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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说新语

专业教学标准，是指导和管理
中等职业学校教学工作的重要依
据，是保证教育教学质量和人才培
养规格的基础性、纲领性教学文
件。2012年教育部办公厅下发 《关
于制订中等职业学校专业教学标准
的意见》，提出要建立健全职业教
育质量保障体系，成立了专业教学
标准制订工作领导小组和专家组，
启动了专业教学标准制订工作，截
至 2014 年 12 月共制订并公布涵盖

《中等职业学校专业目录》 16 个专
业大类的 230 个专业教学标准 （以
下简称国家教学标准）。今年，《教
育部 2018 年工作要点》又指出：要
推进教育标准化工作，实施职业教
育质量发展攻坚战，完善和实施职
业教育国家教学标准⋯⋯可以看
出，推进职业教育各项“标准”建设
和“标准”落实是今后提高中等职业
教育人才培养的重要措施。但是，
国家教学标准颁布实施三年以来，
其落实情况究竟如何，至今还没有
相关的研究分析报告，笔者尝试从
实证研究的角度进行分析与评价。

国家教学标准落地行
动困境分析

一是从国家教学标准本身来
看，存在着若干先天性的“两层
皮”现象。比如，从落实的过程来
看，国家标准、地区标准、学校标
准、教师标准、学生习得的标准、
质量检测的标准等，它们彼此之间
都存在着“两层皮”。

二是从国家教学标准体系的完

整性上看，到目前为止，国家教学
标准还没有形成与各个专业配套的
各门课程的具体标准。中等职业学
校的专业课程设置分为公共基础课
和专业技能课，除了公共基础课

（德育课、文化课、体育与健康、
艺术） 以及个别专业核心课 （机械
制图等大类专业基础课程） 有国家
统一制订的教学大纲外，大多数专
业的核心课程和专业技能方向课，
还没有统一的国家课程标准，各地
区、各学校、各专业大都是各自为
政。此外，关于这些标准的陈述，也
只是体现在国家教学标准的“课程
设置及要求”中，往往都是寥寥数
语，过于概括，可操作性不强，无法
起到教学指导和教学评价的作用。

启动国家教学标准
“师本”化实施策略

怎样推进国家教学标准“落
地”是必须正确面对的现实问题。
因为，关涉中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
的焦点在于课堂教学，而影响课堂
教学质量的关键在于教师如何把理
解的国家教学标准落实到课堂教学
中去，可见，教师是落实国家教学
标准最可依靠的关键力量。因此，
消除国家教学标准落实过程中的多
个“两层皮”现象，关键在于解决
教师对国家教学标准的理解与实践
问题。

笔者以为，一个可行的策略是
实施国家教学标准的“师本”化实
施策略。依据国家教学标准和地区
教学标准，组织教师认真研究各专

业实施性的教学标准，依据校情、
学情，以专业为单位，从具体学科
入手，编制教师们自己的课程实施
计划，简称师本课程计划。其中，
所谓师本，顾名思义，就是以各专
业各门课程的教师为根本，体现国
家教学标准落实的基础在于教师。
所谓课程计划，就是按照课程的基
本要素，即：课程的目标要求、课
程的教学内容、课程的具体实施、
课程的效果评价，进行整体设计和
规划。师本课程计划可以是学期
的，也可以是学年的，是对学期或
学年专业教学进行的整体设计和规
划，有利于教师整体把握课程的目
标与内容，有利于学生明确所学课
程的总体目标与内容框架，有利于
学校开展教学管理与评价。

国家教学标准师本课
程计划编制建议

师本课程计划可以 《A 学校 B
专业 C 课程实施计划》 命名，包括
基本信息和课程要素。基本信息主
要包括：学校名称、课程名称、适
用专业、课程性质、教材版本、授
课学时、授课对象、设计人员与审
核人员。课程要素主要包括：课程
设置、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
实施、课程评价。具体编制过程中
要注意以下事项：

