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8月2日 星期日

教育展台04 电话：010-82296888 82296879

社址：北京海淀区文慧园北路10号 邮政编码：100082 电话中继线：82296688 电报挂号：81108 印刷：人民日报印刷厂 定价：每月30.00元 零售每份：1.80元

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构建“三全育人”大格局 奏响育人强音
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

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江西
现代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学院”）从“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高度持续深入扎实开展思想
政治工作，强化全员育人协同机制，营造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环境，建构“三全育人”大格
局，切实做足育人大文章，奏响育人强音。

独唱到合唱

“四方协同”全员育人，
让思想引领更有力度

“青春由磨砺而出彩，人生因奋斗而升
华。在疫情防控斗争中，学院的学生不畏艰
难、冲锋在前，彰显了青春的力量与担当，把

‘小我’融入到祖国建设的洪流当中，在激扬
青春、奉献社会的进程中书写无愧于时代的壮
丽篇章。”

2020 年 6 月 2 日，学院复学“思政第一
课”开讲。学院党委书记武来成，党委副书
记、院长李坚利，中层以上领导干部作为政治
辅导员分别到各自的挂点班级，给学生上了一
堂抗疫思政课。

政治辅导员是学院思想政治工作队伍中的
一支独特力量，担负着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中的
重要任务，由学院领导和全体中层干部组成，
与专兼职辅导员协同育人。学院已连续 5 年由
政治辅导员到新生班级开展育人工作。

学院建立了“三全育人”工作领导小组，
建立起党委统一领导、部门分工负责、全员协
同育人的育人体系。作为管理队伍中的“关键
少数”，领导干部既是学院思想政治工作的参
与者，又是学院思想政治工作的组织者，具有
较强的示范效应，有利于提高广大师生对思政
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整体推进育人工作。

“同学们，我们终于在教室里相见了，但
我们都知道，今天的相聚来之不易，是许多医
务人员、众多‘逆行者’的无畏付出换来了我
们今天的相见⋯⋯”学院各专业教师在开学第
一课中，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说起，和学生聊
白衣战士的无私付出，讲尊重自然规律的重要
性，谈生命的可贵。

复学第一课，各班级辅导员组织学生观看
《疫情大考，中国答卷》 思政专题片，将大国
战“疫”的生动实践融入思想政治教育，激发
学生爱国爱党爱人民爱社会主义的思想情感。

为了避免思政教师“单兵作战”、思政教
育“孤岛化”的窘境，推动形成全员育人格
局，学院党委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
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为引领，形成了政治辅导员、专职辅导员、兼
职辅导员、社区辅导员“四方联动”的协同育
人模式，为实现全员育人奠定了制度基础。

在此基础上，学院挖掘各岗位的育人元
素，如党务工作者、专业课教师、行政管理人
员、后勤服务人员等，通过选聘其作为兼职或
社区辅导员，充实到思政工作队伍中，发挥不
同的育人功能，协同育人，共同做好学生的思
想引路人、学生成长成才的护航人和守护人。

“我报名，我参加⋯⋯”在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期间，学院共有 224 名学生挺身而出，志
愿投入到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他们用担当
实干为青春增色，在抗疫战线上书写着青春华
章，贡献着青春力量，交出了合格的青春答
卷。返校复学后，学生们积极充当志愿者，为
全体师生的安全保驾护航。学生们在战“疫”
中悄然成长，“全员育人”工作正在开花结果。

单一音符到完整乐章

“五维一体”文化全过程
育人，让教育教学更有
温度

思想政治教育要坚持从人才成长规律出
发，针对不同阶段学生特点和需求，采取与之
相适应的教学方式，突出教学重点。

学院根据育人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形成
了“五维一体”文化育人体系，即在大学一年
级学生中开展“红色文化”育人、大学二年级
学生中开展“工匠文化”育人、大学三年级学
生中开展“校友文化”育人，“优秀传统文
化”和“爱心文化”贯穿教育教学始终。“五
维一体”文化育人体系，覆盖了学生从入校到
毕业的学习、实践、生活各方面，是学院育人
的一大特色，集中体现了全过程育人的要求与
特点。

一年级“红色文化”育人：以理想信念立
根铸魂

一年级，初入大学校园，多元价值背景下
的理想信念塑造是重要课题。“红色文化”育
人是指传承红色基因，运用“红色文化”引导
学生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和高尚的道德情操，
培育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培育爱国主义精神
和民族精神，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社会价值导
向。

