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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教周刊
交流办学经验 服务职教实践

在高职教育发展过程中，教育教
学存在的普遍性问题是学生缺乏自
信、学习动力不足；“教”与“学”
需求耦合度不高，学习的有效性较
低；重技术技能培养，轻职业核心能
力养成。为切实解决这些问题，扬州
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设计了以学生为中
心，面向全体、贯穿全程、全员参与
的“启航—竞航—远航”“三航”育
人模式，实践中取得良好成效，不仅
提高了人才培养质量，也提升了学校
的社会影响力和美誉度。

“启航”——激发内在学习
动机，促进学生主动学习

启航，就是开启学生的奋进之
门，唤醒学生“认知觉醒”，激发学

生的学习动机。“不愤不启，不悱不
发”，先“启”而得以“发奋”。学习
动机是激发个体进行学习活动、维持
已有的学习活动，并使行为朝向一定
学习目标的一种内在的心理过程或内
部心理状态，是学习活动的内驱力
量。

据麦可思研究报告显示，91%的
高职毕业生为家庭第一代大学生，他
们在“低于普通高校分数线、较低的
社会认知度、不高的自我目标定位、
较弱的心理素质和自我管理能力”等
影响下，自我期望值、自我认同感也
相对较低，因而学习动力不足。对于
刚刚踏入大学校门的高职新生，启发
和引导他们正确定位、树立信心、点
燃未来希望，为三年的学习生活打下
良好基础，为他们的未来播下希望之
种，就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为了“启航”具有实实在在的效
果，学院提供多种路径和多元平台来
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通过校生交
流、仪式教育、爱国明礼、传统文化
教育及大学第一课等活动，提升学生
对学校、专业和自我的认同，唤起

“我要成长”的意识觉醒；通过积分
激励等平台，促使学生的内心由“为
了升学”转向“为了美好生活”，提
升学生“我要成才”的自信；通过为
学生铺设“知识学霸、技能土豪、文
体明星、社团精英、创业达人”五条

“星光大道”，激发学生“我能成功”
的自觉，使高职学生由谋求饭碗向追
求梦想转变。从入学到毕业，经过认
同提升、学习效能、职业核心竞争力
等阶梯式提升，让学生们自信地跨入
社会。

“竞航”——提升教与学的
耦合度，促进学生有效学习

“竞者，逐也”。学生在浓郁的学
习氛围中，自然会形成一种全面发
展、百舸争流的局面，这是“竞航”
的起点。

为学生打造有效学习平台，营造
有效学习氛围，是千帆竞渡的前提。
一些传统高职院校，教学理念还是以
知识传授为主，教师、教材、课程的

“三主体”问题未有实质性改变，“教
—学—需”相互脱节，教学内容滞后
于社会发展需要，教学方式和教学手
段不能满足学生学习需求，教与学的
耦合度欠缺，教育教学的有效性不
足。受此影响，学生学习积极性不
高、学习有效性不强也就在情理之中
了。

“课堂”是高职人才培养的主战
场，提供符合高职学生需求的教育产
品是高职院校教育教学改革不变的方
向。如何从“以教师为中心”向“以
学 生 为 中 心 ” 转 变 ， 从 “ 教 ” 向

“学”转变，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采取了多项措施：通过实施 RAISE

（提升） 工程，建设有效课堂，增强
教学内容的针对性；进一步优化学校
人 才 培 养 方 案 ， 落 实 “ 能 力 本
位+”课程体系，提高教学供给的精
准度；通过推进高水平教材进课堂，
使用优质信息化资源辅助教学，提高
教学资源的学生接受度，增强教学资
源的适切性；通过强化课堂教学的师
生互动，提高学生课堂学习的参与
度，增强教学过程的参与性；通过推
进数据化、过程化、信息化管理，提
高教学反馈的及时度，增强过程评价
的科学性；通过定标准、定目标、定
成效，打造具有双师素质、信息素养
和国际视野师资的优势度，增强师资
建设的导向性。

“远航”——培养职业核心
能力，促进学生可持续发展

远，辽也、遐也。社会进步和经
济发展，需要人才的综合能力和可持
续发展能力与之相符，这也是学生应
对未来复杂变化形势的一种核心竞争
能力。从人的长远发展视角，通过三
年精心培育，使他们成为未来国家建
设的栋梁之材，是“远航”的初心。