一要有大局观。编制师本课程
计划是在认真学习领会国家教学标
准基础上进行的，教师要跳出狭隘
的“学科课程”观念，树立专业意
识、课程意识、标准意识，把握好

课程的地位和价值，处理好课程目
标、内容、实施、评价之间的关
系，不要把课程实施计划写成学期
或学年教学进度安排表。

二要团队合作。师本课程计划
实施的主体虽然是教师个体，但在
研制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专业教研
组的作用，集体研究、共同商量、
达成共识。不要把研制工作看成是
教师个人的事，否则，师本课程计
划就不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反而
会成为教师的负担，让教师感到厌
烦。

三要关注实践。师本课程计划
编制要关注课堂教学实践，要起到

“导教”“导评”的作用，也就是能
对教师的教学起到指导作用，能对
教师的教学效果起到评价的作用。
此外，课程要素尽量做到全面、具
体，涉及课程实施的方方面面。

四要突出重点。具体操作时，
可突出以下重点内容：

第一，课程设置。要概括说明
该课程在专业培养中的地位，是核
心课还是方向技能课，是必修课还
是选修课，以及与其他课程的关系
等，体现相关技术领域职业岗位

（群） 的任职要求，说明学生学习
本课程应掌握哪些知识、形成哪些
技能、养成哪些素质，反映该课程
对实现该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所具有
的作用。

第二，课程目标。概括说明通
过本门课程的学习学生应该达到的
知识、技能和态度水平，从宏观上
描述学生应掌握哪些知识、形成哪
些技能、养成哪些态度,目标表述

清 楚 ， 尽 量 少 用 或 不 用 “ 知 道 ”
“了解”“理解”“熟悉”之类的动
词，并列出本课程各个维度教学目
标及各个学习水平经常使用的行为
动词。

第三，课程内容。概括介绍本
课程大致情况，如共分为几个章
节，多少个知识点，多少个学时的
理论课，多少个学时的实践或实训
课，计划用多少个学时完成等。每
个核心概念对应一个学习水平，核
心概念是一节课中的最小知识单
元，是广义的知识 （含技能），知
识学习水平分为了解、理解、应
用，技能学习水平分为模仿、独立
操作、迁移，如有特殊要求的目标
分类，要按有关要求处理。

第四，课程实施。要分析学生
学习本课程的已有基础，包括知识
基础、技能基础、学习态度，有哪
些学习优势和学习不足，要做认真
分析，不要泛泛而谈。简要说明课
程实施的主要思路，包括教学策
略、方法等，以及简要说明本课程
实施使用的教学资源，包括教学设
备以及网络教学资源。

第五，课程评价。说明本课程
的知识与技能的考核标准及评价办
法，包括平时考核 （含课堂提问、
课后作业、单元测验等） 和期中、
期末考核所占比重，实训课、理论
课的评价考核，考试形式、试题类
型等。另外，还要提前设计本课程
学业水平检测的期中和期末考试
卷。

（作者系吉林省延边州教育学
院职教部主任）

中职国家教学标准落地的“师本”策略
李玉明

教改一线

《鸿门宴》 是中职语文教材中
的重点篇目。在各级各类中职语文
教学大赛中，总能见到这篇课文。
参赛教师对这篇文章的解读精准到
位，课堂设计新颖别致，教学过程
环环相扣，师生互动也推演得惟妙
惟肖，巩固拓展滴水不漏，还有超
高水平的信息技术辅助教学。但
是，这样的教学，总让人感觉是在
表演、应赛。

“学生已经具备了初步学习文
言文的能力”“大部分中职生语文
基础薄弱”“中职生语文学习兴趣
有待提高”⋯⋯参赛教师的这些不
具体的“模糊语言”不只模糊了我
们对教学主体的真正了解，更模糊
了语文课堂教学的本意。

