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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大有作为，职校学生同
样有出彩人生。”新疆阜康市职业中等
专业学校校长石丽日前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说，“最关键的是，要把学生的思
想品德等方面的素质提上去。实践证
明，德育强，技能会更强，就业也更
有竞争力，学生的未来才会走得更好
更远。”

在不久前结束的2019年新疆职业
院校技能大赛上，阜康市职业中专 63
名师生参加了17个项目比赛，教师组
和 学 生 组 获 奖 率 分 别 达 到 100% 和
84.9%；63 名参赛师生获奖 55 人次，
共捧回44块奖牌。石丽认为，这些成
绩的取得，得益于学校推行的“德
育+X”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德育视角下的人才培养
模式变革

随着职业教育进入新时代，不少
用人单位对职业院校毕业生提出了更
高要求，包括思想道德品质、企业文
化认同、职业荣誉感、吃苦耐劳精
神、工匠精神、行为习惯等方面。然
而，在传统思维下，不少职业院校在
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和选择人才培养模
式时，往往把目光盯在提升和培养学
生技能上，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
让学生能够拥有“一技之长”。如今，
这样的模式已经不能满足企业对人才
的需要。

“这两年，用人单位在选择毕业生
时关注的重点发生了变化，与过去有
很大的不同。用人单位对学生思想道
德品质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重视程
度高过了对其所掌握技能的要求。”这
一变化，被长期在职业教育领域打拼
的石丽敏锐地捕捉到了。石丽说：“过
去从培养学生‘一技之长’的技能视
角出发构建的人才培养方案，如今遭
遇到市场挑战，堵点、难点、缺点明
显。我们决定，选择德育视角重构人
才培养模式。”

德技并修，说起来容易，落实起
来难，实际操作中容易偏向学生技能
培养而弱化德育。2018年，阜康市职
业中专对原来的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了
分析和反思，决定从德育视角出发构
建新型人才培养模式——“德育+X”
人才培养模式。这一改革，使得该校
人才培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变了，
学校的一切工作特别是人才培养工
作，都必须从德育的角度来审视和判
断，以实现学校所有工作都围绕德育

“跳舞”的目标，真正让德育“站立”
起来，而且始终站在最前列。

“德育+X”确保德育为
先真正落地

“德育+X”，具体加什么、怎么
加？这是确保德育为先能否落地的关
键一环。

为推进“德育+X”人才培养模式
的实施，阜康市职业中专成立了学校
德育工作领导小组，明确全体教职工
都是德育工作者，在不同岗位上的首
要职责是德育工作，把教书育人、管

理育人、服务育人落地，形成事事育
人、时时育人的德育为先氛围。同
时，学校修订了教职工考核办法，把
德育工作放在了考核的首位，并加大
了赋分比重。石丽说：“考核就是指挥
棒，要实现‘德育+’的变革目标，
建立新的考核标准是保障。”

德育视角下，该校对各专业的公
共基础课程、专业技能课程、岗位教
学课程等课程体系进行了重构。以机
电技术应用专业为例，改革后，在专
业课程中渗透德育内容的同时，对公
共基础课进行整合，将德育活动课、
公共艺术课、形势与政策课、传统文
化教育课、安全教育课等纳入“德
育+X”人才培养模式中。

该校教务科主任张瑜告诉记者，
实行“德育+技能训练课程”模式
后，学校将每个专业的核心技能部分
单独拿出来，每个学期集中一个月时
间进行单独集中训练和实践。学生从
进入这个月的第一天起，对技能的学
习是连续进行的。连续一个月学习这
个专业的核心技能，学生的兴趣点集
中爆发，一头扎进去不会因为中间学
习别的专业而中断和分心。而过去在
传统模式下，技能学习分散在好几周
当中，上次学的内容到下次学习时已
忘得差不多了，兴趣点和热情都消磨
没了。

