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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教联盟”探索汽车领域“三教改革”
——温州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1+X”证书制度实施探索

图4 “1+X”证书制度项目实训室建设

图图22 产教融合联盟启动仪式产教融合联盟启动仪式

图3 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1+X”证书制度课程体系框架图

实施概况：首次试点，首个完成，全员通过

2019年12月7日，温州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进行了
全国首批汽车运用与维修、智能新能源汽车“1+X”职业
技能等级证书“试考评”，此次“试考评”模块为汽车动
力与驱动系统综合分析技术（初级），是浙江省汽车领域

“1+X”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考试在中职学校的首次开展。
2017级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五年一贯制班级32名学生参
与了本次“试考评”，并全员通过。

在2019年12月21日至22日举行的第二次“试考评”
工作中，共有两个班级80名学生参加，同时80名学生又
一次全员通过考核，学校也成为浙江省中高职学校中首个
完成本年度考核任务的学校，汽车动力与驱动系统综合分
析技术（初级）模块考核现场（如图1）。

依托“产教联盟”，坚持“大师引领”，建
设“三师型”师资队伍

为深化汽车领域“1+X”证书制度试点改革，温州市教
育部门以温州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作为牵头单位，联合政
府部门、行业、企业和学校成立“产教融合联盟”（如图2），
其中“产教融合联盟”是在温州市教育部门、温州市经济开
发区管委会和温州市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等政府机构指导
下，联合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与温州汽车流通行业协会、
欧龙汽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等10余家单位而成立的。

师资水平的高低是衡量专业水平的重要指标，是课程
改革的关键，也是“1+X”证书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内
容。近年来，学校通过人才引进的方式引入企业的能工巧
匠，同时学校也培育孵化了一批年轻的技术能手，其中汽
车专业浙江省首席技师1人，浙江省技术能手1人，温州
市首席技师1人，温州市技术能手1人，拥有浙江省洪振
雪技能大师工作室和温州市卢斌技能大师工作室。另外汽

车专业长期聘任企业的能工巧匠和企业技术骨干作为兼
职教师，包括温州市首席技师2人、温州市瓯越工匠1
人、温州市技术能手3人等。汽车专业教师需要一专多
能，在培养高素质“双师型”教师基础上，对专业骨干教师
增加胜任“培训师”的能力要求，让教师既能在学校授课，
又能攻关企业技术难题，还能在培训机构开展职业资格培
训，探索按照“三师”素质要求完善职教教师的专业能力标
准。针对专业“三师型”师资队伍建设，提出了“四先四再”
的师资队伍培养理念，即“先站住，再站高；先成长，再成
功；先仿照，再创造；先升值，再升职”。

促进课证融通，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加快
教材改革与创新

依据汽车领域“1+X”证书制度试点要求，建立专业
课程与“1+X”证书制度融合的课程体系，接轨浙江省

“选择性”课程改革理念，打破原有专业课程设置的局
限，优化现有的选择性课程体系，形成“专业核心课程+
X模块化课程”课程体系，使职业院校汽车类专业课程得
以融通，构建“大专业+小方向”的课程体系。让学生根
据自己的特长，选择自己的个性化“X”证书项目，完成技
能考核与提升；“走班制”“小班化”“模块化”将成为常态，
极大地提高了教学的质量。同时根据现有的办学条件与专
业人才培养方案，选择性地选取汽车三大核心模块发动
机、底盘和电气设备方面的部分证书项目，将其融合到课
程体系中，拓宽选择性范围，达到无缝融合（如图3）。

加快教材改革和创新，根本措施就是要推进汽车专业
课程建设，以课程建设为统领，按照更新教学内容、完善
教学大纲、编写或开发教材的逻辑顺序进行。在教材改革
方面，首先推行新型活页式教材，新型活页式教材有以下
三个特点：第一，模块化结构和内容设计，实现“1+X”
制度试点落地；第二，教学考核模块独立成册，让“活
页”真的活起来；第三，创新阅读及使用方式，促进课程
及实训变革。在选择项目过程中，根据学校现有的实训条
件和设备情况，围绕汽车机电维修、汽车车身修复、汽车
美容装潢、汽车商务、新能源汽车等工种，开发基于

