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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的内涵

所谓“互联网+”，就是让互
联网与传统产业相结合，使传统
产业升级和孕育出新型产业形
态 ， 从 而 发 挥 “1 + 1>2” 的 效
果。教育作为一种传统行业，也
应该积极与互联网融合，这会促
进教育行业升级和教育新模式的
出现。而且，在教育中注入互联
网基因，能促进教育行业从人才
培养目的、人才培养过程和人才
培养评价等全过程实施变革，以
培养满足互联网经济时代和社会
发展所需人才，实现教育全局性
发展和战略型转型。

2013年初，美国教育委员会
认证了在线学习平台Courser a
旗下 5 门课程，标志着慕课开始
出现在教育本位体系之中，也标
志着互联网真正开始影响学校教
学 模 式 。 在 这 样 一 个 “ 互 联
网+”背景下，对我国高等职业
教育办学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
如加快了高职教育国际化、多样
化等。因此，如何利用“互联
网+”整合各种教育资源，形成
高职教育系统合力，实现提升高
职院校办学水平和满足国家经济
社会发展需要的服务能力，最终
支 撑 中 国 制 造 和 实 现 “ 中 国
梦”，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互联网+”对高职院
校办学的影响

高职院校的办学理念、教学模
式和管理方式构成了高职院校办
学的三大主体，它们的变化直接或
间接地影响高职院校办学水平的

高低。在互联网日益发挥重要作
用的背景下，“互联网+”思维方式
对这三大主体产生了颠覆性的影
响。

首先，“互联网+”对高职办
学理念的影响。过去，许多高职
院校办学理念“固守”于传统的
模式，没有创新的动力。而“互
联网+”办学理念，无限地放大
了人的价值和最大化地释放人的
主体性，体现在高职院校办学理
念上，就是要为学生发展提供良
好 的 环 境 ， 充 分 利 用 “ 互 联
网+”带来的划时代影响，将视
野开放、合作素养、和谐发展和
终身学习作为学生能力体系的核
心，并为此形成一整套的课程体
系、教学方式和评价标准，把严
格和科学性融入整个办学体系之
中，实现高职教育效益最大化。

其次，“互联网+”对高职教
学模式的影响。教师和学生是教
学模式的实施者和接受者，他们
构成了高职院校教学模式的两大
参与者。一方面，“互联网+”对
教师课堂教学影响巨大。传统高
职课堂教学模式是教师“满堂
灌”、学生“认真听”，但在“互
联网+”模式下，高职生有越来
越多的途径来获取知识，教师课
堂讲授知识的作用越来越弱，因
此，教师应运用项目教学法、慕
课、翻转课堂等更加适应“互联
网+”要求的课堂教学模式，注
重指导学生积极转换学习方式以
及学会自主探索和思考问题，同
时要尊重学生个体差异，强调学
生个性学习，注意运用多元评价
方法，培养学生团队合作精神，
以适应“互联网+”对人合作精
神 的 要 求 。 另 一 方 面 ，“ 互 联

网 + ” 对 学 生 课 堂 学 习 影 响 巨
大。随着移动互联网和移动通信
设备的兴起，学生利用互联网资
源获取课堂教学所要求的专业理
论知识，然后进入教室进行实
践、反思、讨论和应用，将成为
未来主要的学生学习模式，而要
保证学生现在的课堂学习方式与
未来社会生活的需求不相互冲
突，就需要高职院校把现代教育
技术引入课堂教学中，营造出虚
实融合的学习环境，从而让“互
联网+”对高职生课堂学习的积
极作用充分发挥出来。

再其次，“互联网+”对高职
管理方式的影响。高职院校管理
的主要对象是教职工和学生，信
息化下的管理模式要求创新、效
率和突出人性化。一方面，“互
联网+”改变了传统高职院校管
理模式中领导掌握大局、员工服
从领导的局面，在信息化时代，
领导和教职工互相理解、合作成
为高职院校管理体系正常运行的
重要保障。另一方面，在“互联
网+”大环境下，高职院校还应
逐步建立和完善交互式学生管理
平台，通过互联网技术实现学生
管理中的激励、约束和服务机制
的建立及完善。