学院通过开设“红色课堂”，让“红色文
化”真正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引导学生
阅读“红色经典”，设立“红色文化”长廊、
红色书屋，用“红色文化”引领校园文化；组
建“大学生党员红色报告团”等学生“红色文
化”学习团体，读一本红色书籍、制一份红色
报纸、听一堂红色报告、唱一首红色歌谣等，
让红色基因渗入血液，让革命传统精神代代相

传。
二年级“工匠文化”育人：以匠心培育德

技兼修人才
高职院校的二年级是“苦练本领”的好时

候，只有德技并修，才能成长为国家需要的高
素质高技能人才。“工匠文化”育人是指在理念
上增强学生对工匠文化的认同；在实践上形成
技能竞赛体系，以赛促教，培养追求精益求精
的品质和卓越的创造精神。

“在建筑石雕项目比赛中，按照图纸尺寸
要求进行雕刻，尺寸误差相差一毫米，结果会
是天壤之别，需要学生极度专注，精益求精，
这 就 是 工 匠 精 神 ， 也 是 大 国 工 匠 的 必 备 品
质。”学院青年教师汪哲表示，在学习、比赛
中淬炼出的工匠精神，将使学生受益终身。汪
哲 2018 年被聘为世界技能大赛建筑石雕项目
中国集训基地“技术指导专家”，2020 年获得
第 20 届“全国青年岗位能手”称号。

为构建以“弘扬工匠精神”为主旋律的校
园文化，营造浓厚的工匠文化氛围，学院制定
了 《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工匠精神育人行动
计划实施方案》，成立以党委书记为组长的工
匠精神育人工作领导小组。组织编写工匠精神
教材，打造工匠文化广场，建设工匠文化墙，
组织参加职业技能大赛，让工匠精神教育进校
园、进课堂，培育工匠精神。通过开展百强企
业进校园、千名教师下企业、万名学子就好业
的“百千万行动计划”活动，弘扬践行工匠精
神。

三年级“校友文化”育人：以榜样为引
领 激发奋进力量

高职院校的三年级，是初入社会的预备阶
段，拓展视野、明确目标、见贤思齐、自我完
善尤为重要。“校友文化”育人是指培育校友
文化，运用校友资源构建校友育人生态文化，
彰显校友榜样力量。

学院成立了江西省高职院校首个拥有独立
法人资格的校友会，定期举办校友会；通过制
作杰出校友文化灯箱、邀请优秀校友回校举办

“校友讲堂”、举办校友企业专场招聘会等方式
发挥榜样力量和示范作用，实现校友企业与学
院、学生发展双赢。

学院把与校友的互访交流作为一项工作加
以落实。近两年来，学院先后走访江西、浙
江、广东等省内外优秀校友近 200 人，多次帮
助困难校友，送去母校关爱。校友也多次向学
院捐款和捐赠物品，反哺母校，打造现代校友
文化育人新模式。在今年疫情防控期间，校友
们踊跃捐赠的防疫物资为学院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提供了重大帮助，也是对在校生的一次感
恩教育。

“优秀传统文化”育人：用传统文化照亮

民族复兴之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文化之根与精神之源，传承创新优
秀传统文化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增强文化自信与文化担当。

学院充分发挥教师的主体作用，将优质的
教学科研资源转化为大学生思政工作资源，面
向全校开设传统文化课程；设立国学教研室，
编写国学教材，出版了江西省高职院校首本

《国学经典阅读与应用》 教材；开展溪湖大讲
坛、“上课礼、拜师礼、升国旗礼”等活动，
深化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科学认知，赋予优秀传
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实现优
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而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滋养和智力支
撑。

“爱心文化”育人：用爱引领心灵的方向
实施潜心育人工程，落实“真对学生好、

对学生真好”的工作理念；坚持以生为本，加
强教师队伍建设，营造爱心文化的强大育人合
力；健全志愿服务体系，立足青年志愿者协
会、爱心社团，确保志愿服务活动常态化、长
效化，让广大师生在付出中体会喜悦、在奉献
中获得认同、在成就中感受幸福，领悟“爱心
文化”真谛。

创立校园慈善爱心基金，为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提供资助；完善学生资助体系，实施帮困

