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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扩招对学校办学育人理念、
人才培养模式、教学组织方式、协同
育人机制等方面的冲击，事实上正在
带来高职院校办学模式的颠覆性变
革。按照“标准不降、模式多元、学
制灵活”的质量型扩招要求，高职院
校在落实“三全育人”改革过程中将
面临诸多新的挑战。如何精准把握价
值取向，切实优化实践路径，显然是
所有高职院校正面临的一个相当急迫
且极具现实意义的重大课题。

清醒认识“三全育人”
面临的新挑战

从全员育人看，责任主体可能存
在模糊与泛化的趋势。扩招入学学
生，除了拥有“全日制学生”这个身
份外，还有一个或多个社会身份，其
对自身学生身份的认同，可能远不如
通过高考或分类高考入学的学生；学
校层面也可能因为弹性学制或灵活教
学模式的缘故，视其为特殊人群。双
重认知作用下，高职院校在实施全员
育人过程中，极有可能出现责任主体
的模糊或泛化，让全员育人难以落
实。

从全过程育人看，实施场域存在
变换与漂移。对高职扩招入学学生而
言，身份的多重性造成其所处时空环
境始终处于一种动态变化中，学校教
育的触角可能更多是在校园之外。与
过去相比，高职院校在实施全过程育
人过程中，时间可能会因灵活学制而

延长，空间可能会因学生角色转换而
拓展，在实施场域上不可避免地存在
变换与漂移。

从全方位育人看，任务体系呈现
复杂与多维。教育部提出，在学校层
面要以课程育人、科研育人、实践育
人、文化育人、网络育人、心理育人、管
理育人、服务育人、资助育人、组织育
人等“十大育人”体系为基础构建中观
的一体化育人体系。扩招入学学生身
份多元、需求多样、泛在学习的新特
点，对高职院校构建“十大育人”体系
显然提出了更高要求，复杂与多维将
是其未来重要特征。

明确和坚守“三全育
人”价值导向

适应“全纳”要求，为稳定和扩
大就业提供支持。在稳定和促进就业
民生这样的大背景下，高职院校“三
全育人”必须更好地适应“全纳”教
育的新形势新要求，为稳定和扩大就
业提供支持。面对不同类型的扩招入
学学生群体，高职院校要通过“三全
育人”，帮助不同类型群体增强就业
创业能力，实现更高质量就业，并激
发其对国家、民族、个人未来愿景期
许以及为之奋斗的壮志豪情。

服务个性化需求，为学习者的成
长发展提供支持。从调研情况看，扩
招入学学生学习动机多样、需求多
元，有的是为了掌握一门新技能以促
进更高质量就业，有的是为了提升专
业领域的理论素养，有的是因为学费
有减免且不耽误工作，有的是为了有

一个更高学历让面子更好看，有的则
是因为大家都来学所以也来学，等
等。面对这样的学习群体，高职院校
要真正实现“标准不降”，只能通过
实施“三全育人”，坚持因材施教，
了解、挖掘、把握学习者的个性化需
求，从过去单纯地以促进就业为导向
的目标转向以生涯发展为导向的目
标，通过改革人才培养模式、优化课
程体系、创新教学组织方式，为每个
学习者的成长发展提供有效支持。

提升人才培养能力，为区域产业
转型升级提供支持。扩招后，高职的
人才培养体系已经出现重大变革，正
在从学校主体或校企双主体的人才培
养体系走向多元主体的人才培养体
系，正在从工学结合的学校教育模式
走向工学一体的自我教育模式。高职
院校必须通过“三全育人”，切实构
建起高质量的人才培养体系，为产业
转型升级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技能人才
支持。要充分发挥高职教育在实践
性、应用性上的特色，立足学生群体
实际，依托行业企业力量大力推进实
践育人，将学校教育与社会实践有机
结合，将知识传授与产业升级变革深
度融合。

切实把握“三全育人”
改革路径

立足价值引领，以高质量落实立
德树人要求为根本。面对扩招后不同
类型的学习群体，高职院校应着力强
化价值引领，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在“两个一百年”目标奋斗进

程中，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提高国
家竞争力提供优质人才资源支撑。要
培育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
强学生的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和行为
认同，引导学生把成长、成才和成人
相结合。要培育学生的劳动意识和工
匠精神，发挥对接产业、校企合作的
优势，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体
系中充分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将
思想引领作为基本要素贯穿于人才培
养的全过程。要培育学生的发展意识
和进取精神，引导支持学生在课堂用
心学习、在职场爱岗敬业、在社会彰
显文明。

