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 10 月 9 日 星期二
电话：
010-82296603

主编：
翟帆 编辑：
李丹 设计：
白弋 校对：
张静
邮箱：
zjzk@edumail.com.cn QQ 群：
88658765

职教周刊·教改探索 11
师说新语

推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正当其时

开学第一课，
我想对新生说——

闫智勇 吴全全

教改一线
9 月 20 日下午，中央全面深化
改革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给新
时期职业教育发展路径指明了方向。
新中国成立以来，职业教育获得
了长足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为职业教育的
规模化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高等
职业教育从无到有，成为对世界职业
教育发展的独特贡献。比较 2016 年
和 2006 年统计数据可以看出，职业
教育体系升级趋势明显，总体规模稳
定，外延发展进入瓶颈期，内涵建设
正当其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
面：其一，从学校数量来看，高职
（专科） 院数增长 18.5%，中等职业
教育减少 25.9% ，职业初中数减少
95.2%，应用技术大学诞生，标志着
职业教育体系与产业经济协同升级的
趋势更加明显；其二，各级各类职业
学校总数减少了 24.2%，但在校生总
数浮动不大，10 年来仅增长 2.1%，
表明职业教育总体规模比较稳定，在
人口老龄化和出生率下降两个要素的

制约下，职业教育外延发展道路开始
进入平台期；其三，教职工总数增长
5.2%，专任教师增长 16.0%，总生师
比从 15.9∶1 下降到 15.4∶1，专任
教师生师比从 20.3∶1 下降到 20.5∶
1， 表 明 教 师 队 伍 总 体 规 模 稳 中 略
升，虽然距离 18∶1 甚至更低的生师
比，仍然有很大的空间，但是限于教
师编制数量和准入资格等要求，教师
队伍数量短期内难以大幅提升。因
此，仅从这 10 年的数据即可知道，
职业教育经历了较长时期的外延型发
展，已经为转向质量型发展和服务于
经济社会的动能转换积累了深厚基
础。
纵观当前国际国内发展趋势，全
球化浪潮起伏波动，多元文化交流激
荡，国际竞争有增无已，价值链升级
更加频繁，经济社会发展动能转换，
人民内部矛盾发生转变。因此，职业
教育必须密切关注国家发展规划战略
的导向，加大深层改革力度，深化内
涵建设，提升服务国家高质量发展的
能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 、 中 华 民 族 伟 大 复 兴、“ 一 带 一
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释

放更加强大的人才供给能力。
首先，加速构建适应国家高质量
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积极
创新中央部门联席合作的职业教育治
理体制机制，尽快组建相对独立的国
家教育质量标准局，改革国家教育督
导局作为国务院特设机构，形成国家
教育质量标准局、国家教育督导局、
各类教育举办主体和社会组织协同共
治的现代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尽快建
立国家职业资格框架、职业教育质量
标准体系和专业认证制度，系统化改
革职业教育法、劳动法、税务法等与职
业教育相关的法律制度，确保职业教
育内涵建设的法理基础和制度依据；
改革职业教育的招生考试制度和学籍
管理制度，加快建设学分和技能积累
制度，运用大数据等先进的信息技术
建立学分银行系统，搭建各类学习成
果能够顺畅互换互认互转、异地通存
通兑的机制，保障各类职业教育生源
能够自由转换学习类型和学习权利，
促进现代职业教育真正成为服务于每
个学习者的立体多维的教育体系。
其次，加快建立适应国家高质量
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产权制度。改革

赵驰轩
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
断完善，现代企业制度逐步形成，行
业和教育、企业和学校的产权制度开
始分化，校企关系发生了重要变化。
在当前进一步扩大开放和更深层次改
革的背景下，要积极借鉴国营企业改
制的经验，严格防控系统性风险，加
快改革和完善现代职业教育的产权制
度环境，激活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本大
力举办职业教育的潜力，从制度层面
保障行业企业举办职业教育的合法权
益和参与教育全过程的话语权，继续
深化和完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工学结合”等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职
业教育机制体制，进一步凸显职业教
育的本质特征，消除人才培养的结构
性矛盾。
再其次，大力夯实适应国家高质
量发展的现代职业院校基础能力。紧
紧围绕职业教育教书育人的本职功能
和历史使命，系统提升教师队伍的师
德师能师风，积极改革院校的人才评
价制度和绩效考核制度，推进教师队
伍分类专业化发展，不断消除教师队
伍专业素质的结构性矛盾；推进职业
院校行政队伍的专业化发展，大力提