“我们将课堂搬到实训室，上午是
核心技能学习，在学习过程中，教师
在讲授中引入德育内容；下午是德育
实践学习。在上午的核心技能学习中
教师铺垫了德育内容，下午再集中进
行德育实践学习，既缓解了上午的紧
张学习状态，又让德育和技能融合到
了一起。”该校钳工专业教师李忠对记
者说，“德育+技能训练课程”不仅仅
是在技能训练课上讲讲德育，而是挖
掘课程本身的德育价值。这一做法极
大提升了专业技能，阳光、自信写满
了孩子们的脸庞。

针对一些中职学生良好行为习惯
养成难题，该校将传统的学生军训活
动进行资源整合，开设了军训常态化
课程——“德育+军训常态化课程”，
让军训进入学校课表，成为德育工作
的内容之一。该校德育科长张欣军
说，课程开设后，学生们的变化十分
明显，很多良好的生活习惯养成了，
组织纪律性大大增强，团队意识也有
了明显提高。

记者了解到，该校“德育+X”人
才培养方案的具体内容包括：德育+
技能训练课程、德育+军训常态化课
程、德育+传统文化课程、德育+实训
系列课程、德育+企业文化活动周课
程、德育+理想信念系列课程等，确
保了德育首位、德育为先的要求在人
才培养过程中真正落地。

“德育+X”让职校德育
告别“打补丁”

过去补学生德育“短板”的做
法，变成了常态化德育行动，学生的

“德”得到了全方位的涵养，从而使得
学校德育工作告别了靠“打补丁”过
日子的历史。“‘德育+X’人才培养
模式改革后，学生的面貌焕然一新，
整个校园都变了模样。”阜康市职业中
专党总支书记杨忠造对记者说。

走在校园里，教师们感受最深的
就是学生见到老师会礼貌地说一声

“老师好”，这是过去校园里所没有的
景象；每天的升国旗仪式，学生们口
号响亮、队伍雄壮，国旗队步伐矫
健、训练有素，这也是过去所没有的
精神状态；走在校园里，干净整洁的
校园连一个纸片也看不到，只要学生
看到垃圾都会弯腰捡起来放入垃圾
箱。这些良好习惯也被学生们带到实
训当中，实训室干净明亮，几乎一尘
不染。

“学生行为习惯已经彻底改变了。
这些看似很小的事，过去孩子们做不
到，他们把一些不良习惯带到就业单
位，会严重影响他们在企业的形象。
如今，改变发生了，新气象令人兴奋
不已。”更让杨忠造高兴的是，学生们
的自信心大幅增加。杨忠造说：“刚进
校门时，不少孩子缺乏自信心，甚至
有破罐子破摔的想法，认为自己将来
也就能当个工人，没什么出息。‘德
育+X’模式实施后，孩子们的自信心
大幅增加，学习兴趣和对专业的热爱
程度都有了很大提高。”

“以前，我对孩子失去了信心和希
望，他在初中时沉迷玩手机，成绩一
落千丈。没想到孩子到阜康市职业中
专读书后，整个人都发生了前所未有
的变化，不爱玩手机了，对父母也知
道感恩了，行为习惯越来越好，自己
的卧室总是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
还经常帮我做家务。”采访中，学生家
长王霞对记者说，“说实话，过去我对
职业院校有偏见，如今自己的孩子在
这里接受教育，孩子学会了做人，思
想品德等各方面都很好，让我看到了
希望。”

“一些人担心‘德育+X’人才培
养模式会削弱学生技能培养，而今年
技能大赛的成绩用事实证明，不仅不
会削弱，还大大助力了学生职业技能
水平的提高。”石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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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的技能与抽象的素养之间存
在着紧密联系，深刻地认识这种内在
的关系，有助于我们从本质上理解教
育教学发生的过程，找到核心素养落
地的途径。从“习得具体的技能”到