“阳光计划”，将资助与感恩、自强自立教育紧
密结合；成立校园慈善爱心屋、爱心帮扶小
组，举办爱心勤工俭学“双选”会，构建爱心
帮教、道德浸润、能力拓展、精神激励有效融
合的爱心资助育人长效机制。

单声道到立体声

“思政课程+课程思政+
第二课堂”全方位育人，
让教育教学更有效度

学院根据思想政治工作规律和学生成长规
律，树立全课程育人理念，各类课程与思想政
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发挥课堂
教育在育人中的主渠道、主阵地作用和第二课
堂的实践教育作用，形成课上课下、全方位育
人的格局，让教育教学更有效度。

思想政治理论课：根植理想信念
“思政课教学具有鲜明的指向，就是要引

导学生厚植理想信念，必须要在‘实’上下功

夫，要有内容之实，也要有解惑之实；要在
‘活’上下功夫，充分激活学生的主体性，在

课堂上产生思维碰撞，情感共鸣。”思政教师
刘凤表示，思政课要讲出应有的精彩，才能发
挥思政课在立德树人中的关键性、不可替代性
的作用。刘凤是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教学名师，
2017 年获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骨
干，同年，代表江西省参加粤桂琼赣滇 5 省区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
赛，获得一等奖，也是江西省仅有的获得一等
奖的选手，近年来在省级教学能力大赛中斩获
诸多奖项。

让思政课建设“实”起来。完善顶层设计。
学院率先在全省高职高专院校中成立首家马克
思主义学院，组建思想政治工作部，完善思政课
建设顶层设计，构建起大思政格局。领导“三带
头”。学院党政领导带头走进课堂听课讲课，带
头推动思政课建设，带头联系思政课教师，形成
学院各层面齐抓共管、学院各级齐心协力的局
面。落实条件保障。学院把思政课作为重点课
程，真正落实思政课在学院教育教学体系中的
重点建设地位，在学院发展规划、人才培养、职
称评聘等方面优先支持，落实条件保障。课程
在“实”上下功夫。思政课教师不空讲大道理，
实实在在解答学生的思想困惑，聚焦真问题，让
学生想听、爱听、有启发。

让思政课堂“活”起来、课程“活”起
来。学院形成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
论”“形势与政策”3 门课程为主体，以“国学
课堂”“红色文化”和“工匠精神”3 门课程为
支撑的思政理论课教学体系，营造浓厚的文化
氛围，为提升思政教育教学效果提供了厚实的
精神土壤。教学方法“活”起来。开展思政课

“理论+实践”教学，每个章节设置一堂实践课，
采取情境模拟、短剧表演、制作微视频展示等形
式组织课堂教学，实现理论知识的吸收与运用；
将课程搬到户外，利用学院的“红色文化”长
廊、红色书屋，与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
共建“红色文化”育人基地，与江西省方志敏
研究会共建“方志敏特称团支部”，共享实践
基地，把实践教学做深、做实、做新，努力建
设“品尖质优”的思想政治理论课。

“我对上思政课充满了期待，课程内容和
我的生活息息相关，让我在不知不觉中深受启
发，并运用到生活中。”这是学生发给钟凌云
老师的一则短信内容。这些理论和实践紧密结
合的思政课，给了学生满满的获得感。

就在今年的江西省高校“战‘疫’思政课
堂”教学比赛中，学院思政课教师荣获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1 项、三等奖 3 项；学院学生也在
全省教育系统战“疫”主题征文活动中揽获一

等奖 2 项、二等奖 4 项、三等奖 3 项；学生在
“致敬抗疫英雄”作品征集活动中荣获江西省

一等奖。学院在以上大赛中均获得优秀组织
奖。这些成果都是学院和广大师生重视并参与
思政课建设的极好体现。

课程思政：在知识传授中实现价值观的同
频共振

“‘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勇敢
探索，永不言败，经过不懈努力方可领略到别人
看不到的景色。”学院旅游与航空分院的“旅游
景区服务与管理”课程教师周俭，在讲授江西
旅游品牌口号时分享了毛泽东《清平乐·会昌》
中的诗句，配合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历史背景，
让同学们理解了品牌口号的出处与精神内核，
增强了对积极乐观、努力奋斗情怀的领悟。

周俭老师的这门“旅游景区服务与管理”
课程被确定为江西高校“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并予以立项。在学院，这样的专业课程还有很
多，各门课都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与思
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