升院校领导干部的政治思想道德修养
和科学管理素养，积极总结示范院校
建设以来的优秀经验，深入研究全球
发展、国内改革和区域建设的新形势，
为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不断创新办学和
育人的体制机制；大力提升职业院校
一线教学教师的专业化发展水平，继
续推进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
不断提升教师继续教育的针对性和有
效性，促进教师改变学科教育传统，充
分掌握面向创新思维的工作过程系统
化的课程开发、教学实施和教学评价
能力，夯实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
结合”
现代职业教育制度的实践基础，
构建师生教学相长的核心专业素质积
累机制，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产业经
济发展之间的契合度；加强职业院校
辅助教师队伍的专业水平，促进辅导
员队伍的专业化发展，提高院校安全
保卫、后勤和医疗等教职工的专业服
务意识与专业服务能力，保障职业院
校内涵建设路径转型成功。
（作者闫智勇系天津中德应用技
术大学教务处教师，吴全全系天津中
德应用技术大学中德职业教育研究所
研究员）

教学现场

高职院校“花样”
迎新

①

②

微课、直播、刷脸、大数据……日前，全国
各地的职业院校陆续迎来了新学期的开学日，为
了让新生们能够更好更快地融入校园学习和生活
中，许多高职院校玩起了“花样”迎新。
图 1 为日照职业技术学院制作的入学报到
“微课”视频，帮助新生们提前熟知报到流程。
图 2 为武汉职业技术学院贴心直播新生报到
全过程。为全景记录“萌新”们入学报到，武职
官方微博从新生报到流程、各迎新点新生报到情
况、后勤服务情况等多角度对迎新进行了直播。
图 3 为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采用人脸识别
技术高效完成入学检录。新生只需在人脸识别屏
幕前“刷脸”即可完成入学注册，同时显示本人
姓名、学院、班级，方便迎新志愿者为其指引服
务。
图 4 为南宁职业技术学院大数据平台展示迎
新信息化。该校依托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控学生
缴费、宿舍分配、绿色通道报到等状态与比例，
为新生报到提供一站式信息化服务。
通讯员 郭庆志 整理报道

③

④

教学笔记

基于企业工作环境，
改革高职课程
张馨月
近年来，高职教育教学改革已取
得一定成效。但当前高职人才培养依
然存在一些问题，如培养目标与企业
人才需求不对接，学习方式方法相对
传统，师资力量薄弱，硬件条件与企业
新技术不匹配等。要解决这些问题，
必须以高职教育教学课程改革为切入
点，而课程改革的目标就是要改变现
有学科体系的内容，根据企业对培养
对象的具体需求开展教学。因此，在
深入开展课程改革和校企合作的过程
中，进行基于企业工作环境的课程改
革成为实现高职院校培养目标的重要
途径。

高职课程企业工作环境
的内涵
高职课程的企业工作环境就是仿
真企业运行模式、管理规定、生产类型
和企业文化，把其中的各项管理、技
术、素质要求贯穿到课程教学的完整
环节中来，以便更好地实现学生的职
业培养目标。将仿真企业工作环境应
用到课程教学改革中去，就必须了解
现代企业生产特点以及高职教育教学
活动特点。现代企业特点明显，其根
本目标是追求效益最大化，是物料流、
技术流、信息流、人力流构成的极为复
杂的完整体系，而人员的技术能力和
职业素质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动力。高
职教育就是给这样复杂的体系培养核
心元素——人，因此必须结合现代企
业的特点，充分发挥职业教育育人的
优势，利用课程企业工作环境教学的
方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加强人才核
心竞争力。
这里要注意的是，全盘企业化与
课程的企业工作环境仿真的区分。搭
建企业工作环境开展课程教学能够大