用“互联网+”提升高职
办学水平的对策

面对“互联网+”对高等职
业教育带来的挑战和机遇，高职
院校应在自身实际情况基础上，
采取有针对性的对策以确保自身
办学水平的提升。

首先，更新办学理念的对策。
考虑到“互联网+”思维模式对学

生、教职工行为方式的影响，高职
院校办学理念的转变要突出创新，
特别要符合时代特征要求。在这
一过程中，高职院校政策制定者要
积极学习党和政府关于职业教育
的重大方针政策，学习互联网技术
的基本技能，以保证决策的科学性
和合理性。同时，还要有所选择地
利用“互联网+”学习和借鉴国内外
高等职业教育好的经验，确保本校
办学理念的创新性和适应性。比
如，在培养学生综合素质时，可以
突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以抵制
互联网带来的消极人生价值观；为
适应互联网，可以把电商基本知识
和技能融入整个人才培养过程中，
以提高学生今后就业的竞争力；还
可以要求教职工适当学习“互联
网+经济、行业”等知识，让他们感
受互联网带来的生产经营方式变
革，从而促进他们育人理念的转
变。值得注意的是，“互联网+”在
高职教育中真正发挥作用需要投
入大量资本，而资本往往具有逐利
的特点。因此，高职院校在转变办
学理念过程中，要做到高职教育资
本投入和利益回报相平衡，同时还
不能丧失高职教育的公益性，这也
是高职院校校企合作办学取得成
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其 次 ， 改 革 教 学 模 式 的 对
策。在“互联网+”影响下，慕
课、微课、翻转课堂等新型教学
模式对传统课堂教学模式造成了
较大“冲击”，也对高职院校的
网络设备和师资队伍等条件提出
了较高要求。因此，条件较好的
学校可以在注意方式方法的基础
上，推广应用这些新型教学模
式；而条件不太好的学校则可先
利用已有的网络设备，着重推广简

单的在线课程录制工作，同时加大
网络资源建设资本投入和师资队
伍培训的力度，待条件成熟后再实
施新型教学模式。总之，在整个
教学模式转变过程中，传统教学
模式不应该一味地被否决，在立
足自身客观条件的基础上，高职
院校还是应该采取传统教学模式
和新型教学模式相结合的方式以
及混合多元化的课堂授课模式，
来迎接“互联网+”的机遇和挑
战。此外，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价
也可通过网络完成，且评价标准
和指标要多样化。比如，针对学
生专业理论知识和职业技能知识
掌握的评价，可以在互联网上设定
一个具体任务，让他们自主完成，
并且利用信息技术的智能化特性
完成对其知识掌握的评价。

再其次，创新管理方式的对
策。高职院校学生管理工作可以
充分利用“互联网+”带来的有
利条件，从激励机制、约束机制
和服务机制三个方面入手采取措
施。其中，激励机制可以从通过
互联网寻找成功案例、及时宣传
做出成绩的学生入手，增强他们
的“自豪感”；约束机制可以利
用互联网资源，探索适合学校实
际情况的灵活多样的机制，避免
单一粗暴造成学生“不满”情绪
和反抗迹象的出现；服务机制要
特别突出以学生为本的思想，互
联网提供了服务学生多种途径，
如 QQ 群、微信群等，都可以用
来关心和服务学生。此外，还要
顾及“互联网+”可能会给学生
带来的消极影响，要教会学生辨
别互联网消极信息并加以及时消
除的本领，从而为促进学生健康
成长和成才创造良好的环境。同
时 ， 按 照 “ 互 联 网 + ” 思 维 要
求，教职工管理工作也要突出人
文关怀和效率，真正为职工利益
着想，凡是教职工合理的请求应
该及时给予合理的答复，突出效
率和速度，从而提高他们工作热
情，进而推动高职院校各项工作
水平的提升。

