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职教周刊 教改探索
2020年12月1日 星期二

11主编：翟帆 编辑：李丹 设计：王保英 校对：赵阳
电话：010-82296603 邮箱：zjzk@edumail.com.cn QQ群：88658765 ·

落实“职教20条”，“研制科
学规范、国际可借鉴的人才培养
方案和课程标准”“探索教师分工
协作的模块化教学模式，深化教
材与教法改革”是实施“双高”
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的核心任
务。学前教育专业群作为金华职
业技术学院“双高”建设的高水
平专业群，由学前教育、小学教
育、早期教育、美术教育4个教
育类专业组成。基于组群逻辑，
专业群初步形成了以“专业群体
系、综合化课程、模块化教学”
为特色的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经
验。

专业群课程体系重构：

底层共享、中层互融、
顶层互选

一是在通识课与专业群平台
课上下功夫，专业间互通落实

“底层共享”。
一方面，根据群内专业共同

的通识素养需求，设置思想政治
类、体育健康类、职业职场类、
跨文化交流类、科技工程类、人
文艺术类六大模块通识课程体
系，在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
情怀、加强师德养成等方面下功
夫。另一方面，梳理群内各专业
共同的核心素养，开设“教师口
语”“教师职业道德与政策法规”

“现代教育技术”等课程为专业群
平台课。

二是基于关键职业能力与课
程对应关系，专业课之间形成

“中层互融”。
群内不同专业对应的岗位职

业能力互有重叠，如早教与学前
专业对应的幼儿教育与游戏活动
的组织实施能力，美术教育与小
学教育专业对应的教学设计与实
施能力、班级管理能力等，诸如
此类能力需求的两两相关，群内
专业课课程间产生了互融效应。

三是面向课证融通设置选修
拓展模块课，不同专业间实现

“顶层互选”。
专业群设置了以课证融通为

主要特征的 4 个不同拓展模块
课，分别是对接“幼儿照护”等
相关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X证
书模块课程”，对接幼儿教师、小
学教师资格考试的“综合训练1”

“综合训练2”，以及面向教师职业
素养拓展的“综合素质”，群内每
名专业学生以模块为单位选修，
有效拓宽其职业能力发展空间。

专业课程综合化建设：

对标对岗、分层分
类、循序渐进

专业课过于学科化、课程内
容重复是长期困扰教育类专业的
问题。对此，专业群探索以岗位
任务胜任与职业能力培养为导向
的“课程综合化改革”。对标对岗
重构课程内容，分层分类结构课
程综合化层级，循序渐进按照可
操作性分专业、分类别推进实施。

以学前教育专业为例，对接
《教师教育课程标准》《幼儿园教
师专业标准》等标准和最新幼儿
园教师岗位需求3个方面，将专
业课程分为“教育学心理学类专
业基础课”“幼儿园教师技能类专
业课”“幼儿园教育活动类专业
课”3类，采用“以保教案例内化
专业知识为主线”“以关键素养与
专业能力习得为主线”“以核心岗
位任务胜任为主线”区分3个不
同综合化程度层级，开展课程内
容重构。

第一，“教育学心理学类专业
基础课”尊重学科逻辑，充分将
知识点与保教一线案例问题结
合，学习预期从“记得牢”向

“用得出”转变。
第二，对于声乐、钢琴等

“幼儿园教师技能类专业课”，

紧紧围绕幼儿园教师岗位需
要，避免唯技能水平论和艺术
专业化。

第三，以“3—6岁儿童发展
关键经验”和“幼儿园教师关键
岗位任务”为抓手重构“幼儿园
教育活动类专业课”，将分五大领
域的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课程重
构为“主题活动设计与实施”“区
域活动设计与实施”等综合化适
岗课程。

课程模块化教学实施：

模块内容、教法创新、
教材跟进

“创新团队协作的模块化教学
模式”是对新时代职业教育教师
教学创新团队提出的建设任务，
学前教育专业群的课程与教学改
革从3个方面对此进行理解和落
实。

一是系统建构专业课程的教
学模块。

模块化教学的落实首先是教
学内容的模块化。专业课和拓展
模块课被分成了若干课程模块，
即“大模块”，对接一大类岗位任
务或职业素养，如“幼儿园教育
活动组织与实施”；每一门课程本
身也是一个教学内容模块，即