幅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但并不是完全
安全保证设备等。这类硬件设备主要
照搬企业的各项软硬件条件就能达到
是辅助生产，同时是企业管理方式方
目标。这里要注意区分实际企业环境
法的载体。
和仿真企业工作环境的不同，两种情
软件条件具体指企业化环境教学
况承载的内容是有所区别的。实际的
中的规范制度，同时也是教学组织的
企业环境是以最大化企业效益为核心
方式方法，是企业化环境课程教学的
目标，其次兼顾技术人员的训练及职
核 心 内 容 ，例 如 加 工 制 造 类 专 业 的
业发展。而用于高职教育课程教学的 “6S”、车间文化。高职课程教学必须
仿真企业工作环境，其核心目标是为
通过这部分内容的强化培养学生的六
培养具备技术、素养和可持续发展能
大意识，即安全意识、责任意识、质量
力的技术人员搭建平台，是以企业工
意识、创新意识、协作意识、服务意识，
作环境作为载体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
最终达到满足现代企业人才需求的培
解决问题、协作完成独立项目的能力，
养目标。
是对学生职业素养的深入培养，对学
这里尤其要注意的是课程企业工
生进入企业后的发展前景具有决定性
作环境差异化。在高职教育领域里，
的作用。因此，完全企业化和企业工
不同的专业及课程都对应不同的职业
作环境课程教学必须区分开来，不能
方向。因此在搭建课程的企业工作环
盲目地全盘企业化，需要结合学生的
境时，
必须根据不同类型的课程，
具体
学习情况开展课程的仿真企业工作环
情况具体分析，找到适合相关专业领
境，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域的工作环境内容，
不能以偏概全，
要
有差异。课程企业工作环境仿真的核
高职课程企业工作环境
心理念是一致的，但在不同类型的专
的搭建
业及课程的实践过程中会出现较大的
高职课程教学的企业工作环境搭
差异。例如数控技术专业等加工制造
建包括硬件条件的加强和软件条件的
类专业需要搭建的是现代制造企业的
提升。其中，硬件条件具体指企业工
车间生产环境，在硬件投入、安全管
作环境中的教学设施，
分为两类：
一类
理、设备管理、全员质量体系等方面着
指教学设备，例如数控技术专业教学
重体现；而数字媒体技术专业等计算
用到的各类数控加工设备，都市农业
机应用以及艺术类交叉学科，则在创
装备专业教学用到的各种农业自动化
新环境、创作氛围、计算机设备、影视
机具，畜牧兽医专业教学用到的各类
媒体制作规范等方面着重体现。究其
检验、治疗器材设备等。这类教学设
原因，主要是这两类企业的运行管理
备主要以企业生产设备为标准，是开
内容有较大的差异性，因此需要差异
展课程教学的核心硬件设备，必须与
化对待不同类型专业进行研究。
企业现阶段使用的设备相同或相仿，
此外，在一个专业中不同的课程
要与现代企业应用的新技术、新工艺、
企业工作环境仿真也不尽相同，例如
新方法相一致。另一类指仿真企业管
都市农业装备应用技术专业“设施农
理环境的设备，例如现代企业的各种
业生产关键技术”课程的企业工作环
规定看板、企业文化展示墙、企业生产
境主要是以各类温室设备为主，
而
“农

村（业）新能源”课程的企业工作环境
则以不同的新能源企业为参照，其中
因涉及能源，对安全有严格的管理规
定，
与前述课程的差异性较大。因此，
在研究和搭建课程企业工作环境的过
程中，要针对不同的专业以及专业课
程深入所对应的企业进行调研，充分
考虑其差异性，需要一个成熟的团队
协同完成。