强化系统设计，以高水平构建人
才培养体系为统领。高职院校应切实
加强系统设计，通过构建科学的人才
培养体系来统领构建“三全育人”体
系，直面问题、聚焦补短板强弱项。
要科学制订人才培养方案，把立德树
人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
育、技术技能培养、社会实践教育各
环节，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体系贯穿教
学体系、教材体系、管理体系，高水
平地系统构建起人才培养体系。要建
设优质教育教学资源，坚持因地制
宜，整合学校、专业、产业、企业、
职业、地域等多方资源，重点开发时
代特征鲜明、校本特色彰显的专业和
思政教学资源，通过线上与线下相结
合、学校与企业相结合、学校与社会
相结合，推进区域内优质教育教学资
源的集约共享。要打造高水平“双师
型”教学团队，与有关各方加强对
接，从质和量两个方面保证扩招后教
育教学需求。要创新教学组织和质量

管控，在统筹盘活校内资源、推进校
企合作和校校合作、深化资源共建共
享、分类建立标准体系和评价机制等
方面持续探索，切实落实“标准不
降、模式多元、学制灵活”要求。

坚持因材施教，以高标准创新人
才培养模式为驱动。从全纳走向公
平、有质量，需要高职院校在因材施
教上下功夫，以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
创新为“三全育人”持续注入动力和
活力。高职院校应更加重视发挥课程
思政作用，通过校企校地合作在系统
构建课程体系的基础上，更好地梳理
和挖掘课程中蕴含的思政教育元素，
通过推动专业课教学与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学紧密结合、同向同行，实现德
技并修；应以打造“双师型”结构化
教学团队、建设线上线下优质教学资
源为基础，大力推动教学方式、教学
模式、教学方法的变革和创新，切实
提高教育教学的有效性；亟待要做的
是修正完善标准体系，变过去相对单
一“一刀切”式的标准为今后分类多
维“个性化”的标准，并通过“多维化”

“个性化”标准体系建设推动评价模
式、评价机制改革；人才培养全过程
必须有学生所在企业或其他组织的充
分参与，要强化学校党组织与相关党
组织的联动机制，将育人摆到校企合
作事项的突出位置，完善协同育人、
党建育人，努力实现哪里有学生哪里
就有思政工作覆盖的基本格局。

（作者单位：安徽省安庆职业技术
学院。本文为安徽省质量工程重大教
改委托项目“扩招后安徽省高职院校
办学模式改革研究”阶段性成果之一）

以“三全育人”保障质量型扩招
吴一鸣 严彦蕾

导入是中职语文教学中非常重要
的环节，犹如乐曲的“引子”、戏曲
的“序幕”，或设疑激趣，或引人入
胜，或营造氛围，或酝酿情绪，或归
纳总结，或温故知新，能有效集中学
生注意力，把学生带入教学情境之
中。利用多媒体导入课文，以其声光
电的完美结合，更可以为学生营造一
个色彩缤纷、图文并茂、动静相融的
教学情境，能激发学生的思维活动，
有利于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积极性，
为新课学习做好扎实的铺垫。

中职学生大多文化基础差、学习
主动性不强、注意力不集中，良好的
课文导入显得尤为重要。

利用多媒体渲染氛围

诗歌等抒情作品教学，普高教师
一般是知人论世直接进入课文，在应
试的压力下，学生很喜欢这种信息量
较大的导入方式。但职业学校学生会
觉得枯燥无味，普遍不在状态。我的
做法是，利用多媒体营造与课文情感
相吻合的教学氛围，拉近学生和课文
的距离，让学生身临其境，与作品产
生强烈共鸣。

如教学艾青的诗歌 《我爱这土
地》，在 《黄河大合唱》 背景音乐中
播放日本侵华暴行和中国人民奋起反

抗的视频和图片。教师用慷慨激昂的
语调导入新课：“抗战时期的 1938
年，日本侵略军连续攻占华北、华
东、华南广大地区，所到之处疯狂肆
虐，妄图摧毁中国人民的抗日意志。
中国人民奋起反抗，进行不屈不挠的
斗争。诗人在国土沦丧、民族危亡的
关头，满怀对祖国深沉的爱和对侵略
者切齿的恨，写下 《我爱这土地》 这
首慷慨激昂的爱国主义诗歌。”

利用多媒体再现课文内容

很多中职学生没有很好的阅读习
惯，小说、话剧和叙事性散文等篇幅
较长的课文一般很难读完，甚至不愿
意去读。我把其中的重要细节、情节
做成动画或是从电影中剪辑镜头制作
成视频，配合导入语，往往收到意想
不到的效果。

在教学 《项链》 时，我从电影
《项链》 中剪辑了路瓦栽夫人幻想华
贵生活、在舞会上大出风头、丢失项
链后憔悴的生活状况等镜头，并配上
适当的解说，“她出身贫寒却向往虚
华的生活，她有幸出席了一场高贵的
舞会并出尽了风头，却为此付出了自
己美丽的青春和一生惨淡的代价。她
就是 《项链》 一文的主人公路瓦栽夫
人——一个爱慕虚荣的女人”。通过
画面和导入语的配合，作品的主要情
节和主人公的突出性格一下就吸引了

