的申报，并作为企

业主要参与方与学校一同成功立项。试点项目建设期内，公司与学校

深度合作，圆满完成了项目建设的各项年度建设任务，预期目标全面

达成。多年来，我公司续持续与学校保持合作关系，并于 2022 年继

续签订了 22 级“金球”现代学徒制订单班。同时，公司长期派驻多

名技术骨干与学校教师团队从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标准、课程建

设、教学实施、实训指导等各个层面共育人才，成效显著。

三、共建刺绣设计与工艺专业

我公司积极参与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湘绣艺术学院刺绣设计

与工艺专业建设。校企双方本着“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互惠双赢、

共同发展”的原则，建立紧密合作关系，实施共同育人、合作培训、

合作研发、合作办展等多种形式的合作，构建了校企合作专业建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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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机制。公司艺术总监、副总经理、中国工美行业艺术大师黄笛担任

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我公司每年参与刺绣设计与工艺专

业（湘绣设计与工艺方向）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与修订工作（图 3-1）；

近三年，公司组织技术骨干参与了学校组织的专业群建设推进会、研

讨会 5 场（图 3-2）；参与学校组织的各类专业教学实践、毕业设计

指导、课程资源建设等工作 10余次。

图 3-1 我公司参与 2021 级刺绣设计与工艺专业（湘绣设计与工艺方向）人才培养方案

的制定

图 3-2 我公司参与刺绣设计与工艺专业群建设推进会、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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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同制定专业教学标准

近两年，我公司与学校共同研究刺绣设计与工艺专业绣稿设计、

湘绣工艺、电脑制版、市场营销等岗位人才职业素养与技能要求，导

入企业真实生产项目为实训案例，高度贴合岗位与市场，陆续参与制

定修订了刺绣设计与工艺专业（湘绣设计与工艺方向）学生专业技能

抽查标准与题库 1个、《创意绣稿设计》《中端绣品制作》《高端绣

品制作》等核心课程标准 8 个。校企共同制定的《2020 级刺绣设计

与工艺专业（湘绣设计与工艺方向）人才培养方案》《2020 级刺绣

设计与工艺专业（湘绣设计与工艺方向）学生专业技能抽查标准与题

库》通过湖南省教育厅的验收，被评为优秀等级（图 3-3）。2019-2021

年，我公司积极配合学校，参与教育部职业院校艺术设计类专业教学

指导委员会组织开展的艺术设计类 21 个专业的教学标准修（制）订

工作，作为行业企业主要参与单位，制定了刺绣设计与工艺专业的国

家级教学标准 1 个（图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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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我公司参与编制 2020 级人培方案、学生专业技能抽查标准与题库

图 3-4 我公司参与刺绣设计与工艺专业国家教学标准的编制

（二）共同开发特色教材

我公司围绕刺绣设计与工艺专业与湘绣非遗文化的特点，多次

组织具备实践教学经验的企业技术骨干参与刺绣设计与工艺专业特

色教材与校本教材的编写开发工作，在与学校专业教师多次研讨和深

入研究的基础上编写了《湘绣技法》绘本教材、《中端绣品制作——

鸟类刺绣》活页式教材、《风景刺绣制作》工作手册式教材等校级多

样化新形态教材 3 本（图 3-5、图 3-6、图 3-7）；为传播和推广湘

绣非遗文化，完成了《湘绣技法基础》《湘绣技法》2 本湘绣校本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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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的中英文翻译工作（图 3-8）。

图 3-5 绘本教材 图 3-6 活页教材 图 3-7 工作手册式教材

图 3-8 《湘绣技法基础》湘绣校本教材英文译本

（三）持续建设国家级中华刺绣资源库

我公司始终以传承保护湘绣非遗为己任，密切联系学校，参与国

家级中华刺绣资源库的建设工作。公司将项目化生产实例与公司真实

生产流程导入中华刺绣资源库素材建设，为学生自主学习、企业员工

的终身学习提供了平台支持，通过培训课程开展企业员工“新工艺、

新技法”培训，促进了湘绣专业人才培养质量以及从业人员技能、素

质的提升。同时，公司参与建设“新湘绣馆”“新湘绣三维虚拟展馆”