“中模块”，对应具体的岗位任务
或某一具体方面职业素养，如

“幼儿保育与生活教育”；每门课
程中按照内容特性细分为若干教
学单位，即“小模块”，例如

“学前儿童游戏”中的“角色游
戏组织与指导”。对接岗位的教
学内容模块化为模块化教学奠定
基础。

二是内外协同合理分工的教
法创新。

基于课程综合化改革的教学
实施要求，教师协同分工可表现
为“专兼职教师的模块化分工”

“课程组内的模块化分工”“课程

组间的模块化分工”“独立教学、
协同教研”4种不同实施路径。同
时在新技术背景下，专业群积极
开展基于“活学习”的模块化教
学创新研究与实践。其一，坚持
实施历经十余年实践检验的“走
园”“走校”实践教学，在专业集
群背景下融入新课程体系，坚持
落实和创新基于保教一线的“工
作场”学习。其二，组织学生在
实习实践中进行细致的现象观
察、形成问题意识，通过课堂讲
授与实践研究学会分析与解决问
题，最后经由课后作业、实训任
务强化能力，创新以深度学习为
特征的“研究性”学习。其三，
充分发挥国家级资源库、在线开
放课程等资源优势，探索将课程
任务与幼师岗位任务相结合、线
上自学与课堂探究式教学相结合
的路径，灵活开展翻转课堂等线
上线下混合教学，创新新一代信
息技术支持的线上线下“混合
式”学习。

三是配套改革跟进“新型”
教材建设。

立足“三教”改革，在课程
体系重构和课程内容模块化建设
的基础上，专业群以学习指南、
教学案例、教学观察、学习反思
四融合为指导，分批次项目化推
进建设与“互联网+”教学相适应
的活页式、工作手册式新型教
材。后续将开发教育科学研究方
法、现代教育技术等若干专业群
平台课教材，幼儿园领域教育关
键经验与支持策略、主题教育活
动设计与实施、儿童行为观察与
指导等若干赛教融合教材，学前
教育专业“走园”实践教学、小
学教育专业“走校”实践教学等
若干专业实习实训教材。

（作者王理凡系金华职业技术
学院师范学院院长；余俊帅系金
华职业技术学院学前教育专业教
学部副主任）

集群发展背景下专业课程怎么建
——以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学前教育专业群课程建设为例

王理凡 余俊帅 新时代需要教学理念的更新，“以学生
为主体，教师为主导”已经在教师心中扎
根，“分层教学，分类指导”也越来越为更
多的教师所认同，因此各类学校都通过不同
的方式在推进课堂模式改革，比较一下不难
发现，“自主学习、合作探究”是各种模式
的共性环节，作为一名基层中职学校的工作
者，笔者现在就课堂一些共性问题谈一下自
己的几点看法，与各位同仁商酌。

一是导课要“巧”。
导课的目的就是用比较吸引人的方式让

学生回归课堂，对新课产生浓厚兴趣，这节
课的效果好不好，导课非常关键。一些教师
不注重导课的设计，没有达到先声夺人的效
果，一节课都没有调动好学生，课堂没有活
力、非常沉闷。因此，导课必须精心设计，
在“巧”上做文章，教师备课时就要知道学
生的兴趣点在哪儿，如何把本节课的知识和
学生感兴趣的东西挂钩，可以用一个短视
频、故事或图片，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起
学生对本节课的求知欲，一下子就抓住了学
生的心，那么整节课学生就会跟着教师的节
奏走，师生和谐、课堂生动。

二是自主学习环节要“帮”。
每个学生基础不一样、自学能力不一

样、学习习惯不一样，在自主学习环节正是
体现“分层教学，分类指导”好时候，对基
础较差的学生要帮他理解，对学习习惯不好
的学生要督导其不能分心，对自学能力不足
的学生要帮其理清思路，达到每个学生自主
学习过关。

三是合作探究要“导”。
分组活动要“导”，能不能做到高效课

堂分组很重要，一定要在充分调研和民主的
基础上分组，组内学生感情共鸣，凝聚力
强，成绩互补，小组很有荣誉感，很容易调
动积极性。合作讨论过程要“导”，这也是

“分层教学，分类指导”的好机会，要参与
每个小组的讨论，既是引导，也是激励与鞭
策，指导每个小组圆满完成任务。检测评估
要“导”，这个环节要引入竞争机制，可以
让小组内程度较差的学生答题，小组内其他
成员点评，其他小组监督；也可以一个小组
答题，另一个小组点评，学生共同监督评
估，好的小组加分，优秀表现学生加分，通
过教师的“导”让课堂活起来。