最后，还要重视社会评价。
高职院校利用“互联网+”提升
办学水平能否取得成功，外部评
价是主要标准之一。因此，高职
院校只有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加
强自身改革，充分利用“互联
网+”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切实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真正为国家
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大量合格的高
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其办学理
念、教学模式和管理方式才会被
外部环境最大化地容纳和认可，
最终形成有利于高等职业教育可
持续发展的良好社会氛围。

（作者系青岛求实职业技术
学院董事长）

用好“互联网+”，提升高职办学水平
林夕宝

中职学校要把培育工匠精神
贯穿于技能人才培养全过程，使
弘扬和传承工匠精神成为办学的
鲜明特征。然而，工匠精神的养
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要针对中职
生的心理特征，从训练他们认真
做事的基础开始。具体来讲，应
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是培养精细化意识。
细节决定成败，数据化是精

细化做事能力最重要的特征之
一，要培养训练中职生在做每一
件事情时，都能尽力使每一个环
节数据化，在解决具体问题时，
可引导学生用“5W2H”的方法
进行处理：（What） 要做的是什
么？（Why） 为什么这个事情是
必须要做的？（Where） 在哪里
做这个事情？（When） 什么时间
做？各阶段的时间顺序是什么？

（Who） 需要谁来做这个事情？
（How） 如何来做？最好的方法
是什么？（How much） 做到什
么程度？成本是多少？

二是培养忠诚品质。
人无信则不立，忠于职守是

工匠精神的重要体现。要做到忠
于职守，首先就要具备忠诚的品
德。《辞海》 中“忠”指的是

“坚守中心，不偏不倚”，“诚”
指 的 是 “ 言 出 必 成 ， 信 守 诺
言”。职业人的忠诚就是心系企
业，兢兢业业，恪尽己任，因
此，培养中职生忠于工作的品
质，才能让他们成为企业长久重
用的技能人才。

三是培养责任品德。
所谓责任，就是分内应做的

事，没有做好分内应做的事就应当
承担过失，要坦诚地面对自己的错
误和失误，并将这种负责精神落实
到每件事的细节之中。尽管在承
担责任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也要
承担起压力和面对各种困难，但一
个真正能够承担起责任的人，是会
有走出逆境的勇气和决心的。要
教育引导中职生勇敢地担负起属
于自己的那份责任，全力以赴，能
做到最好，就绝不做一般好，这才
是企业需要的工匠精神。

四是培养守时品德。
守时是纪律中最原始的一

种，是技能人才必备的良好品
德。养成守时品德，就要学会科
学地管理时间，这样才能够合理
地分配时间，有效地开展学习和
工作，对于想清楚的事情，就立
刻去做，思想只有化为行动，才
有可能实现。同时，遵循要事第
一的原则，对事情进行分类，先
做重要且紧急的事情，然后才去
处理其他的事情。

五是培养自律品质。
无规矩不成方圆，只有每个

人自觉遵守纪律，才能保证一切
正常进行。纪律是一种非常必要
的约束手段。只有懂得遵守纪
律、服从命令的人们，才能无坚
不摧，勇敢地完成任务，成为一
名企业需要的技能人才。要培养
自律的品质，就要用慎独的方法
进行不断地锻炼和约束自己。慎
独是修养的重要方法，也是一种
修养的境界。“道也者，不可须臾

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
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
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
也。”慎独是工匠精神的重要体现。

六是培养质量意识。
质量发展是兴国之道、强国之

策。质量反映一个国家的综合实
力，是企业和产业核心竞争力的体
现，也是国家文明程度的体现。企
业以质量求生存、求发展，因此培
养具有质量意识的技能人才队伍是
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要注
重中职生质量标准化意识的养成。
追求卓越、崇尚质量，是中职生学
会认真做事必须具备的意识，也是
工匠精神的内在要求。

七是培养创新意识。
所谓创新，就是人们为了达到一

定的目的，遵循人的创造活动规律，
发挥创造的能力和人格特质，创造出
新颖独特，具有社会或个人价值的产
品的活动。在高科技创新驱动社会
经济发展的时代，技能型人才工作岗
位综合程度越来越高。中职生要努
力学习本专业所必需的知识技能，特
别是要牢固掌握核心能力所必需的
基础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还要掌握
一定相关领域的知识，形成相对较宽
的专业知识面；同时，还要了解有关
的法律法规。只有具备了较为科学
的知识技能结构，才能在快速更新的
职业岗位上做出创新成绩。