（图 3-9、图 3-10），搭建了一个全方位、立体的“新湘绣”研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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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推广平台，通过展示校企共同从绣稿创新、针法创新、技法创新、

材料创新、装裱创新、应用创新等方面研发创新的新湘绣创新产品，

为湘绣企业的新产品开发指明了方向。

多年来，公司始终坚持更新中华刺绣资源库资源素材。从 2014

年开始参与共建“中华刺绣”资源库至今，坚持不懈，为专业学生、

企业员工、湘绣爱好者等受众搭建了刺绣人才自主学习平台、刺绣成

果的推广平台、刺绣文化传播平台，共参与建设资源2027个（图3-11、

图 3-12）,试题 1120 道，累积用户量 23070 人。校企共同搭建了“永

不下课的课堂”,助推了湘绣产业创新发展。

图 3-9 “新湘绣馆”展馆 图 3-10 刺绣博物馆内景

图 3-11 企业案例主页 图 3-12 刺绣教学视频——树的刺绣方法

（四）共同打造“双师型”教师团队

一是我公司由黄笛大师带队，选派罗碧琼、李召霞等多名具备湘

绣企业生产实战经验的省级刺绣工艺大师来校任教，指导刺绣设计与

工艺专业核心课程标准、教学计划的制定与修订，指导生产性实习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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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教学，参与毕业生岗位实习与校内外实习实训基地的建设；二是搭

建校企合作“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平台，吸纳学校选派的优秀教师

来企进行生产实践、进修培训与学习交流，为学校专业教师积累企业

生产经验、开展社会服务提供条件，加强校企双方产学研全面合作。

四、共同培育“新湘绣”传人

（一）构建创新招生招工一体化模式

研制“文化考试+职业倾向测试+面试”招生招工一体化方案。我

公司和学校分别将招收现代学徒制学生（学徒）纳入企业招工计划和

学校自主招生计划，招收普通高职和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校企共同

确定采取“文化考试+职业倾向测试+面试”的办法进行招生招工，按

文化考试成绩占 50%、职业倾向测试成绩占 30%、面试成绩占 20%的

比例确定招生招工录取总成绩。

建立“文化考试+职业倾向测试+面试”招生招工一体化机制。校

企共同制定了《湘绣设计与工艺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班招生招工实施

方案》，明确了招生招工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工作内容和组织实

施等内容；共同制定了《湘绣设计与工艺专业现代学徒制招生招工简

章》《湘绣设计与工艺专业现代学徒制招生招工考试与面试办法》等

制度。校企联合成立了“湘绣设计与工艺专业现代学徒制招生招工领

导小组”，落实了相关具体工作责任人，负责落实招生招工各项具体

工作（图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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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公司艺术总监、副总经理，中国工美行业艺术大师黄笛参加招生招工工作会议

创新“文化考试+职业倾向测试+面试”招生招工一体化组织形

式。校企共同确定了“五共”招生招工一体化组织形式，即校企共同

宣传、共同命题、共同组考、共同评卷、共同录取。校企双方全流程

参与招生招工工作（图 4-2），录取录用的学生（学徒），全员签署

了三方协议，明确了学徒和学生的双重身份，明确了学徒的具体岗位、

权益保障，年满 16周岁未达到 18周岁的学徒，由学徒、监护人、学

校和我公司签署了四方协议。

图 4-2 公司艺术总监、副总经理，中国工美行业艺术大师黄笛参与招生招工面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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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创新“三双”人才培养模式

我公司与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合作共同创新了“双主体+双导

师+双基地”“三双”现代学徒制工学交替人才培养模式：“双主体”