“X”项目的模块化校本教材，以满足“X”证书项目教学
的需要。充分发挥教师的积极性，调整教师任务分配，根
据教师的专业特长服务“X”项目的教学。

改建实训基地，搭建“1+X”技能实践平
台，推进教法改革

对标汽车职业技能领域职业技能等级标准，对原有实
训基地和实训室进行改建。改建实训基地有别于传统职业

学校建设汽车实训室模式，比如“厂中校”模式、“技能
大师工作室”实训室或者以汽车结构组成为标准划分各种
汽车功能实训室，采用对接汽车专业领域职业技能来建
设，并与温州优质汽修企业合作，共建30家校外学生实
习基地，满足学生顶岗实习需求，构建了企业课堂。

根据汽车领域“1+X”证书模块设置，结合“1+X”
证书第三方培训评价组织给出的配套资源汽车运用与维修
（含智能新能源汽车）培训站、考核站设备与工具清单，
将现有汽车实训基地的实训室进行整合，根据证书要求，
将汽车职业技能领域职业技能等级标准融入到改建实训室
中（如图4）。

教法改革，核心是课堂教学模式改革。课堂增加实操
时间的比例，打破原有40分钟一课时的模式，大胆推行
面向企业行业真实工作环境的任务式教学模式，广泛采用
项目教学、情境式教学，推进现代学徒制，整合学校和企
业两个学习地点；探索实施学分银行，建立学分认定、积
累机制，打造校企共建的“六变六融合”汽车维修专业课
堂教学模式，即学校课堂变生产车间，实现校内外实训基地
的融合；学校教师变企业师傅，实现校企双主体育人师资队
伍的融合；学校学生变企业学徒，实现学校学生与企业员工
身份的融合；课程教材变项目工单，实现教学过程与生产过
程的融合；教学内容变工作任务，实现知识与技能的融合；
当面传授变远程指导，实现教学时间与空间上的融合。

“1+X”证书制度背景下，温州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推进“三教改革”，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逐渐突破专业发
展的瓶颈，改变了教师的教学观念，提升了学生的核心素
养。这样的课堂教学不仅“有用、有趣、有效”，还调动
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叶 盛 卢 斌 张晓锋）

汽车领域“1+X”证书制度是《国家职业教育改革
实施方案》中的重要内容。温州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基
于“三教改革”背景，依托“产教联盟”，不断深化
“1+X”证书制度，将汽车领域专业教育教学模式向职
业教育“类型教育”不断推进。汽修专业通过首批汽车
领域“1+X”证书制度试点院校的实施情况，解构原有
的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重构基于
能力本位培养的模块化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探索学历
教育中课程、师资、资源与职业技能培训的有效融通，
积极构建新型课程体系，修订人才培养方案，探索汽车
领域“1+X”证书制度的实施路径。

图图11 汽车动力与驱动系统综合分析技术汽车动力与驱动系统综合分析技术
（（初级初级））模块考核现场模块考核现场

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打造线上教学传统文化“金课”

将信息技术引入专业教学，实现
高校教育全面信息化是近年来曲阜师
范大学教学改革的重点。自2017年以
来，成积春教授带领的教学实验团
队，充分发挥曲师大孔子与儒学研究
的学术优势，在立足于教学模式革
新、教学资源共享、名师团队指导、
师生互动交流4个维度的基础上，积
极挖掘现代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
用潜能，经过多年的理论研究和革新
实践，打造了以“孔子与《论语》”
在线课程和“孔子‘和’思想虚拟仿
真实验”两大“金课”为引领的信息
化教学新模式，旨在实现信息技术与
线上教学的深度融合，培养学生在信

息化条件下的自主学习能力。
“我们开展线上教学实验的根本性

目的就是用生动有趣的场景吸引人，
用简单明了的方式教育人，将优秀传
统文化中晦涩深奥的概念和抽象复杂
的表述生动化、鲜活化，通过运用线
上虚拟仿真技术，将优秀传统文化的
精髓淋漓尽致地展现在学生面前，真
正达到吸引学生兴趣、丰富教学方
式、提升教学效果的目的。”在谈到这
两门线上“金课”的时候，该教学实验团
队中从事儒学研究与教学的骨干、泰山
学者青年专家宋立林教授如是说。