学生，为学生阅读和理解课文奠定了
很好的基础。

利用多媒体设置悬念

如何集中学生的注意力？这是中
职教师时时关注的问题。最好的方法
无疑是巧设悬念，在导入环节尤显重
要。我的做法是，运用多媒体技术和
生动传神的讲述，将知识、技能集中
地转化为一个悬而未决的谜团，激发
学生强烈的求知欲望。

在讲授 《废墟的召唤》 一课时，
先是播放古巴比伦古城遗址、庞贝古
城遗址和二战中被严重毁坏的斯大林
格勒、被炸成废墟的日本广岛等视频
和图片资料。学生一边看一边发出惊
呼声，我适时提问：“同学们，中国
有没有这样的废墟？有没有过同样惨
痛的经历？”在悬念已经设好、学生
求知热情高涨之时，我趁机播放 《火
烧圆明园》 片段等相关资料，用声情
并茂的语言同步解说：“就是这样一
座享有‘人间天堂’美称的万园之
园，却在 1860 年化为一片灰烬。它
不是毁于地震，也不是毁于火灾，甚
至不是战争的无奈之举，而是毁于侵
略者有意为之，肆意的烧杀抢掠，这
是中华民族永远的伤口，代表着一段
屈辱的历史。”这样设置悬念导入新
课，像磁石一样把学生的注意力和情
感吸引住。

利用多媒体展示社会热点

中职学生十分关心国内外大事、
社会热点。把教学内容跟当前时事、
社会热点联系起来，巧妙地引入课
堂，能激发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调
动起他们探求新知识的主动性。

在教学 《飞向太空的航程》 一文
时，我首先播放神舟五号的发射视
频。学生看到火箭冲天、杨利伟在太
空招手的画面，听到解说员庄严的解
说，全部屏气凝神，一种使命感油然
而生。视频结束，我向学生介绍：

“2003 年 10 月 15 日，中国第一艘载
人飞船神舟五号成功发射，10 月 16
日返回舱安全着陆，实现了几代中国
人的梦想，回顾中国的航天史，就是
一部不畏艰难、波澜壮阔的创业史，
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 《飞向太空的航
程》，一同感受中国科学家勇攀高峰
的崇高精神。”至此，一种强烈的爱
国情绪牵引学生以一种积极的状态投
入到课堂学习中。

利用多媒体融合专业特色

充分发挥学生的专业特长，融合
多媒体技术导入新课，可以培养学生
的专业情怀，增强学习自信心，学生
兴趣十分浓厚。

我在计算机专业上 《雨巷》 公开

课时，课前要求各学习小组自写一段
导入语，配上自制的 PPT 或视频。
上课时我轮流播放各组作品，那种凄
美的意境一下就把大家带入诗歌之
中，赢得评委的一致好评。

在今年的教师职业能力竞赛时，
我的学生是公关旅游专业，课文是

《念奴娇·赤壁怀古》。为此，我设计
了一段别出心裁的导入方式：各组派
一名代表自拟苏轼朗诵的配有视频和
音乐的导游词，其中一组学生的导游
词是：“同学们，这就是长江，这就
是三国时期赤壁大战时留下的营垒。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多少像周瑜一样的
英雄在这里成就了一番不朽的事业。
而900多年前，我政治失意，累遭坎
坷，被贬黄州，游览此地，感慨万
千，写下了 《念奴娇·赤壁怀古》。
可哪想到竟能流传千古，哪料到近千
年之后，我苏轼竟然比周瑜的名气响
亮得多。”这种穿越式的导入方式，
令人耳目一新。

在工美专业教授 《林黛玉进贾
府》 这篇课文时，我设计的导入方式
是，请一名美术功底较好的学生，根
据我剪辑的视频和解说，在黑板上画
出林黛玉的大致行踪，复杂的课文一
下变得明朗清晰，学生们的阅读和学
习感觉轻松多了。

（作者系湖南省汨罗市职业中专
学校教科室主任）

中职语文教学巧用多媒体导入新课
周厘里

师者谋略

画里话外

以教育部、财政部公布中国特色高水
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建设单位为标
志，一些媒体和业内人士认为，我国高职
迈入或走向“双高”时代。56 所“双
高”院校或197所进入“双高计划”院校
肩负着国家对其引领中国高职走向一流、
走向世界的期待和重托。但这同时带来另
外一个问题：作为超过85%的“非双高”
院校应如何作为？

进入“双高”的院校是经过专业评价
并得到行政认可的，而没有进入“双高”
的院校，自然在一些方面或综合实力或服
务面向上还没有达到国家设定的“双高”
标准。但首次“双高”遴选重点是“现代
农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
新兴产业等技术技能人才紧缺领域”，所
以不在此服务领域内的院校自然就难以入
围。这就意味着，并不是所有未入围的