即学校与企业双育人主体，“双导师”即学校导师与企业导师双教学

导师，“双基地”即学校教学基地（实训基地+大师工作室）与企业

教学基地（教学车间+产品研发中心）双教学基地，学生（学徒）分

段在学校与企业进行工学交替式学习。

形成相互合作的双育人主体。我公司与学校签订了《刺绣设计与

工艺专业现代学徒制三方协议》（图 4-3），共同开发了《刺绣设计

与工艺专业(湘绣设计与工艺方向)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方案》，构建

了符合现代学徒制培养要求的专业课程体系,并参与制定了《湘绣设

计与工艺专业现代学徒制教学管理制度》等保障校企合作的制度，形

成了紧密合作的校企育人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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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公司与学校签订《刺绣设计与工艺专业现代学徒制三方协议》

打造相互配合的双教学导师。校企共同制定了《刺绣设计与工艺

专业现代学徒制“双导师”管理办法》，遴选了企业导师 8 名、学校

导师 12名，组成了“大师和教授领衔、企业技术骨干和优秀工匠为

主体”的教学团队（表 4-1）。实行“双专业带头人”制，生产性实

训项目教学采取“大师、教授同堂教学”模式实施（图 4-4）。

同时,我公司与学校共同制定了双导师培育提升计划,逐年对企

业导师和学校导师进行理论研究、教学实践、企业实践等专项培训，

长足有效地提升了企业导师的教学实战能力和学校导师的实习实训

指导能力（图 4-5）。

表 4-1 刺绣设计与工艺专业（湘绣设计与工艺方向）现代学徒制双导师名单

序号 姓名 职称/职务/技艺称号 所属部门 指导岗位

1 黄笛
高级工艺美术师/艺术总监/副总经理/中

国工美行业艺术大师 长沙沙坪金

球湘绣有限

公司

湘绣设计岗位

2 罗碧琼 高级工艺美术师/湖南省刺绣工艺大师 湘绣设计岗位

3 陶利芝 高级工艺美术师/湖南省刺绣工艺大师 湘绣设计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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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李召霞
高级工艺美术师/省级“湘字号”湘绣工艺

大师
湘绣工艺岗位

5 周卫星 高级工艺美术师/湖南省刺绣工艺大师 湘绣工艺岗位

6 黄金慧 高级工艺美术师/湖南省刺绣工艺大师 湘绣工艺岗位

7 袁美兰 高级工艺美术师/湖南省刺绣工艺大师 湘绣工艺岗位

8 周秋玲 高级工艺美术师/湖南省刺绣工艺大师 湘绣工艺岗位

9 唐利群 教授/湘绣艺术学院院长/专业带头人

湖南工艺美

术职业学院

湘绣艺术学

院

湘绣工艺岗位

10 刘爱云
高级工艺美术师/湘绣艺术学院工艺总监/

亚太地区手工艺大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湘绣工艺岗位

11 袁庆典 副教授/湘绣艺术学院艺术总监 湘绣设计岗位

12 陈来国 教授/骨干教师 湘绣设计岗位

13 肖念 副教授/骨干教师 湘绣设计岗位

14 谢文波 副教授/工学部主任/骨干教师 湘绣营销岗位

15 赵蓓瑛
高级工艺美术师/工学部主任/湖南省刺绣

工艺大师
湘绣工艺岗位

16 任亚华 高级工艺美术师/湖南省刺绣工艺大师 湘绣工艺岗位

17 刘艳冰 工艺美术师/骨干教师/全国技术能手 湘绣工艺岗位

18 刘霞 工艺美术师/骨干教师/全国轻工技术能手 湘绣工艺岗位

19 罗剑英 工艺美术师/骨干教师/全国轻工技术能手 湘绣工艺岗位

20 吴晶慧 工艺美术师/骨干教师/全国轻工技术能手 湘绣工艺岗位

图 4-4 公司艺术总监、中国工美行业艺术大师黄笛与学校高级工艺美术师赵蓓瑛同堂指导

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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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企业导师与学校教师探讨实训教学绣稿创作环节