高职课程企业工作环境
的教学实践
企业工作环境课程改革的目标就
是提高课程的教学效果，最终实现专
业人才培养目标。这里以数控技术专
业为例，说明课程企业工作环境仿真
的教学实践。数控技术专业是工科加
工制造类专业，面向的企业主要以具
备高端制造能力的现代制造业企业为
主，专业课程基本都以“工学结合”理
实一体化的教学模式进行，搭建数控
加工技术一系列课程群的企业工作环
境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第一，教学设备的购置。职业教
育教学设备的购置基本是两种类型，
一是规模化生产设备以支持外协加
工，二是差异化高端设备以追求各级
职业技能竞赛获奖。部分高职院校出
现了设备教学时不够用、统计时使用
率低的情况，因此在规划实训车间建
设及购置加工设备时，要充分深入企
业调研，详细分析各个岗位职业技能
要素，要考虑采用与实际生产匹配的
设备，数量规格需与课程改革内容相
对应，
不盲目追求竞赛成绩，
同时按照
企业规范布置设备以及连接电气线
路。在搭建企业工作环境时，还需要
注意现代企业新工艺、新技术的应用
情况，比如引入快速成型和 3D 打印

技术设备，
以紧跟企业前沿技术发展。
第二，加工类企业生产过程中存
在危险因素，
企业为防范安全事故，
都
制定有一套严格规范的安全生产管理
制度。在课程企业工作环境仿真中必
须严格按照行业、企业安全标准开展
教学，培养学生形成良好的安全生产
意识。例如在数控实训车间，安全操
作规程必须上墙，同时以看板形式粘
贴各种安全操作的示例图片，设备故
障时需要严格按照程序处理。
第三，产品的质量是企业的生命
线，
对于数控加工类课程来说，
如果没
有达到要求的加工精度，就没有达到
应有的教学效果，
因此，
要培养学生的
质量意识。数控加工类课程的企业工
作环境仿真要求教学时采用全过程及
全员质量管理，给学生灌输质量体系
的概念，可以通过“6S”、全产品生
命周期管理等具体的措施来实现。
第四，
课程教学的企业工作环境仿
真对学生的基本职业素质提高有重大
意义。例如要求学生养成进入车间更
换工作服装的习惯、
遵守企业的作息时
间不迟到早退的习惯、
完成课程后对设
备使用情况的登记以及及时清理整理
机床设备的习惯。其中对于学生课堂
遵规守纪尤其提出要求，
现阶段最常见
的学生上课玩手机的情况在引入企业
工作环境后可以得以有效控制。
第五，良好的企业文化是企业发
展的重要保证，在高职课程教学中针
对不同的职业要建立相关的企业文
化，
激励学生积极参与课程学习，
主动
学习，激发学生的创新和团队协作意
识。通过搭建课程的企业工作环境，
能够让学生体会和适应企业文化，并
起到一定的激励作用。
（作者单位：北京农业职业学院）

