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铸魂、标准赋能、平台孵化”

鲁菜传人培养创新与实践总结报告

一、成果实践改革背景

鲁菜被誉为“八大菜系”之首，是中国菜的灵魂，以其

精于火候、善调五味、菜形大方、艺术独特、格调高雅等自

发性特点，成为中国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非遗文化的

典型代表。进入 21 世纪，曾经辉煌的鲁菜全面创新能力不

足，品牌和规模优势不明显，影响力日渐式微，其根本原因

在于鲁菜人才数量不足，缺乏具有市场核心竞争力的鲁菜传

人。

为解决鲁菜人才培养质量与鲁菜产业提质培优之间的

矛盾，自 2011 年 8 月起，成果研究团队以“弘扬鲁菜文化，

传承鲁菜技艺，培育鲁菜新人”为己任，依托国内首家鲁菜

技术创新推广平台——烟台市鲁菜研究所，在传承与创新鲁

菜文化中“培根铸魂”，在标准化教学中“传承技艺”，在“三

个求真”中“平台孵化”，打造三维一体协同创新育人机制，

培养了一大批“传承不守旧，创新不忘本”的鲁菜传人，为

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服务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突出贡

献。



二、成果主要实践内容

（一）融合三种文化，落实立德树人

实施“儒家文化进校园、鲁菜文化进系部、行业文化进

班级”三进工程，将三种文化有机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增

强学生的文化自信、行动自觉和职业认同。

儒家文化进校园：《中庸》载：“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

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

天下之达道也。”鲁菜在技法上“五味均善”，所烹一粥一饭

尽显中庸之道，体现了“中和”二字的品格，透露出堂堂正

正的“正统”气派，在发展过程中能够包容外来饮食特色。



学院开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选修课程，举办“儒家文化”论

坛，建设以“礼”文化为核心的校园文化环境，让学生在儒

家文化的熏染中修身立德。

鲁菜文化进系部：开展鲁菜文化理论研究，挖掘和整理

鲁菜老菜谱 300 余个，编撰《鲁菜学府》丛书，鲁菜相关科

研课题立项 6 项，发表高水平论文 20 余篇，制定鲁菜教学

标准 3 类 8 项；建设鲁菜研究所网站和鲁菜文化长廊，举办

鲁菜文化专题讲座 20 余次，成立“厨语·鲁菜新主张”、面

点工学社、海阳摔面等技能文化社团 5 个，每年定期举办“道

德讲堂、经典诵读”等文化活动 6 次，打造以“弘扬鲁菜文

化·传承鲁菜技艺”为主题的“一系一品”鲁菜文化育人品

牌。

行业文化进班级：校企联合成立山东凯瑞厨政人才冠名

班、山东舜和订单班等 10 个，共建蓝海酒店管理产业学院、

百纳餐饮产业学院 2个，共建山东煜桓标准化团餐教学基地、

中创餐饮特色美食教学基地等 5 个，打造“九坊一站”鲁菜

文化传统技艺体验中心；牵头组建文化旅游产业校企人才联

盟，与山东省烹饪协会、山东省旅游饭店业协会等行业协会

联合举办技能竞赛、文化交流、技术研发活动 15 次；每年

邀请行业企业名师大厨、管理骨干到校宣讲至少 8 次，组织

学生到企业观摩至少 8 次，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和价

值观。



（二）组建复合型研发团队，打造鲁菜教学标准

成立由学院教授和首席技师、高质标准化研究院权威专

家和蓝海酒店等企业名厨组成的鲁菜标准化研究团队，联合

开发和使用标准化课程（含标准化教材、标准化菜谱、标准

化宴席、标准化礼仪、标准化评价 5 项）、标准化实训（含

标准化场地、标准化流程 2 项）、标准化管理共 3 类 8 项鲁

菜教学标准，把“标准化”理念和手段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

将知识传授、技能训练、技艺传承、技术革新和素养提升融

于一体，确保鲁菜传承有标准、创新有依据。

专兼职教师以标准化为引领，从职业规范、技能操作到

技能竞赛、实习实训均采用标准化课程，通过模拟演练、讲

座论坛、工学结合等形式，夯实理论基础和操作技能，将餐

饮一线的前沿理念、经典菜品、制作工艺及时传递到课堂教

学一线，实现了课堂教学与岗位需求的无缝对接。