学院 2020 年出台了深化课程思政工作方
案，明确了工作目标、重点任务和工作安排，
充分挖掘拓展各门课程的思想政治元素，促进
全院教师、各项教学活动与教书育人同向同
行，构建协同育人机制，形成“三全育人”格
局，着力培养身心健康、有担当、会本领、能
创业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挖掘课程思政元素。学院要求不同专业课
程有其自身建设的规律和要求，在尊重规律的
前提下，实现课程知识传授、能力培养等基本
功能的基础上，挖掘并凸显其价值引领功能。
在哲学社会科学类通识课中重视价值引导，在
人文艺术通识课中突出文化素养、生活态度的
涵养，在专业课中重点培育学生求真务实、实
践创新、精益求精的精神。

提高教师的课程思政意识与能力。课程思
政建设的关键在教师，学院充分运用入职培
训、专题培训、专业研讨、集体备课等手段加
强教师教育与培训；发挥思政教学团队和骨干
教师示范带头作用，鼓励思政课教学名师、骨
干教师与专业教师开展集体备课；通过完善激
励评价机制等途径，建立一支具有自觉“育德
意识”和较强“育德能力”的教师队伍。

第二课堂：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
代新人

第二课堂是指在第一课堂之外开展的一切
与学生全面发展相关的教育活动，主要目的在
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包括参加党团
教育、社会实践、志愿服务、创新创业、文体
比赛等方方面面，是对课程教学第一课堂的延
伸和拓展。

学院高度重视第二课堂建设，确立第一课
堂和第二课堂相结合的育人理念，切实提升第
一课堂与第二课堂共同育人的人才培养体系，
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做实功、奏实效。

树立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协同发展育人理
念。学院充分考虑第一课堂、第二课堂的共性
和各自特点，处理好学生共性培养和个性发展
的关系，以第一课堂教学内容为立足点，紧密结
合学生实际，创造性地设计、丰富第二课堂内
容，帮助学生把理论知识学习和实践锻炼有机
结合起来，推进第二课堂与第一课堂互动互补。

制定教育教学管理制度，保障育人效果。
学院建立了专业性教师参与第二课堂活动保障
机制，从课时、职称评定等方面保障和激励专
业性教师充当社团指导老师，提高了第二课堂
活动的专业化、科学化；实施“第二课堂成绩
单”制度，成为学院人才培养评估、学生综合
素质测评、评奖评优、组织发展、就业推荐等
工作的重要依据，打破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在
人才培养中的壁垒，实现第二课堂过程的可记
录、可评价、可测量、可呈现。

“ 孩 子 交 给 我 辅 导 ！”“ ‘ 疫 ’ 起 奋 战 ，
上！”“我的英语功底扎实，有教学经验，让我
来吧！”这样你争我抢的画面，是 2020 年疫情
防控期间学院志愿者公益课微信群里的常态。

疫情防控期间，学院团委积极响应江西省
团委的号召，组织学生参加“弘扬雷锋精神 青
春‘疫’起奋战”公益网课，针对建档立卡贫困家
庭子女、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人员子女等群体，
提供线上学业辅导、亲情陪护、心理疏导等关爱
服务。活动受到了网易新闻、江西青年网、中新
网江西新闻等媒体的广泛关注和报道，获得了
家属们的点赞与感谢，更重要的是，志愿者学生
收获了一颗心系社会的炙热的心。

目前，学院注册志愿者 7965 人，志愿服务
时长 435102 小时。学院志愿服务一直以来广
受好评，社会服务水平逐年提升。除了志愿活
动，学院还积极组织学生参与学雷锋、暑期三下
乡、文明实践、创新创业竞赛等第二课堂实践活
动，学生在研学活动中接受思想洗礼，在实践活
动中提高认识、开阔视野、锻炼成长。

“三全育人”工作开展以来，学院加强党的
领导，大力弘扬“三全育人”主旋律；全员协
同联动，共谱“三全育人”大合唱；发掘各项
育人元素，打造全方位、立体式的育人时空，
共同谱写了“三全育人”华美乐章。

学院将继续深化完善“三全育人”格局，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
魂育人，推进全员参与、全过程贯穿、全方位
协同育人体系建设，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
的时代新人、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
现提供人才支持。

（洪旺元 谭爱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