（作者单位：天津水运高级技
工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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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深刻影
响着经济社会发展方
式，随着慕课等的兴起，
标志着互联网和教育已
经开始了深度融合。

●“互联网+”思维方
式对高职院校办学的影
响是多方面的，如加快
了高职教育国际化、多
样化等，但也对高职院
校的办学理念、教学模
式和管理方式产生了颠
覆性的影响。

●高职院校应制定出
切实可行的对策，迎接

“互联网+”对高等职业
教育带来的挑战和机
遇，从而实现利用“互联
网+”积极作用提升其
办学水平的目的。 ““互联网互联网++””背景下背景下，，越来越多的高职院校把电商基本知识和技能融入越来越多的高职院校把电商基本知识和技能融入

到人才培养过程中到人才培养过程中，，以提高学生今后就业的竞争力以提高学生今后就业的竞争力。。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一、优秀学校奖

1.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2.天津商务职业学院
3.天津市东丽区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4.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
5.山西应用科技学院
6.内蒙古锡林郭勒职业学校
7.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8.哈尔滨市第二职业中学校
9.上海市奉贤中等专业学校
10.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11.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12.黄山旅游管理学校
13.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
14.南昌市第一中等专业学校
15.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16.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17.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18.长沙市信息职业技术学校
19.广西工业技师学院
20.海南省三亚技师学院
21.重庆经贸中等专业学校
22.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23.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24.贵州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25.云南技师学院
26.西安欧亚学院
27.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28.酒泉职业技术学院
29.青海省水电职业技术学校

30.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二、杰出校长奖

1.郭 葳 天津市第一商业学校校长
2.卜立新 承德工业学校校长
3.凌志杰 迁安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校长
4.杜光辉 阳泉市工业学校校长
5.杨俊平 内蒙古杨氏中等职业学校校长
6.姜 立 辽宁传媒学院院长
7.曾宪文 吉林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院长
8.滕少锋 长春市机械工业学校校长
9.李东阳 黑龙江农业职业技术学院院长
10.陈金国 上海市群益职业技术学校校长
11.沈瑞华 上海市工程技术管理学校校长
12.曹志宏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校长
13.王国海 江苏省常州技师学院院长
14.王梅珍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院长
15.高志刚 杭州市中策职业学校校长
16.舒根海 安徽天柱山旅游学校

（潜山县职教中心） 校长
17.林松柏 黎明职业大学校长
18.庄铭星 厦门信息学校校长
19.詹慧珍 赣西科技职业学院院长
20.刘成林 江西省修水县职业中专校长
21.孙承武 山东外事翻译职业学院院长
22.孙信成 青岛商务学校校长
23.付全立 郑州铁道中等专业学校校长
24.张子祥 湖北钟祥市志强职业中学校长
25.彭 元 湖南网络工程职业学院院长
26.彭 程 湖南省株洲市幼儿师范学校校长
27.胡 刚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院长

28.李柳缤 广西商业学校校长
29.李芳伟 海南省农林科技学校校长
30.杨宗武 重庆工商学校校长
31.莫 虎 攀枝花技师学院院长
32.汪建平 成都市财贸职业高级中学校校长
33.龙泽玉 毕节职业技术学院院长
34.段金枝 玉溪市通海县职业高级中学校长
35.赵居礼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院长
36.杨云峰 陕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院长
37.王多利 平凉机电工程学校校长
38.杨予海 青海畜牧兽医职业技术学院院长
39.薛景泉 宁夏交通学校校长
40.刘家君 乌鲁木齐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校长