高质标准化研究院专家优化整合科研院所与学院资源、

人才和技术优势，开发鲁菜标准线上线下平台资源，建设“质



量与标准化实训模拟仓”基地，构建政府、学校、企业及上

下游相关资源输入、输出的共同发展联合体，开展鲁菜标准

化咨询与服务，实现在研究中创收、在创收中育人。

选定蓝海酒店等合作企业中的名师大厨担任实习学生

的企业导师，通过工学结合、顶岗实践、产品研发、营销服

务等模式，践行标准化管理理念，巩固和深化标准化教学成

果，推动专业群、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有效衔接。

（三）深化产学研用有机融合，实现人才、技术和项目

同步孵化

依托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中国鲁菜研发基地、

中国鲁菜文化与产业标准化推广应用标准创新平台等 16 个

平台，采用“学研同品”“产学同步”“产教同效”教学手段，

实现“人才、技术和项目”同步孵化。“学研同品”是指教

学品种与科研品种同类，以研发成功的品种应用于教学，在

教学实践中验证产品的优劣点，反馈至研发中心，完善研发



品种的实用性和可推广性；“产学同步”是指按照形成的产

品标准和研发推广流程标准，学生的实训产品即为生产的产

品，学习过程与生产过程达到同频同步；“产教同效”是指

以“学研同品”“产学同步”为基础，生产的产品质量标准

与教师教学的产品质量标准一致，形成生产效益与教学效益

同步同效。

发挥基地平台人才孵化作用，开发鲁菜数字化培训资源，

建设鲁菜教学资源库，在课堂教学模拟真实的企业场景，实

习实训立足真实的岗位实践，产品研发适应真实的市场需求，

将课堂教学、技术研发、产品生产有机结合，在实战中提升

鲁菜传人培养质量。注重“育训并举”，通过“企业学区”“移

动教室”等方式，把鲁菜技艺送到企事业单位和渔家乡村，

培训一大批适应现代餐饮业发展的高素质、高技能、创新型

鲁菜人才。

发挥基地平台技术孵化作用，开发智能化烹饪工具，发

明的冷菜拼摆模具等 16 个工具获得国家专利；研制了芫爆

天鹅蛋等 56个鲁菜菜谱，研发了葱烧海参等 83款鲁菜标准，

制定了 16项现代团餐标准化流程，被蓝海酒店集团等企业、

山东省烹饪协会等会员单位广泛推广使用，创造经济利润

2000余万元。

发挥基地平台项目孵化作用，推行“互联网+培训”模

式，构建以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等为载体的学习平

台，通过智慧课堂、移动 APP（应用程序）、线上线下相结

合，打造鲁菜匠苗、鲁菜之星、鲁菜师傅、鲁菜金蓝领、鲁



菜专项能力、鲁菜渔家乐等 25个金牌培训项目。

（四）实行三重评价，推动提质培优

实行“学业评价+素养评价＋能力评价”人才质量评价

模式，推动鲁菜人才质量提质培优。

推行学历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双证书”制度，学生在

校期间思想品德合格并在规定时间内修完全部课程成绩合

格，颁发专科毕业证；鼓励学生进行中式烹调师和中式面点

师工种的国家职业技能考核，通过考核后颁发相应职业资格

证书，确保毕业生既有高学历又有高技能。

采用“第二课堂”学分综合测评，落实“学分银行”制

度，鼓励学生参加鲁菜技能竞赛、创新创业大赛、技能社团、

技术研发、菜品创新和社会实践活动，将活动参与度与取得

成效进行综合测评，测评结果按规定纳入学分管理。

引入行业协会、合作企业对人才质量进行第三方测评，

将企业厨房作为考场，把鲁菜制作作为考题，由行业协会专

家和企业一线大厨组成考官团队，综合考查学生自主开发鲁

菜菜品、设计鲁菜宴席、创新鲁菜技法、品牌营销策划的职

业素养以及应变能力。第三方测评结果反馈于教学，为进一



步改进教学方法、提升人才质量提供重要参考。

三、成果主要创新点

（一）创造性地提出浸润式鲁菜文化育人理念和现代

“儒厨”新概念

成果在对古代儒家文化、传统鲁菜文化、当代餐饮文化

深入研究分析的基础上，在国内率先提炼了“和、正、融”

的新鲁菜文化内涵，首创现代“儒厨”新概念。依据浸润式

教育原理，充分发挥学习过程和学习环境无言之教的功能，

将儒家文化“中庸之道”中“和”的境界、“正”的规矩，

传统鲁菜文化“兼容并蓄”的气度与现代餐饮“多元求新”

的时尚，全过程、全方位渗透到人才培养中，树立学生融会

贯通的新鲁菜文化观和“做菜如做人”的职业发展观，推动

鲁菜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二）在人才培养中率先推行鲁菜标准化人才培养体系

为解决鲁菜技术传承中“同菜不同味”“同品不同标”