建设相互共用的双教学基地。我公司和学校秉承“共建、共管、

共享”的原则，依托湘绣科教产业园、湘绣设计与工艺专业省级生产

性实习实训基地，在学校共建湘绣设计研发中心、刺绣设计与工艺专

业智能化教学工厂（图 4-6）；在企业共建“教学车间”，在企业生

产车间设置“教学工岗”，在企业大师工作室和产品研发中心安排师

生学习学位（图 4-7、图 4-8）。

校企共同制定了《湘绣设计与工艺专业现代学徒制实训基地管理

与使用制度》，针对校内外实习实训基地制定了具体的管理制度和操

作规程，规定学校和企业实训基地由校企共同配备维护与管理人员，

共同进行管理，确保基地设备设施正常使用。校企共配备管理人员 4

名，企业方则由本公司委派管理人员 2 名。二是加强过程共管。校企

实训基地按工学交替安排表分段作出使用安排，确保试点班优先使用。

实训基地和实训耗材使用实行严格的登记制度，使用后要对耗材和设

备使用情况及设备状况进行登记。

学生（学徒）在学校或企业学习期间，校企实训基地全天候向学

生开放，学生可在课余时间到实训室进行技能训练。校企教学资源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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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试点班使用外，还供企业员工和校外教师使用，面向社会开放。

近 3 年，校企实训基地接待了 146 名非遗传承人培训，1078 名企业

员工培训，43 名职业院校教师培训，25 名社会残障人员培训，114

名国外留学生培训（图 4-9）。

图 4-6 刺绣设计与工艺专业智能化教学工厂

图 4-7 公司艺术总监、副总经理黄笛大师在校内外实习实训基地开展教学指导

图 4-8 学生在企业教学基地、校内实训工作室进行刺绣设计、刺绣工艺实习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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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9 校内外实习实训基地开展社会培训

（三）共同实施“1+X”职业技能等级考核试点工作

近两年，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职业教育实施方案》，积极推

动学历证书+若干职业等级证书制度，将“1+X”证书制度试点与专业

建设、课程建设、教师队伍建设等紧密结合，推进“1”（学历证书）

和“X”（手绣制作工（湘绣）等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有机衔接。

我公司与学校共同制定了《湘绣学院“1+X 证书”试点工作方案》，

通过试点工作，深化校企合作、产教融合，与学校一道积极参与探索

职业教育“学分银行”。

我公司选派技术团队与校方共同制定《“1+X 手绣制作工（湘绣）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中级）”考核工作方案》，公司副总经理、中国

工美行业艺术大师黄笛带队，组织企业刺绣工艺骨干担任考核培训指

导教师，与学校一同开展“1+X”职业技能等级考核培训，同时黄笛

大师作为企业考核评审专家参与了 2021、2022 年“1+X 手绣制作工

（湘绣）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中级）”考核工作的组考与评审（图

4-10）。两个年度参加考核总人数为 152 人，其中在校毕业年级学生

138 人参考，企业人员 14人参考，考证合格率达 100%（图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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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0 “1+X”手绣制作工（湘绣）职业技能等级水平证书（中级）考核与评审

图 4-11 “1+X”手绣制作工（湘绣）职业技能等级水平证书

五、共同打造“新湘绣”

（一）共同创新研发“新湘绣”作品

我公司在继承传统湘绣核心价值的基础上，会同学校进行“五创

一研”，围绕“新湘绣”创新研发工作，开展针法创新、材料创新、

题材创新、运用创新、装裱创新以及湘绣新技法研发。近两年，校企

合作研发“新湘绣”系列作品 210 幅，湘绣新技法 3项（表 5-1、表

5-2），我公司参与研发与指导的“新湘绣”作品获得 2022 首届全国

大学生“毕业季”工艺美术类优秀毕业作品大赛、第三届“黄炎培”

杯中华职业教育社非遗创新大赛、“从洛桑到北京”第十二届国际纤

维艺术双年展等各类省级、国家级专业竞赛奖项 47项（图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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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研发“新湘绣”系列作品统计表