金秋时节，
大地流金，
在这个收获的美
好季节，各职业院校又满怀喜悦地迎来了
一批入学新生。作为一名高职学院的院
长，
帮新生们
“系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
上
好开学第一课责无旁贷。正如习近平总书
记在刚刚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的那
样：
要把立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
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
贯穿基础
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各领域，学科体
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管理体系要围绕
这个目标来设计，教师要围绕这个目标来
教，
学生要围绕这个目标来学。因此，
亲爱
的新生，我想对你们说——
你们中有许多人是跨世纪的“千禧宝
宝”
，可谓新世纪的“幸运儿”
。在你们即
将走向人生新阶段——大学生活的时候适
逢我国迈入新时代，又可谓新时代的“弄
潮儿”。新时代既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也是万物互联互通
的“智慧时代”。在智慧新时代，智慧型
人才将是社会发展的主体，未来世界的竞
争将主要取决于智慧型人才的竞争。到本
世纪中叶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时，今天的你们必将成为各行各业的中流
砥柱和杰出人才，成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
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所以用未来倒逼现
在，希望你们时刻保持“倒计时”的紧迫
感，时刻具备“冲刺”的加速度，通过努
力把自己打造成智慧型人才。
一 要 立德 成 人。古人云，
“ 德者 ，本
也。
”
做人做事第一位的是崇德修身。做事
先做人，做人先立德，有德而后有才，德才
兼备者，
万事成矣。如今选拔人才、使用人
才特别注重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原则，
因为
德是首要、是方向，一个人只有明大德、守
公德、严私德，
其才方能用得其所。习近平
总书记曾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说到底
就是一种德，是公德，也是私德，更是一种
大德。青年人要立志报效祖国、服务人民，
这是大德，
养大德者方可成大业。同时，
还
得从做好小事、管好小节开始起步，
“见善
则迁，有过则改”，踏踏实实修好公德、私
德，
学会劳动、学会勤俭，
学会感恩、学会助
人，
学会谦让、学会宽容，
学会自省、学会自
律。高职院校旨在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
技术技能人才。希望你们时常反躬自省，
加强道德修炼，
涵养
“上善若水、德行天下”
的情怀，
不断弘扬正能量，
做一个品行高洁
的新世纪的新青年。
二要立志成才。
“人贵有志，
志不立，
无
可成之事。”古往今来成就大事业的人，莫
不树立雄心大志，勤学成才。你们适逢新
时代，
正当祖国盛世，
这样的境况可遇不可
求，
千载难逢！习总书记说得好：
“现在，
青
春是用来奋斗的；将来，青春是用来回忆
的。
”
青春的底色永远是奋斗。我接触过一
些新生，他们大多是怀揣着梦想来到高职
院校的，
有的期望有机会进行深造，
进一步
提高学历；
有的希望真正学到技术技能，
掌
握未来发展的本领。所以，从你们入学的
那天开始，
从现在开始，
你们应该把自己的
志向和梦想时刻铭记在心里，体现在你们
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上，不忘初心方能行稳
致远。可能有的同学还无所适从，脱离了
紧张压抑的高中生活，离开了父母的关爱
呵护，没有了师长的督导监管，以为进入
“象牙塔”可以放任自流，这就大谬不然
了。大学生活绝不是睡懒觉、翘课、吃鸡、
玩游戏、刷抖音，绝不是我行我素、得过且
过，
绝不是闲云野鹤、无所事事。志存高远
者必为学习知识废寝忘食，必为掌握技能
精益求精，
必为发展才艺孜孜以求，
必为练
就本领苦心孤诣，唯有如此，方可不负韶
华、不畏未来，
才能厚积薄发、堪当大任。
三要立行成事。立行，
即建德修行，
提
高自身素质，丰富自身内涵，完善自身人
格，是一个人必不可少的一种修养。一个
人能做什么，
取决于知识；
能做到什么样的
程度，取决于见识；能取得怎样的成就，则
取决于胆识。从小以来积累起来的知识，
在大学阶段能善于灵活运用、融会贯通，
逐
渐演进为能力、素养；能善于明辨是非，作
出明确判断，
解决实际问题，
便可形成自己
独到的见识、见地；
能不拘泥于古人、书本，
富有批判性思维，
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敢作
敢为，勇于担当，则可磨砺成就事业的胆
识、修为。大学学习不同于高中，
高中以前
一般是通识教育，
而大学大多是专业教育，
专业则是你们三年后
“仗剑走江湖”
的那把
“剑”。希望你们学好专业，锻造属于自己
的
“宝剑”
，
将来在人生大舞台上敢于亮剑，
大展身手。大学教育以“自主性”学习为
主，
不再是
“被动式”
学习，
在接下来的三年
里，希望你们在努力学习专业知识和基本
技能的同时能够做到“六个一”：认真制订
一份职业规划，
明确学习目标和职业愿景，
不做浑浑噩噩的“糊涂虫”；至少参加一次
竞技比赛，
掌握精湛的专业技能，
不做游手
好闲的“局外人”；至少参加一次志愿服务
活动，关爱社会和他人，不做事不关己的
“旁观者”
；
至少培养一项特长爱好，
施展自
己的才艺，
不做才美不外现的
“潜伏者”
；
至
少获得一次校级以上荣誉，为大学生活增
光添彩，
不做一事无成的
“混不吝”
；
坚持每
天锻炼一小时，
练就强健的体魄，
不做生无
可恋的“葛优躺”。果能如此，你们的大学
生活必将精彩纷呈，你们的未来人生必将
大放异彩。
（作者系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