的问题，团队十年磨一剑，调动三支力量，按照“研、教、

学、产”闭环式教育方案，在国内率先开发和使用 3 类 8 项

鲁菜教学标准，以信息化技术推动“三教”改革，综合运用



名师导航、标准引领、智能驱动新手段，将鲁菜标准化体系

贯通于人才培养中”。目前，学院正在联合国内标准化研究

权威机构——高质标准化研究院（山东）和中国餐饮业百强

企业——山东蓝海股份有限公司，对鲁菜传人培养路径进行

标准化认证，为该体系推向全国广泛应用奠定基础。

（三）开发一系列省级品牌培训项目

主动对接乡村振兴战略和新旧动能转换工程，构建政府

主导、行业指导、学校主体、企业参与的多元化鲁菜人才培

训载体，扩大鲁菜人才培养辐射范围。在全国成立首家鲁菜

文化与产业推广标准化示范平台、“鲁菜师傅”在线培训平

台、文化旅游产业校企（人才）合作联盟。创新互联网+培

训模式，通过智慧课堂、移动 APP 等载体，积极开发微课、

慕课、VR 等数字化培训资源，在国家海洋生态文明综合试验

区长岛等 12 个区市，打造鲁菜匠苗、鲁菜之星、鲁菜师傅、

鲁菜金蓝领、鲁菜专项能力、鲁菜渔家乐等 25 个金牌培训

项目，开展精准化、灵活性、实时性培训，为服务区域经济

高质量发展培训了一大批高素质鲁菜人才。

四、成果实践成效与反响

（一）学生培养质量省内领先，创新创业能力显著增强

成果实施以来，烟台市餐饮业领域 50%的技术骨干和管

理人才来自我院。毕业生李天真在北京经营烟台山会馆，年

营业额达 1 亿元以上，谷鹏担任邦臣国际酒店集团亚太区执

行总裁，刘乐军创办百年婚庆系列酒店品牌，高英杰在挪威

创办“FUSHAN RESTAURANT”餐厅，李颜合在西班牙开设



“Santerra Restaurante”餐厅，杨丽光、刘小生、衣学林

等 23 人在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等 12 个国家开设了中餐

厅，打响了鲁菜国际化品牌。238 名毕业生被人民大会堂、

钓鱼台国宾馆、京西宾馆等国字号服务机构录用，120 余人

作为团队成员参与了国庆 70 周年晚宴等国宴制作。育人效

果得到中国餐饮百强企业蓝海酒店等合作企业检验认可，以

及国内标准化权威机构高质标准化研究院评估认证。

（二）实践探索成果得到广泛推广，“文旅经验”引起

强烈反响

成果团队先后开发了 9 门一体化示范课，《中国鲁菜》

等 4 门院级精品课，《菜肴基础知识与营养卫生》等 24 部规

划教材、校本教材及专著，制定的《煎雏肉》等 20 款传统

鲁菜山东省地方标准已经山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发布。师生

参加各级各类比赛共获得国赛奖项 33 项、省赛奖项 64 项，

20 余人次获得齐鲁首席技师、山东省优秀教师、山东省技术

能手、山东省有突出贡献技师等荣誉。成果主持人、国务院

特殊津贴专家邓介强在省级以上会议做成果交流 20 余次。

深圳技师学院、襄阳技师学院等兄弟院校到校参观学习 30

余次。人社部、省教育厅、市委市政府等各级领导多次到校

考察指导工作，山东省烹饪协会原会长李光壁评价“学院作

为鲁菜制作人的摇篮，立足传承，强化创新，培养造就了大

批技术过硬、素质优良的烹饪专业人才，推出了很多中国烹

饪大师、中国鲁菜名师和餐饮业精英，已成为全省鲁菜专业

人才教育培训的领跑者。”办学成果被央广网、光明日报、



省教育厅网站等省级以上媒体报道 20 余次。韩国贞华艺术

大学、中德文化交流促进会等国外高校和团体到校开展文化

交流 10 次，就建设海外鲁菜人才培训基地达成战略合作协

议。

（三）社会服务示范作用突出，形成品牌影响力

2012 年 6 月制作的烟台开埠第一宴、泛舟归来渔家宴两

组鲁菜文化主题宴席，获得首届鲁菜创新大赛特等奖和一等

奖。2017 年 3 月制作的娇子登科宴鲁菜文化主题宴席，获得

中国鲁菜之都鲁菜文化展示会金奖。2018 年 9 月，在外交部

山东全球推介活动中参与制作发胶东菜品展台，得到了与会

领导和嘉宾的一致好评。2018 年 11 月，助力中国饭店协会

“黄金管家”第十一届年会，制作了“仙境海岸欢迎晚宴”

展台；参加了第十九届国际果蔬食品博览会，现场进行果蔬

雕刻表演和刀工展示，被齐鲁晚报等多家省级以上媒体报道。

2018 年至今，服务长岛海洋生态文明综合试验区建设，团队

成员参加了“长岛渔家乐从业人员服务技能培训班”培训，

开设了《渔家乐家常菜品创新途径与方法》等课程，培训学

员 1500 人次。开展退役士兵、军转干部、下岗职工、企业

内训、大学生创业培训、鲁菜专项技能培训、社区培训等项

目，年培训学员 3000 人次。技术研发成果、专利成果在蓝

海酒店、百纳餐饮等 15 家餐饮企业推广应用，创造经济效

益达 2000 万元。2021 年 9 月， “鲁菜文化与产业推广标准

化示范”平台入选“山东标准”项目，成为国内唯一一处鲁

菜技术研发和推广服务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