课堂上，教师按部就班，忙得
不亦乐乎；而学生不听、不看、不
思、不言，更有玩手机、打瞌睡、
交头接耳的。中职语文课堂为什么
会出现这尴尬的局面呢？因为我们
还是缺乏以学生为课堂主体的意
识，缺乏对学生的研究，低估了中
职 生 的 心 理 刺 激 需 求 。“ 步 步 惊
心”“刀光剑影”“命悬一线”，《鸿
门宴》 里这些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

已经远远赶不上 《穿越火线》《王
者荣耀》 来得刺激了。

对这节课的教学，我们应摒弃
传统教学思维，确立学生的课堂主
体地位，用学生喜欢的方式，让学
生参与，让学生感受，让学生判
断，让学生选择。经过多年探索实
践打磨，笔者关于自己 《鸿门宴》
的课堂教学有如下不同特点：

培养阅读兴趣与能力是首要课
堂教学目标。没有比中职生“爱经
书、读经书、品经书”更重要的教
学目标了。通过本堂课的学习，学
生对 《鸿门宴》 以及 《史记》 中的
其他文章有所了解，并产生强烈的
兴趣与阅读欲望，而这兴趣或许影
响学生的一生。什么体会写作技
巧、训练学生思维、性格熏陶等等
不是机械地凸显出来，而是悄无声
息地融合在对文段解读的过程之
中。“此处某某字用得恰到好处”

“我们也应该有什么什么性格”之
类的话语坚决不说，以尽力避免令
学生厌倦的那种说教的单调与枯
燥；什么字义辨析、练习巩固等，
先不做要求，只想让学生轻轻松松
走进 《史记》 中去。

大时空，大讲座，大课堂。信
息时代，学生已经不满足一次宴会

一个情节、一个人一件事。因此，
我在给学生准备材料时，广泛阅读
了 《史记》，既有横的比较，又有
纵的分析。讲项羽的性格，我同时
也准备了刘邦的史料文段；讲张
良，我同时也准备了范增的史料文
段。讲项羽，我准备的史料文段从

“少有大志”一直到“乌江自刎”；
讲刘邦，从“醉斩白蛇”到“吕后
问托孤”。这么有“干货”的精品
课，我用了一个上午才陪着学生读
完，并且是三个班级一起在学校大
会议室上的课。大会议室上课确有
开放、轩敞之效果，摆脱了传统教
室上课的窄小、压抑之感。

“我的课堂我做主”。课堂一开
始，我就使学生明确了他们课堂主
体的地位。学生已经在晚自习上看
完了 2011 年由香港著名导演李仁
港执导的电影 《鸿门宴传奇》。因
此，我在导入新课时，重新播放了
影片中这一情节：“羽儿，速斩刘
邦！”然后问同学：“项羽很听话
啊，是这样吗？”我没有下判断，
我不去影响、更不可能主宰学生的
思维，而是让学生依据文段，自己
做出判断。学生很快就进入了角
色，并积极动眼动脑动嘴，维护自
己的课堂主体尊严。自始至终，我

都没有侵犯学生课堂的“主权”。
教师就是学生的搜索引擎，教

师就是学生的阅读器，教师就是学
生的调色板。分析项羽的性格，我
主要从课文以及 《项羽本纪》 的其
他部分中给学生精选了 20 个小文
段、22 副图片；分析刘邦性格，
我主要从课文以及 《高祖本纪》 中
给学生精选了 18 个小文段、20 幅
图片；分析范增、张良、樊哙、项
庄等项刘团队时，我又从课文及

《史记》 有关篇目中给学生准备了
大量的文段及图片。持续的图像刺
激，新奇的文段内容，老师的倾心
陪读以及老师对课堂气氛的调节，
使学生逐渐品出了 《史记》 的味
道。

回味、留白、悬疑促阅读。在
完成项刘两人及团队的分析后，我
为学生提供了杜牧的 《乌江亭》、
王安石的 《题乌江项王庙诗》、李
清 照 的 《夏 日 绝 句》、 毛 泽 东 的