“形成关键的素养”之间，存在着一
条自然的上升通道，中职教学需要顺
势而为，从实入手，由实生虚，帮助
学习者实现三重连续的改变。

人与工具关系的改变

技能的本质是人与工具的关系。
随着技术的进步，人们不断创造出生
产与服务的工具，工具是技术的结
果，而运用这些工具进行生产与服务
的能力即技能。

技能是经反复训练习得的。在技
能教学的过程中，需要教师精心设计
载体，让学生与工具反复互动，形成
新的“人与工具”关系。这种关系的
改变有几个台阶，先是由不会到会，
即由不会使用到能够使用，这是技能
获得的第一步；再是由会到熟练，即
可以半自动化地进行操作，实现过程
流畅；然后是由熟练到自如，即工具

“成为”身体的一部分，操作呈现出
一种美。面对同一把菜刀，特级厨师
与普通人的区别，就是他们与菜刀之
间的关系不同，技能就是隐藏在工具
之后的关系。

技能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肌肉记
忆。人们通过与工具的反复互动形成
肌肉记忆，是技能训练带来的最显性
改变。这种改变会以个人经验的形式
留存在人的身体里，它是相对稳定
的，人们学会了游泳、骑车，在很长
时间内都不会轻易遗忘，这是个体经
验的重要特征。

身体机能的改变

技能隐藏在人的身体之中，是经
反复训练形成的。从各种具体的技能
当中，可以抽象出一些核心技能，这
些技能指向身体的机制，可以用“名
词+形容词”来加以描述，如手稳、
眼尖等。

通过恰当的载体，可以经反复训
练形成核心技能。核心技能是在具体
技能基础上的升华，一旦形成就具有
可迁移性。不同的工作岗位，尽管使
用的工具完全不同，但是关键工作领
域所需要的核心技能却是相同的。如

许多职业岗位都需要“手稳”的核心
技能，理发师需要“手稳”才能理好
平头，油漆工需要“手稳”才能喷涂
均匀，外科医生也是如此，只有“手
稳”才能做好复杂的手术。因此，针
对不同的岗位工作，完全可以设计一
些旨在改变身体机能的载体来训练核
心技能，这也是职业教育教学改革需
要深入的一个方向。

身体机能的改变是一种更加实质
的改变。经过有意识、有目的的训
练，身体机能会变得与以前不一样，
变得与他人不一样，这种机能可以反
复稳定输出，如果再结合个人的其他
经验与策略，就会自然形成具体情景
下的综合应用能力。

“心”的改变

身体的改变从来不会单独发生。
伴随着身体机能的改变，必然有思
维、情感以及态度等“心”的改变，
它与身体机能的改变是一个交互发生
的过程。

所有训练手稳的进程，都必先调
息，同时伴随着静心，静心指向专
注，而专注是一种重要的心理品质，
也是工匠精神的精髓所在。身体机能

的改变目的是“向好”，如汽车喷涂
怎样做到又快又匀？这种“向好”既
是生产与服务中追求的价值取向，也
是个人追求的一种良好品性。对自己
身体机能的挖掘更是一个“向美”的
过程，无论是哪种操作，只有正确的
才是美的，而美的操作往往是轻松自
如的、舒服愉悦的。这种体验的挖掘
不仅能提高审美情趣，更能潜在地帮
助我们爱上未来要从事的工作。

核心素养是抽象的，也是具体
的。在技能训练的过程中，如果引导
得当，学生会自然生发出“专注之
心”“向好之心”“向美之心”，如此
等等的品质都指向核心素养，可以说
具体技能的培养与“心”的改变在本
质上是同步的、一致的。

推进职业学校教育教学改革可以
有一种新的思维。技能培养的载体可
以相对不变，但是定位的培养目标应
不断上移，指向核心素养。正如一把
枪，枪的结构与子弹没有变，但是因
为指向的目标不同，导出的结果也就
改变了。