三、杰出教师奖

1.李 鸣 北京财会学校教师
2.侯德成 北京市商业学校教师
3.李晶华 天津职业大学教师
4.刘 沂 天津冶金职业技术学院教师
5.刘少坤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教师
6.罗红兰 晋中职业技术学院教师
7.刘建红 山西省长治卫生学校教师
8.马艳秋 内蒙古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师
9.张洪革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教师
10.黄 实 大连金州区职教中心教师
11.唐志忠 鞍山市钢铁学校教师
12.任丽杰 长春职业技术学校教师
13.孙永强 吉林省工业技师学院教师
14.彭 彤 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教师
15.陈 珺 上海市徐汇职业高级中学教师
16.崔志钰 江苏省海门中等专业学校教师

17.李朝林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师
18.戴桂宝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教师
19.胡钰凤 丽水市职业高级中学教师
20.方春龙 安徽财贸职业学院教师
21.方张龙 福州机电工程职业技术学校教师
22.谢 琼 福建对外经济贸易职业技术学

院教师
23.杨静云 九江职业技术学院教师
24.张 晓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教师
25.徐 红 滨州职业学院教师
26.窦玉青 开封市现代科技中等职业技术学

校教师
27.董慧敏 鹤壁市汽车工程职业学院教师
28.姜海华 湖北省襄阳职业技术学院教师
29.谢作玲 湖北省恩施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教师
30.刘亚丽 湖北省宜昌市机电工程学校教师
31.雷久相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教师
32.王朝霞 长沙财经学校教师
33.卓良福 深圳市宝安职业技术学校教师
34.王孟洋 深圳市育新学校教师
35.张 刚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教师
36.文歧福 南宁职业技术学院教师
37.吴肖淮 海南职业技术学院教师
38.赵计平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教师
39.汪先群 重庆女子职业高级中学教师
40.高 莉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教师
41.徐丽春 遵义职业技术学院教师
42.王 娟 贵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教师
43.周瑞敏 云南省普洱市职业教育中心教师
44.段渝波 云南省昆明铁路机械学校教师

45.李祖福 昆明市官渡区职业高级中学教师

46.白保生 云南省德宏州陇川县职业高级中

学教师

47.普布次仁 拉萨市第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教师

48.孔维淑 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职业技术学

校教师

49.李选芒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教师

50.张永良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教师

51.罗建华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教师

52.周任慧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教师

53.李 婷 平凉工业中等专业学校教师

54.李海山 青海畜牧兽医职业技术学院教师

55.张 萍 青海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教师

56.祁春辉 宁夏水利电力工程学校

（宁夏水电技师学院） 教师

57.任 杰 宁夏职业技术学院教师

58.王新燕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教师

59.合尼古力·吾买尔 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学

院教师

60.甫拉提·孜亚旦 新疆维吾尔医学专科学

校教师

四、优秀理论研究奖

1.孙善学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

2.夏金星 湖南农业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3.孙百鸣 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教授

4.雷世平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教授

5.汪 治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教授

6.谭绍华 重庆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中华职业教育社关于表彰第五届黄炎培职业教育奖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
··公告公告··

为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推进我国
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进一步弘扬黄炎培
职业教育思想，树立一批职业教育领域先
进典型，形成促进职业教育发展的强大合
力，中华职业教育社在全国职业教育战线
开展了第五届黄炎培职业教育奖评选表
彰活动。

在全国职业院校和社会各界的热
切关注和大力支持下，第五届黄炎培职
业教育奖经过逐级推荐审核、评审委员
会评审、网上公示，评选出黄炎培优秀
学校奖 30 个，黄炎培杰出校长奖 40 个，
黄炎培杰出教师奖60个，黄炎培优秀理
论研究奖6个。为树立典型，表彰先进，
进一步调动全国职业院校和职教工作
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中华职业教育社
决定对第五届黄炎培职业教育奖先进
集体和先进个人予以表彰。

中华职业教育社将积极宣传受表
彰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典型经验和先进
事迹，引导广大职业院校和职业教育工
作者向先进典型学习，进一步激发他们
深化职业教育改革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同时希望获奖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珍惜荣誉、再接再厉，以更加饱满的热
情、更加扎实的工作，深入贯彻党的十
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和六中全
会精神，不断开创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
新局面，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
大的贡献！

中华职业教育社
2017年5月

第五届黄炎培职业教育奖获奖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