《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等历代名
家的评判，回味、深化学生的课堂
阅读。课堂最后，我展示了 《史
记》 中有关虞姬、秦始皇陵被毁的
文段，还展示了影片中项羽得到传
国玉玺的镜头，意让学生课后再回
到 《史记》 中解疑释惑。“鸿门宴

上，项伯为什么拼死保护刘邦？”
“鸿门宴上，刘邦把传国玉玺带去
了吗？传国玉玺现在在哪儿？”“秦
始皇陵墓被毁了吗？”“关于虞姬的
记载还有哪些文献？”这些问题既
诱导学生对课文的阅读，又诱导学
生对课文延伸的阅读。由猎奇而产
生阅读兴趣，这在很大程度上抵制
了网游对学生时间的争夺。

小 课 堂 里 分 层 次 。“ 不 愤 不
启，不悱不发。”在各自教室里，
当学生阅读 《鸿门宴》 时，针对学
生遇到的阅读障碍，我再讲解文言
实词、虚词的用法，讲解文言特殊
句式。还有一部分学生只对故事情
节感兴趣，我不惊扰他们，就让他
们读下去吧，好容易静下心来阅读
经典，对他们来说已经达到语文学
习的最高境界了。

北航姚晓玲教授有句话：“交
流的成功不在于你说了多少，而在
于对方听懂了多少。”套用姚教授
这句话说：“课堂教学的成功不在
于你付出了多少，而在于学生收获
了多少。”杜绝表演课，不做无用
功。如此，我们才能真正提高中职
语文课堂教学效益。

（作者单位：山东省安丘市职
业中专）

让学生爱上课堂的正确打开方式
——《鸿门宴》课堂教学的另类烩炒

刘焕泉

教学笔记

2014 年 《教育部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 首次提出“核心素
养体系”概念，2016 年 《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
养》 研究成果在京发布。核心素养以培养“全面
发展的人”为核心，分为文化基础、自主发展、
社会参与三个方面，综合表现为人文底蕴、科学
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实践创
新六大素养，具体细化为国家认同、理性思维等
十八个基本要点，这意味着我国教育的人才培养
模式、教学模式和课程设置也要顺应进行改革。
今年教育部印发 《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 ,
提出“构建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个性化、
终身化的教育体系，建设人人皆学、处处能学、
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在教育信息化 2.0 时
代背景下，信息化环境的建设和运用与核心素养
的推进是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同时教育信息化
2.0 还赋予核心素养培养更高的要求，而中职教
育作为我国教育体系中较薄弱一环，在教育信息
化 2.0 要求下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无疑是一道难
题。

首先，中职生源参差不齐造成核心素养实施
举步维艰。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进一步普及，越
来越多的家庭会选择让子女就读高中，这间接影
响了中职生源质量和校园实践核心素养的成效。
当然，问题重点不在于中职学生，而在于现在提
倡的教育信息化 2.0 时代的核心素养也应该细分
为不同层次和受教育范围，针对不同受众体来实
施。比如 《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 提出“使学
生发展成为有宽厚文化基础、有更高精神追求的
人，有明确人生方向、有生活品质的人，有理想
信念、敢于担当的人”。要实现这个目标，对于
起步不同的普高学生和中职学生来讲是不一样
的，后者需要更多的时间打磨，待解决的问题更
多。

其次，中职学校资源不平衡导致信息化教学
难以推行。近年来职业教育集团化趋势成为职教
热点，但同时也存在不少的“麻雀学校”，这类
学校规模小、学生少、资源少，导致很多措施难
以实施，比如教育信息化 2.0 中提到“所有学校
全部接入互联网，宽带满足信息化教学需求，无
线校园和智能设备应用逐步普及”等，这些要求
对于学生不多的学校来讲无疑是困境，一方面投
入了大部分资金建设硬件环境，但因为生源不足
使用率不高，投入产出比不平衡，造成资源浪
费；另一方面如果不创造信息化教学环境，而集
团化的学校都配备了，那么竞争力更加薄弱，招
生更成问题。