三年的高职教育不可能为学生提
供终身受用的知识和技能，职业核心

能力的培养已成为衡量高职教育教学的
内在要求。学生的职业核心能力培养体
现了高职教育的职业性，促进学生可持
续发展更多地体现了高职教育的社会性。

根据多元智力理论，每个学生都有
不同的智力专长，精细培育需要教育者
了解每个学生的特长，因材施教，实行
个性化培养。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根
据“未来引领、多元渗透、全面培养”
的课程设计理念，重视专业能力，突出
职业核心能力培养，构建并不断完善

“能力本位+”课程体系。围绕 12 种职业
核心能力，实现基础能力模块、专项能
力模块和拓展能力模块相贯通，增设校
本专题课程和多彩实践平台，实现显性
课程和隐性课程交叉融合，通过学生主
动建构、主动参与、主动体验，培养学
生职业核心能力，促进可持续发展。

在“三航”育人模式中，激发学生
学习动机的努力是持续的，教学耦合的
过程是渐进的，职业核心能力的培养则
是贯穿于育人全过程的。大一新生的学
习动力不足是难点，以“启航”来激发
他 们 的 学 习 动 机 ； 将 传 统 意 义 上 的

“学”转变为因材施教的“有效学”，则
以“竞航”来加大他们前进的动力；面
向未来可持续发展的职业核心能力培
养，更要通过“远航”来提升他们发展
的“硬度”。

（作者系无锡科技职业学院院长、扬
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原院长）

开启奋进之门 唤醒学习动力
孙兴洋

中等职业学校文明风采竞赛活
动，是与中职学校日常德育工作相结
合、以竞赛形式开展的德育教学实践
活动，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一
个重要环节。自 2004 年以来，全国
竞赛活动已经举办了 14 届，取得了
显著的成效。

但是，与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等活
动相比，中职文明风采竞赛多年来一
直受重视程度不够，给人以“含金
量”较低的印象。究其原因，主要与
其“送审评选”竞赛方式有关。为了
让文明风采竞赛活动更受到重视，参
与人数更多，收到更加良好的育人效
果，河南省教育厅对竞赛的组织方式
进行了改革，移植技能大赛的组织形
式，变竞赛“送审评选”为“现场竞
技”，今年起更是全面实现现场竞
技。从现场比赛的效果来看，得到了
全省中职教育战线的认可与欢迎。

目前河南省中职教育竞赛系列活
动设有文明风采竞赛、技能大赛、素
质能力大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赛
4 项主体赛事。教育厅在具体项目设
置上，避免了中职 4 项赛事的项目重
复设置。如在全省技能大赛设置的地
方戏曲项目，在素质能力大赛、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大赛中设置的健美操、
街舞等项目，不在文明风采竞赛中设
置。而文明风采竞赛活动设置的 10
个项目的现场竞技比赛，也不在其他
赛事中设置项目。但参加省技能大
赛、素质能力大赛、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大赛相关项目的作品，均可以录制
视频并报送省文明风采竞赛组委会办
公室，作为参赛作品直接参加全国文
明风采竞赛活动的评选。

河南省以层层举办、全员化的理
念推动文明风采竞赛活动面向每个中
职学生。竞赛活动采用学校初赛、市
县复赛、省级决赛的形式进行。省教
育厅要求各中职学校都要举办文明风
采竞赛，组织班级比赛、年级比赛、
社团活动、校园文化活动，把文明风
采竞赛内容融入教育教学全方位、全
过程。推动建立健全“校校有比赛、
层层有选拔”的竞赛机制，努力形成

“师生全参与”的全员化竞赛局面，
实现以赛促教，教赛融合，为中职德
育教学与实践服务，为全省职业教育
改革和发展服务。

面对现阶段中等职业学校多样化
学情，如何贯彻落实《中等职业教育
德育大纲》，如何使德育工作更加贴
近中职生、更加具有职教特点，怎样
让中职生积极参与，并在快乐参与的
过程中不断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综合
素质，促进学生健康成长，一直是广
大职教工作者探索的重要课题。

笔者认为，文明风采竞赛活动定
位为一项德育活动，应进一步突出德
育主题，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教育、职业精神培育等融入
赛项活动内容，既注重展示学生个人
风采，又注重弘扬团队精神。