“非双高”院校水平就没有达到“双高”
的硬件要求。“双高”院校是改革引领
者，“非双高”院校不要因此觉得低人一
等而“自暴自弃”，“非双高”院校仍然是
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主体。

此外，从专业群组建逻辑来看，院校
在申报“双高”时，既有从综合实力考虑
的，也有从申报策略考量的，哪些专业入
群还带有鲜明的区域性特点。所以，未进
入“双高”的专业群可能与进入“双高”
的专业群在名称上一样，但群内专业可能
不完全一样，因而不能简单地把相同名称
专业群的实力进行比较。即使进入“双
高”的专业群可能是该校最有特色的，但
却不一定是最强的。因此，理性认识“非
双高”，对“双高”院校和“非双高”院
校都十分重要。

充分认识自身差距。首次“双高”遴
选，国家明确了扶优扶强的原则，明确了
省级、学校、专业3个层面的基本条件，
尤其在学校层面明确了9项标志性成果，
这就意味着，进入“双高”的院校一定是
基础条件优良、改革成效突出、办学特色
鲜明的高职院校和专业群，在办学质量、
就业率、毕业生水平、社会支持度、校企
合作、实训成效、“三教”质量等方面得
到公认。相比较而言，“非双高”院校可
能在某一方面或某几方面不比“双高”院
校差，但在事实面前不要拿自己的长项比
他人短项，也不要把自己的个项比他人全
项，更不要因不科学的比较而影响办学的
斗志和行为。有梦想的院校应该去找发展
的标杆，在全面比较中认识到自身的差
距，尤其要找到存在短板的原因。这既是

“双高”时代“非双高”院校应有的心理
状态，也是“非双高”院校在未来事业发
展中凝心聚力的思想基础。

明确与“双高”院校同等的育人责
任。“双高”的荣誉只是暂时的，肩扛改
革发展使命才是5年乃至更长时间的责
任；因“双高”获得大量资源只是赢得了
更好的发展条件，肩负引领中国高职教育
发展、创建世界一流高职教育的责任则是
沉甸甸的。“双高”的表征是改革发展，
但其本质仍然是“育人”，只是对“双
高”院校的育人标准更高了，党和国家以
及全社会对“双高”院校的育人期待更高
了。“非双高”院校只是未进入“双高”
围墙，但其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与“双
高”院校并无两样；“双高”院校要走别
人没有走过的路，而“非双高”院校则有
了“双高”院校的标杆。前有标杆引领，
后有殷殷期待，“非双高”院校的育人责
任不是减轻了，反而在“无光环”的不利
环境下履行好育人职责的担子更重了，

“非双高”院校应该甩下包袱、自加压
力、负重奋进。

确立特色发展的价值追求。首次“双
高”遴选方案较之过去示范评选方案的最
大不同在于实行绩效管理、动态管理，实
行“有进有出、优胜劣汰”机制，其潜台
词是“双高”不是终身制、不是入围者独
有。一方面，进入“双高”的院校，如果
资金筹措有力、建设成效显著，国家将加
大支持力度；如果资金筹措不力、实施进
展缓慢、建设实效有限，国家将提出警告
并酌减资金支持额度；如果出现重大问
题、经整改仍无改善，国家将中止项目建
设，并规定该项目学校不得再次申请“双
高”项目。与此同时，在围墙外的“非双
高”院校，只要办出特色，提高服务能
力，就有可能在未来的遴选中入围。所
以，“双高”不是终身制，“非双高”不是
一成不变的，只要经过努力达到“双高”
条件是有可能把“非双高”变成“双高”
的。“非双高”院校应该认清大局，以

“双高”为目标，在办学模式、管理方
式、专业建设、培养途径等方面确立特色
发展的价值追求，在全国1400多所高职
院校大花园中，努力以个性化色彩和性状
来夺目，从而赢得应有的社会地位。

（作者系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建筑
建造学院院长、研究员）

“双高”时代，
“非双高”院校
如何作为

方桐清

参赛选手正在参加汽车机电维
修、车身修复、车身涂装赛项技能竞
赛。淄博市第十一届职业（技工）院
校技能大赛近日在山东水利技师学
院等 7 所院校举行，大赛设中职组
和高职组，其中中职组设有 12 个专
业类别的 43 个比赛项目，高职组设

有 13 个专业类别的 41 个比赛项
目。大赛以“匠心筑梦·技赢未来”
为主题，赛项设置紧密联系淄博市

“四强”产业、传统优势产业，旨在培
育学生在实践操作中追求精益求精
的态度与品质，培养“齐鲁工匠后备
人才”。 翟慎安 李华 摄影报道

技能大赛亮绝活
工匠精神展风采

关注高职扩招

前沿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