四是教师讲解要“精”。
既然学生是课堂的主体，学生能自己解

决的问题教师就不要讲，能让学生讲的让学
生讲，学生既学到知识又锻炼了能力，但对
于难点的突破或重点的强调，教师还是要亲
力亲为的，但设计要巧，讲解要精，在短的
时间内，通俗易懂的让学生掌握，这是教师
备课的难点，教师多思考，在备足学生的基
础上选择好的教法。

综上所述，只有把课堂还给学生，调动
他们的兴趣，让每个人在课堂上有事做，加
上教师的巧妙引导、适时鞭策，课堂才能
活起来，才会有好的效果。因而我们要大
力推进课堂改革，但改革不能只凭借一时
的热情，还需要配套的制度推进。通过调
研，笔者认为课堂改革是治本，课堂督察
是治标，有效推进课堂改革还需要抓好

“两个挂钩”。
第一，抓好课堂改革与教师量化挂钩。
一切改革都是为了打破旧东西，更好地

发展。对于习惯旧东西的人，改革都是痛苦
的，教师教学也不例外。没有外在的打破机
制，只靠内生的动力，教师觉悟再高，短时
间也是很难改出效果的，只有一个外力强制
推进，才会顺利进行，这个外力就是教师量
化。因为教师量化的结果事关教师的经济利
益和荣誉得失，每个教师都很重视，因而也
是推进工作的牛鼻子，所以一定要把课改作
为量化内容，对教师课改情况进行综合评
价，引导教师知难而进，勇于挑战自我，积
极推进课堂改革。

第二，抓好学生课堂表现与学生量化挂
钩。

调动学生课堂积极性，让学生做课堂的
主人，分组很重要。一定要在充分调研和民
主的基础上分组，组内学生感情共鸣，凝聚
力强，成绩互补，小组很有荣誉感，很容易
调动积极性，但没有制度做保障，时间长了
学生也会倦怠。如果和学生量化挂钩，每次
积极配合课堂教学，将会有量化分数表彰，
就形成了长效机制。这种做法也给了教师更
多发言权，积极引导教师参与班级治理，任
课教师合力育人，也使班级学情分析会更有
抓手，容易召开。具体做法可以每个教师本
周各组综合积分折算计入，也可班级全体教
师民主评议计分，只要公平评价学生课堂表
现，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课堂教学就行，都是
好办法。

（作者系河南省长垣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副校长）

推进课堂改革有妙招
韩东林

教改一线
师说新语

栉风沐雨担使命，砥砺奋进铸辉
煌。建校42年来，中国计量大学在学
校党委的坚强领导下，人才培养和事
业发展谱写出浓墨重彩的华章。

2016年学校正式更名为“中国计
量大学”；2017年成功入列“省部共
建”高校；2019年以“省市共建”形
式创建仪器科学与技术一流学科，标
志着学校成为浙江省“省市共建”重
点高校。近5年，中国计量大学以高
质量党建推动高质量发展，跑出了发
展的“加速度”。

纵览中国计量大学“党建、办学
一体推进，省部共建、省市共建两翼
并举，特色学科建设、特色人才培
育、特色社会服务三轮驱动”的高水
平特色化名校建设航迹，有方向、有
立场、有动力，不仅成功开辟出一条
学校、地方、行业同频共振的发展新
航道，更成为新时代高校“以高质量
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

特色学科 铸就鲜明优势

作为一所以计量、标准、质量、
市场监管和检验检疫为办学特色的高
等学府，独特的学科既赋予中国计量
大学鲜明特色，又为学校打造鲜明优
势提供了广阔空间和强力支撑。

2004年，时任浙江省领导到校考
察，作出重要指示，“学校一定要培养
质量监督、检验检疫、质量管理等领
域的专业人才，以富有特色的教育服
务浙江的经济社会发展”，这成为中国
计量大学特色化发展的总纲领。

迈入新时代，在“特色名校”战
略引领下，中国计量大学党委坚持

“围绕中心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
展”，推动党建工作与学校重大发展目
标耦合，科学谋划、务实推进，推动
党建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学校按照“高峰、高原、高地、
其他”四层次积极构建高水平、特色
化、协同发展的学科生态；并积极用
活优势、扩大优势，针对高峰学科仪
器科学与技术、光学工程、管理科学
与工程推出“学科建设321工程”，扎