序号 “新湘绣”作品名称及数量 创新类型 代表作品

1

《草鞋的故事》《布达拉的阳光》《1925.山

冲曙光》《松》《幻影 13》《在哪里》《异

禽图》《泰迪狗》《小浣熊》等 32 幅

针法创新

《布达拉的阳光》（采

用创新针法：米点针）

2

《声音》系列 6 件/套、《生生不息》4 件/套、

《大汉晨晖—鼎》《大汉晨晖——鹿》《丝路

古国—埃及》《笼中鸟》《冬月》《唐卡》《异

域风情——埃及壁画》等 23 幅

材料创新

《冬月》（发绣）

3

《延水瑶》《长征路上》《血色湘南》《致敬

∙我们最可爱的人》《希望》《冬深》《致敬

伟大的转折∙遵义》等 81 幅

题材创新

《延水瑶》（红色题

材刺绣作品）

4

《老鼠鞋系列》《灵魂之旅》《鸟笼灯具》《壁

灯》《抱枕》《金鱼缸》《倾城之恋》《通道

茶席系列》等 49 件/套

运用创新

《灵魂之旅》（湘绣

服饰）

5

《犀鸟与鹗鸟》《无界-冬》《无界-春》《殇》

《孔雀舞》《月亮升起时的晚间景色》《老镇

晨雾》《家园老宅》《晨曲》《关于传统系列》

等 25 幅

装裱创新

《犀鸟与鹗鸟》（亚

克力材质装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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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研发湘绣新技法情况统计表

序号 针法名称 针法图解

1 蚁蠕针

2 米点针

3 绳股针

图 5-1 我公司指导学生（学徒）周巧婷等绣制《长征路上》在第三届黄炎培杯中华职业教

育社非遗创新大赛获非遗品高职组第一名

（二）共同进行技术攻关与技术服务

我公司与学校共建创新创业与成果孵化中心，校企双方建成湘绣

创新研发团队、湘绣工艺研发团队，依托湘绣产业优势，根据产业链

岗位需求与技术需求开展各项专业技术攻关。一是进行湘绣喷印上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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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色彩编程，研制生产前端特种绣制材料的上稿喷印技术；二是根据

绣画题材艺术效果，进行特种工艺针法的运用技术研究；三是根据作

品主题，进行不同质地装裱材料、装裱形式运用技术研究。通过多渠

道、多方位的技术合作，我公司技术水平综合实力，技术骨干、专业

教师技术服务能力、指导学生（学徒）创新研发能力均得到了显著提

升。

六、校企合作的思考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公司企业导师受企业生产实际情况影响，对学生（学徒）教学

指导力度有待加强。从现代学徒制试点的工作情况看，企业导师在指

导学生（学徒）的同时，还担负着企业生产的重任。有些企业导师虽

然具备过硬的业务能力，但为了企业经济效益的提升，迫使他们对于

教学投入相对较少，不能全身心投入企业导师指导学生（学徒）的工

作中，影响了学生（学徒）成长。

我公司参与人才培养积极性缺乏政策支持。我公司受到自身经济

实力和政府扶植政策力度不足的限制，对校企合作人才培养的投入得

不到补助和支持，尤其在疫情期间，行业整体不景气的背景下，极易

挫败公司对于人才培养的积极性。

（二）对策与建议

进一步加强企业导师队伍建设。企业导师（师傅）的质量是现代

学徒制人才培养的重要保障，也是现代学徒制深入推进的重要条件，

必须加大建设力度。我公司会放宽企业导师政策，给与他们更多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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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与空间去指导学生（学徒），同时建议学校制定企业导师任职标准，

明确企业导师参与人才培养工作计划，提高教学工作效率，更加高效

地参与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

争取政策支持，激发企业参与人才培养积极性。与校方一道，积

极对接政府相关部门，争取政府政策支持，充分调动政府机关在校企

合作中的政策保障作用，通过建立健全一系列政策法规，为校企合作

搭建优质平台，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明确校企双方在合作办学中的

权利与义务，同时对参与校企合作的企业给予资金、税收等方面的支

持与补贴，提升企业方开展合作办学的信心和动力，从而进一步促进

校企合作深度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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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沙坪金球湘绣有限公司 2023 年 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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