“孔子与《论语》”是曲阜师大优
秀传统文化通识教育的主干课程，
2018年以来，该教学团队积极筹备、

推陈出新，推出“孔子与《论语》”
在线课程，十余位长期从事传统文化
研究与授课的教师精心备课、斟酌教
本，对学生开展线上“一对多”交流
辅导，使学生不再局限于课堂的口述
面授，转而实现了线上师生无障碍交
流，汲取多方思想，线上实时研讨，
在方便交流学习的同时，提升了实际
的教学效果。

“孔子‘和’思想虚拟仿真实验”
则采取虚拟仿真技术，构建出“回到
孔子时代、回归孔子故里、回溯孔子
生活”的历史情境，实现了“时空穿
越”，有效提升了思想文化史的教学效
果。实验创制出的涵盖孔子“和”思
想主要内容的12个场景，以“具象

化”“可视化”的方式
表现了孔子“和”思
想的抽象内容。与传
统教学方法相比，有
利于提高学生的历史
理解能力，实现学以
致用，有效训练了学
生的文化创意思维与
创造创新能力，从而
深刻领会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实现传承发展。
目前，教学团队与济南大学、临

沂大学、潍坊学院、济宁学院等省内
多所兄弟高校开展交流合作，获得师
生的一致认可与好评。“孔子‘和’思
想虚拟仿真实验”已入驻国家教育部
门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共享平
台，免费向全国所有高校开放使用，
目前累计浏览量近万人次，近千人参
与并完成实验，实验通过率高达
97.9%，总体评分4.8，在历史类项目
中名列前茅。同时，该项目还获评

“山东省社区教育优秀课程资源”，在
省内多地的村镇社区进行了实验推
广，让社区居民获得了全新的文化体
验；2019年7月，团队与国家汉办孔
子学院总部达成了合作意向，将逐步
开发英文、法文等多国语言版本，成
为“网络孔子学院”的重要教学资源。

“孔子与《论语》”在线课程自
2019年秋冬学期上线至今已开放两个
学期，辐射范围涵盖国内百余所高
校，累计选课 1.54 万次，互动问答
9.28万次，累计互动23.63万次。积累
并形成的近百个经典问题被集中收纳
在典型问题资源库中，可方便学生随

时查看，所凝练形成
的传统文化教育研究
大数据库，为今后的
优秀传统文化教学研
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目前，该课程已被确
定为重点推广的“山
东省在线联盟课程”。

受疫情影响，各
高校纷纷开启线上教学模式，而这两
门线上“金课”的推广使用，在这一
特殊时期更是发挥出无可替代的重要
作用。曲师大2017级文化产业管理专
业学生许曼说：“大一的时候虽然上过

‘孔子与《论语》’课程，但对很多理
论知识的认知比较浅显，更多的是死
记硬背，而现在通过线上虚拟仿真技
术，惊讶地发现这门课程是如此生动
有趣，儒家文化中的许多知识和哲
理，与我们的生活结合得那么实在、
那么近。”于飞，作为一名正在准备考
研的2017级国学专业本科生，在谈到
运用线上课程复习时说：“专业课的书
籍非常晦涩难懂，在复习过程中自己
一直都非常头疼，而通过线上课程的
学习领会，尤其是借助课程平台与老

师进行深度交流，真正帮助自己解决
了备考中的很多问题，让备考变得更
加自如，自己的自信心也得到很大提
升。”

综合运用虚拟仿真等信息技术，
打造线上优秀传统文化教学新模式，
是“互联网+教育”的创新举措。这
一全新的尝试，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
景下，尤其是在后疫情时代的教育教
学改革中，无疑具有重大实践意义。
今后，曲师大历史教学科研团队将进
一步总结经验，凝练做法，不断推出
更多更好的线上教学资源，为传承和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助推教育教
学改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贡献
出孔子家乡师范大学的担当与智慧。

（黄江滔 刘润欣 冯振亮）

2020 年 3 月，山东省教育
部门发布了2019年山东省一流
本科课程认定结果，泰山学者
特聘专家、曲阜师范大学历史
文化学院院长成积春教授带领
的教学团队推出的“孔子‘和’思
想虚拟仿真实验”课程成功获
批，为推进优秀传统文化线上
教学模式开启了全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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