实推进3—5个博士点申报，两个省高
水平特色学科建设及1个国家“一流
学科”培育，以此为龙头，引领带动
学校整体学科水平的提升。

独特的学科、科学的规划，让学
校迅速站上发展风口。现建有国际科
技合作基地、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
室等12个国家（部）级别平台，浙江
省重点实验室等23个省级平台。工程
学、化学和材料科学进入ESI全球排
名前 1%。建有国家一流本科专业 6
个、省级一流专业18个、省级优势特
色专业15个。

学校还逐步构建了以仪器科学与技
术、光学工程为主体的计量测试学科
群，以管理科学与工程、法学为主体的
质量标准学科群，以哲学、马克思主义
理论、设计学等为主体的计量文化学科
群，带动集群发展。其中，以“仪器科
学与技术”为核心打造的“大仪器”学
科集群，优势突出，有力地提升了学校
的辨识度、显示度和竞争力。

“省部共建”“省市共建”的两翼
并举，更是让学校的办学实力不断实
现飞跃。

学校瞄准科技前沿和关键领域，
精准对接浙江省创新型省份建设和市
场监管行业发展需求，不断强化以

“特色化创新、区域化服务、行业型应
用”为内涵的学科专业体系和人才培
养体系，在服务行业、产业及企业中
不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和学科声誉。
建有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15个、硕
士专业学位授权点类别9个。与义乌
市合作共建“义乌研究生院”，创新构
建地方政府部门、高校和行业企业共
同参与的“订单式”专业学位研究生
培养模式，突出产教融合，强化实践
能力。毕业研究生就业率始终保持在
95%以上，平均薪酬连续多年排名省
属高校第二。

特色人才 彰显质量内涵

郑明波，中国计量大学研究生毕
业，入职不到3年就进入公司核心研发
团队，成功攻克高精度水深测量方面

的技术难题。与此同时，他的学弟学
妹正在各级各类学科竞赛中绽放光彩。

2018年，中国计量大学一举摘得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本科组大
奖——Matlab创新奖，并成功捧回中
国国际飞行器设计挑战赛暨科研类全
国航空航天模型锦标赛（CADC）团体
冠军及6个一等奖；2019年，学校囊括
全国大学生工程训练综合能力竞赛特
等奖、一等奖、二等奖5项，数量和质
量均位列浙江省高校之首；2020年，学
校在中国大学生机械工程创新创意大赛
中获得本科组仅有的一等奖。

综合素质高、创新能力强，已成
为中国计量大学人才培养的鲜明特色。

对此，中国计量大学校长宋明顺
认为：“教育特色，实质上是一个‘质
量建设’命题，核心是教育供给如何
更好地满足时代需求、经济社会发展
需求，及学生的成长需求。”

中国计量大学紧扣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对人才
成长的引领与支撑作用，坚持以“知
行合一、实践育人”为核心，渐进式
设置“合格公民、个性化人才、杰出
人才”三层次目标，创新构建出包含
1个课程体系、3个目标层次、X类实
践平台的“1+3+X大思政教育”新模
式。该成果荣获省高校实践育人示范
载体，并成功入选首批高校思政工作
精品项目，被全国高校党建工作会议
列为经验交流材料。

课程体系巧妙运用“起承转合”
逻辑路径，以制度建设念好“起字
诀”，以示范课建设与创新打好“承接
拳”，以竞赛评选引导教师出好“转变
招”，以全面强化考核和课堂管控，协
力弹好“合奏曲”，扎实推进各类课程
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

学校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
领，以计量文化浸育人才，植根“度
万物、量天地、衡公平”的中国计量
文化，逐步凝练出“计量立校、标准
立人、质量立业”的办学理念和“精
思国计、细量民生”的校训精神，成
为全体师生不懈前行的精神旗帜。

学校建有全国高校首家计量博物
馆，获批成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科普基地和浙江省社会科学普及基
地。由师生自编、自导、自演的我国
首部系统反映中国计量文化的原创音
乐舞蹈史诗《千秋计量》成功上演，
成为学校又一文化精品工程。

此外，学校积极开展创新创业教
育，坚持“以竞赛激发‘双创’、以文
化传承‘双创’、以制度保障‘双
创’”，将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贯穿教
育教学全过程，设计实施“一专一
赛”项目，积极开展“实践育人节”、
训练营等活动，全面实施创新学分认
定制度，探索构建“双创”教育生态
链，激扬人才“双创”活力。在
2015—2019年全国高校学科竞赛评估
中排名62位，列非博士点高校之首。