一是要充分发挥“德育主题”的
育人功能。文明风采竞赛活动的主题
要明确，能紧跟时代要求、反映时代
精神，参赛作品则要紧紧围绕和反映
活动主题，这样才能使文明风采竞赛
活动不同于技能大赛中以技能和才艺
为比赛内容的活动。学生参赛，不仅
技能和才艺得到提升，更重要的是参
赛主题引领的“德育”熏陶。

二是文明风采竞赛要与中职德育
教学和德育实践活动紧密结合。中职
学校要积极探寻“赛育合一”的德育
育人新途径，以赛促教、以赛促学。
学生是活动的主体，竞赛在面向全体
学生的同时，要与中职德育课教学相
结合，把竞赛主题、竞赛内容融入教
育教学全过程，与其他各项德育活动
统筹安排，相互衔接，同步实施，扎
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教师要
围绕这个目标来教，学生要围绕这个
目标来学”，实现中职学生在参与文
明风采竞赛活动中的全过程德育育人
的成效。

三是文明风采竞赛要与中职课外
活动、校园文化活动、社团活动相结
合。要积极开展贴近实际、贴近生
活、贴近学生的丰富多彩的德育活
动，实现快乐德育、活动育人的目
标。习总书记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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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实践活
动也是教育活动中一个环节，因此必
须认真落实并实现其育人功能。

（作者单位：河南省教育厅）

中职文明风采竞赛
如何提高“含金量”

史文生

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承载着高超
精湛的技能技艺，也沉淀着民族文化基
因和价值信仰，是社会得以延续的命脉
和源泉。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致力
于湖湘特色非遗保护传承，融非遗技艺
传承与工匠精神、创新精神培育于一
体，将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在非遗保护
传承创新的教育实践中落地生根。

手口相授培育工匠品质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将湖湘非
遗文化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以工匠
精神为引领，传授非遗技艺，培育工
匠品质。

一是构建“三进”非遗教育体系。
对接湖南工艺美术产业，学校开设了
湘绣、陶瓷、雕刻、民族服饰等非遗专
业，引进了刘爱云、黄永平、刘宗凡、粟
田梅等12位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非
遗代表性传承人，建立大师工作室、非
遗实践工作坊和非遗实践基地，成立
非遗艺术社团，形成了“非遗进校园、
技艺进专业、大师进课堂”的非遗教育
体系，搭建了培育工匠品质的平台。

二是构建基于工作过程的“三模块
四能力”课程体系。学校深入挖掘非遗

文化，总结提炼非遗核心技艺要领，根
据非遗人才能力要求，开发非遗共享模
块课程25门、非遗特色模块课程33门、
非遗互选模块课程26门。以三大模块
课程为载体，培养学生的文化研究能
力、技艺传承能力、产品创新能力、传播
推广能力，形成了非遗教育课程体系。
学校还建设了中华刺绣、少数民族服装
与服饰、陶瓷设计与工艺等国家级职业
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构建了满足教学
需要的质量较高、应用方便、动态更新
的非遗教学资源体系。

三是实施“大师工作室+项目+产
品”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学校
融传统师徒相授于现代职业教育，将
企业真实项目和学院研发项目引入大
师工作室，按照产品全流程实行分段
式教学，由“大师+教授”同堂教
学，将项目任务与教学内容深度融
合，实现教学过程即生产过程，学生
作品即产品，既保证了作品的艺术价
值，又提升了学生的技能水平。在溯
本追源、手口相授中，学生追求卓
越、精益求精，工匠品质凸显。

继承融合培育双创能力

创新是对非遗最好的致敬。湖南
工艺美术职业学院搭平台，建机制，
以项目为载体，以赛事为抓手，培育

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
一是搭建平台，创新机制，激活

创新创业热情。学校建设了大学生创
意创业街、分项目分专业的创业孵化
区、湖南 （益阳） 工艺美术创意设计
园、湖南湘绣产业科教园、湖南工艺
美术品设计研发中心、侗族非遗保护
与研发工作站，为师生打造筑梦—逐
梦—圆梦的“众创梦工厂”。学校还
出台了《创新创业实践学分认定与置
换管理办法》《大学生创新创业竞赛奖
励办法》等近 20 项强化创新、助推创
业的激励制度，鼓励教师承接横向项
目，支持学生投身创新创业实践。