再其次，“电子鸦片”成为教育信息化 2.0
时代下推广核心素养的“拦路虎”。今年 6 月
初，《半月谈》 连发三篇文章批评电子游戏和动
漫等不良内容产品对新生代的损害。据调查，中
国大陆青少年网瘾者 （IAD） 人口占比为 2.2%
至 15.8%，远高于美欧的 1.5%至 8.2%，网瘾疾
病年龄段集中于 13 至 15 岁、18 至 23 岁。如果
教师和学生对教育信息化 2.0 理解有所偏差，以
偏概全地认为信息化只是一条网线加一台电脑或
手机，那么自制力较弱的中职学生就很容易受到

“电子鸦片”的荼毒。教育信息化 2.0 中“要求
‘互联网+教育’”不代表对网络内容放松审查
和监管提倡、“坚持融合创新”不代表对不良网
络现象的包庇和纵容，因此一线教师必须正确理
解和使用信息化教学工具与手段，只有这样才能
够更好地推广核心素养实施。

因此，结合对上述问题的分析，笔者对中职
教育如何在教育信息化 2.0 这个新时代推进核心
素养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首先，从国家层面需要对网络进行清理行
动，特别是像“电子鸦片”一类的“危害较大的
网络精神毒品”。今年年初中宣部等多个部委印
发了 《关于严格规范网络游戏市场管理的意见》
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从教学方面讲，只要把网络
空间肃清，教师在实施信息化教学手段和学生在
使用过程中就不会受到过多的干扰和阻碍；从教
育方面讲，沉迷低俗化、妖邪化的“网络精神毒
品”必定摧毁青少年健康的人格，这与我国核心
素养提出的“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背道而驰，也
不利于社会发展。

其次，从社会层面提高民众参与度。教育信
息化 2.0 时代下核心素养的培养并不只限于教育
范畴，它涉及的是社会的方方面面，影响的是几
代人的事，因此不能把责任只落在教育层面。民
众的关注和参与是教育信息化 2.0 时代下核心素
养能够快速推广的有效途径之一，核心素养的核
心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包含了文化基础、
自主发展和社会参与，最终培养学生具备“能够
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
能力”，因此要求社会积极配合努力创造条件共
同完成这一历史使命。

再其次，从学校层面要让核心素养“软着
陆”。随着 《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 成果发布
和 《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 的下发，各类教
改、课改等教学活动相继开展，各类信息化大赛
也如火如荼进行，速度之快令人感到了危机感和
紧迫感，尤其是一线教师，除了忙于备课改卷，
还要接受、消化、转化这些新理念，任务之重可
想而知。教育信息化 2.0 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到
来，核心素养的推进是一个长期任务，虽然任务
重，但不能急、更不能乱，让教师们把教育信息
化 2.0 时代下核心素养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才
能更好地完成新时代的新使命。

（作者单位：汕头经济管理干部学校）

顺应教育信息化2.0
推进中职生核心素养

张安娜

教学现场

日前，由曼谷中国文
化中心联合北京市黄庄职
业高中等精心打造的“霓
裳雅韵——中国旗袍文化
体验工作坊”亮相曼谷中
国文化中心。通过旗袍静
态展、旗袍盘扣手工课等
活动，将中国旗袍的发展
历史、制作技艺等通过寓
教于乐的方式传递给泰国
民众，让他们感受到背后
所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魅
力和手工技艺精髓。

左图为泰国模特展示
黄庄职高旗袍工作室师生
研发制作的“水墨画”系
列旗袍，右图为黄庄职高
京式旗袍传承人张凤兰老
师教泰国学生做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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