（作者系浙江省现代职业教育研
究中心研究员、浙江省特级教师、金
华市教育局教研室副主任）

从具体技能习得到核心素养形成
朱孝平

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不但提出了
100万的高职扩招计划，而且在正式
对外发布时还在职业教育部分增补三
处，进一步凸显了职业教育的重要战
略地位。加之“职教20条”颁布实
施、“双高计划”正式启动，引得职
教战线传来阵阵欢呼“新的春天来
了”。面对前所未有的重大发展机
遇，职业教育必须扎根本土，服务地
方经济发展，服务当地产业企业，才
能尽享政策“红利”和改革“春风”。

扎根本土必须突出“深”字，深
化产教融合，实现供需一体。

黄炎培先生曾提出：“职业教育
必须与社会经济结构相配合，与社会
生活相配合，才能兴旺发达。”因
此，以职业教育为本业的职业院校决

不能“自娱自乐”“闭门造车”，必须
立足于本土、本地，为一方水土培养
一方人才。

职业院校要为企业“量身定
制”，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上精准
发力，聚焦当地主导产业、骨干企业
和成长型中小企业，科学设置招生专
业，避免小而全、多而杂、“摊大
饼”，从而实现区域内技能人才供给
侧和需求侧的平衡与对称。

职业院校要为学生“量体裁衣”，
按照“职教20条”的明确要求，在人才
培养上实现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对
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
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方能突出职业
教育特色，服务学生成长成才。

扎根本土必须突出“广”字，广
育栋梁之材，收获桃李芬芳。

海纳百川方能成其大，各地应积

极响应高职扩招100万的新要求，打
破年龄、学历限制，“广开门路”招
生，丰富生源结构，让更多的后备劳
动者走进“职教圈”，成长为高素质
技术技能型人才，推动我国从人口大
国走向人力资源强国。

但是，职业院校在享受这项政策
“红利”时，不能单纯追求招生规模
的扩大、生源数量的增多，必须细致
研究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和农民工等
求学群体与应届高中生的区别与差
异，有针对性地配备师资力量、设置
专业课程、优化人才培养模式，让更
多青年掌握一技之长、搏出精彩人
生。也只有这样，职业教育才不是

“空中楼阁”。三百六十行人才荟萃、
繁星璀璨，才是职教春天的真谛。

扎根本土必须突出“厚”字，厚
植师资沃土，实现固本强基。

只有高技能的教师，才能培养出
高技能的学生。雄厚的师资力量、良
好的“双师”结构，是确保职业教育
质量的重要基础条件。但是，教师总
量不足、“双师”结构比例低是当前
职业院校共同的短板和弱项。

关键处落子好破局。各职业院校
必须实施固本强基工程，强化师资队
伍建设，落实“职教20条”中提出的
专业教师招聘需有3年以上企业工作
经历的要求，通过校企合作，面向企
业“招才引技”，让更多的企业能工
巧匠走进实训室，培养造就一支高素
质、专兼结合、创新型的工匠之师。

在新时代的春风里，职业教育只
有立足本业、扎根本土，才能根深叶
茂开新花。

（作者单位：山东省滨州职业学
院现代职业教育研究工作室）

扎根本土才能尽享政策“红利”
鲁彬之 陈义新 李朝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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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里话外

在山东省淄博理工学校陶艺分
校拉坯室，学生们正在练习拉坯成
型。淄博是驰名世界的瓷都之一，
为传承陶瓷技艺，2017 年 7 月该校
在国家陶瓷风情小镇昆仑镇1954陶
瓷文化创意园，建立淄博理工学校
陶艺分校，开设陶瓷专业，先后招
收学生 200 多人。通过开设专业课
程、设立大师工作室、聘请38位国
内外陶艺大师担任学校客座教授、
聘请行业企业专家到校指导学生实
习、开展交流活动等方式，弘扬陶
瓷文化，培养实用型陶瓷艺术人
才，带动当地陶艺创新发展。

翟慎安 李宗宝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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