二是坚守精髓，转化赋能，培养
融合创新能力。师生将现代设计理念
融入非遗作品创作，在坚守传统工艺
核心价值的基础上，从题材、设计、
工艺技法、材料、装裱、衍生品开发
等方面进行创新研发，打造“新湘
绣”“新湘瓷”品牌。近三年来，师
生共同设计创作湘绣 320 项、湘瓷
426 项、小郁竹艺 75 项、民族服饰
106 件 （套）， 研 发 湘 绣 新 技 法 6
项、釉下五彩新工艺 3 项、小郁竹艺
新技法 2 项，其中近 400 项创新成果
被企业采用，有效推动了企业的产品
升级换代，实现了非遗的活态传承。

三是积极参赛，勇于实践，促进创

业能力提升。近三年来，学校学生在国
家级和省级创新创业竞赛中获奖68项。
6900 多名学生通过毕业设计开放展示
周、创新创业文化节、创意集市、作品展
销会、美院微商城售卖会等直接参与创
新创业实践活动，线上线下共售卖课程
作品近万件（套）。66个学生非遗创业项
目落地实施，1250名学生直接参与创业，
带动就业人数突破3000人。学校“众创
梦工厂”被评为国家级众创空间。

立体传播深种文化自信

非遗走近大众、走进生活方可焕发
出新的生命力。为此湖南工艺美术职业
学院建立了立体化的非遗传播网络，通
过丰富多彩的非遗展示和体验活动，向
学校其他专业以及社会传播非遗文化。
在非遗传播推广过程中，学生的实践能
力得以增强，文化自信也油然而生。

一是教学传播。学校面向全校其他
专业开设理论性、传习性、拓展性三类非
遗选修课程，组建非遗艺术社团，在校内
广泛传播非遗文化。通过开展“中国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
划”，举办“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
性保护高级研修班”等活动，提升湖湘特
色非遗传承人群的技艺与修养。

二是体验传播。学校依托大师工作
室、学生创客工作室、湖湘非遗实践工作

坊等开展大师开放日、刺绣达人、创客分
享交流会、非遗国际交流体验班等湖湘非
遗主题活动和体验活动，让学生、市民、国
际友人在与非遗亲密接触中，切身体验非
遗精湛技艺背后蕴含的精神品质。学校
还对接当地中小学和社区，开展“湖湘非
遗进中小学、进社区”等非遗文化普及活
动，增强中小学生、社区居民对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三是展示传播。学校一年一届的
“毕业设计开放展示周”、两年一届的
“新湘绣·学院展”、三年一届的“学院
奖”、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湘赣鄂
皖四省非遗联展、巴基斯坦交流展示活
动⋯⋯在校内校外、国内国外，学校通
过各种途径讲好非遗故事，展示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魅力，传播中华民族的文化
价值观念、思想智慧和实践经验。

三年来，学校培养了湘绣、陶瓷、雕刻、
首饰、民族服饰等非遗专业学生1500多
人，学生在国家级、省级专业赛事上获奖
300多项。2018年，学校非遗专业毕业生
中有7人获得湖南省“湘绣优秀工匠”“湘瓷
优秀工匠”“衡阳绣艺优秀工匠”等称号，5
人获得湖南省“五一劳动奖章”。学校获得
刺绣行业培育新人奖，成为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湘绣传承与保护基地。

（作者系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党
委书记）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传艺养德，培育湖湘非遗新传人
余克泉

研者视界

职教前沿

中华传统美德教育案例

编者的话：不少高职院校
学生存在着自我期望值和自我
认同感较低、学习动力不足问
题。如何引导高职学生正确定
位、树立信心、点燃未来希望，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的“启
航—竞航—远航”“三航”育人
模式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

日前，在江苏模特艺术学校，记者看到了这样一幕教学场景：一群青春
洋溢的面孔，穿着高跟鞋在T型台上来回走步、站位，旁边的教师不时指点着
表情、步幅和站姿。一堂课下来，学生们要走几十个来回。

近年来，该校走出了中国超级名模、上海形象大使韦杰，还培养出了首个华人
世界模特冠军、杭州旅游形象大使李子宁，惠州市形象大使、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
形象代言人张雨薇，华人风采大赛冠军丁洁等多名享誉中外的名模。舞蹈、音乐
专业也为全市、全省乃至全国培养了众多优秀的艺术工作者，取得了200余项国
家级、省级荣誉和奖项。 本报记者 张学军 李大林 摄影报道

超模从这里走向世界

学生在苦练基本功学生在苦练基本功。。 模特老师在示范教学模特老师在示范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