“育特色人才，先育特色师资。”
学校党委坚持党管人才，深入实施

“人才强校”战略，推动组织优势、人
才优势、办学优势互融互促。学校加
大人才引育力度，实施“特色师资培
养计划”“环宇计划”“翔宇计划”等
人才培育项目，逐步建立由领军人才
为学科带头人和中青年学术骨干为方
向带头人的人才梯队，积极加强以领
军人才为核心的团队建设，高层次人
才和创新团队数量和质量不断提升，
拥有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
省高校高水平创新团队等省部级以上
团队16个，打造出一支尚德乐业、博
学善教的教师队伍，为学校的特色人
才培养奠定了坚实基础。

特色科研 践行责任担当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首要
的、基本的观点，高校以科研创新服务
社会，既是初心与使命，也是检验知
识、创新知识、转化知识成果的必由之
路。在开展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的过程
中，尤其要注重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
堡垒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中国计
量大学党委书记张土乔指出。

“一个支部一个特色、一名党员一
面旗帜”。学校实施党建品牌培育工
程，扎实推进基层党组织书记抓党建
工作述职评议，实现专任教师党支部

“双带头人”全覆盖，不断焕发基层组
织活力，激发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热情。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斗一线，
在科研攻关的实验室，在服务基层、服
务企业的广阔天地……到处都活跃着党
员的身影，飘扬着鲜红的党旗。

党员蒋庆教授团队不仅为行业龙
头企业提供自动化、智能化、信息化
整体方案，研制的自动化设备更是帮
助企业大幅提高生产效率。党员教师
郭斌团队携手企业开发的性能检测设
备，为企业新增产值超千万元。近两
年，中国计量大学累计服务全省企业
超过700家，开展技术攻关近800项，
技术咨询服务近500项，协助地方获
得授权发明专利200余件。

与此同时，学校依托自身“国家
大学科技园”、国家级别“科技企业孵
化器”“众创空间”等资源优势，已成
功孵化企业427家，开展产学研合作
2300余项，实现经济效益超过160亿元。

为了更好地推进科技成果转化，
学校从2013年开始参加浙江省科技部
门主办的科技成果拍卖会，组织科技
成果专场拍卖会6场，成交金额超1.2
亿元。

学校还积极打造自身的“计量
拍”，完善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
管理制度，鼓励科研人员通过成果应
用体现创新价值，通过成果转化创造
财富。近3年，学校组织了4次科技成
果拍卖会，成交110项科技成果，成
交金额8956.8万元，蝉联浙江省高校
成果拍卖专场金额冠军。

近年来，学校充分发挥特色学科
优势，积极参与计量法和标准化法修
订、《计量发展规划（2021—2035）》
等重大发展规划和法律法规的立法工

作，主持和参与制定修订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等130余项，为浙江省的质
量发展与标准化综合改革试点提供了
重要助力。2017年，学校与义乌市签
订了共建“标准城市”战略框架协议，
深度参与城市建设。2020年，双方共建
的中国计量大学现代科技学院和中国计
量大学义乌研究生院落成启用。

学校积极与国际计量局（BIPM）、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国际计量测试
联合会（IMEKO）、联合国欧洲经济委
员会（UNECE）等国际组织开展合作交
流，承办国际测量技术研讨会、标准
化教育国际合作（ICES）研讨会、国
际法制计量组织OIML证书互认制度
国际研讨会等重要学术会议，牵头成
立全球首个“一带一路”标准化教育
与研究大学联盟，建成布拉格金融管
理大学孔子学院、浙江—捷克人文交
流中心、中东欧研究院、浙江—捷克
布拉格丝路学院等。国家计量战略专
家咨询委员会秘书处、ISO国际标准
化培训基地（杭州）、国际法制计量组
织培训中心（杭州基地）纷纷落户中
国计量大学，有力提升了学校在计
量、标准化等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中国计量大学即将迎来更名后的
首次党代会。展望学校新的发展目标和
光明前景，在学校党委的坚强领导下，
在高质量党建的引领支撑下，全校师生
坚守初心、践行使命，正在把学校建设
成为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大学，成为计
量、标准、质量、市场监管、检验检疫
领域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
务、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国际中心的征程
上砥砺奋进、一往无前，奋力谱写学校
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王伊米 王丽英）

中国计量大学

党建强引领 特色铸名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