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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关于教育支持社会服
务产业发展 提高紧缺人才培养培
训质量的意见》指出：“以职业教育
为重点抓手，提高教育对社会服务
产业提质扩容的支撑能力，加快建
立健全家政、养老、育幼等紧缺领
域人才培养培训体系，扩大人才培
养规模，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支撑服务产业发展，增强广大人民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重庆市女子职业高级中学在多年面
向“一老一小”的办学基础上，依
托重庆市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改革试
点项目，聚焦与养老育幼紧缺领域
人才培养对应的学前教育、幼儿保
育、老年服务与管理3个专业（以下
简称“养老育幼类专业”），开展中
高职贯通人才培养改革实践研究。

学校在教学改革中，针对养老
育幼类专业中高职贯通培养的专业
标准、课程标准、课堂教学标准需
要贯通重构，中高职贯通课程的课
程体系、课程内容、课程资源需要
贯通建设，中高职贯通教学过程的
教师团队、教材建设、教学方法需
要贯通改革，中高职贯通学业评价
评价主体、评价阶段、评价方式需

要贯通诊断4个方面的问题，实施教
学改革实践。

对接产业
以“三标同构”为出发点

贯通培养目标

专业标准整体重构。联合重庆幼
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等高职学校开展
养老育幼紧缺领域人才需求调研，基
于调研报告重构专业标准，对接产业
发展新岗位、新需求，优化人才培养
目标、规格，形成一套专业标准。

课程标准系统梳理。与西南大
学幼儿园、养老院和铁山坪街道翠
微社区等单位合作开展典型工作任
务分析，将岗位职业能力标准、技
能大赛标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标
准等融通构建养老育幼类专业岗位
胜任能力模型，制定职业态度、职
业知识、职业技能三级指标及权
重。构建岗位胜任能力模型3个、核
心课程标准18门。

教学标准准确对接。按公共基础
课、专业技能课、综合实践课、素质
拓展课分类建构课堂教学标准37门，

使学生职业能力在长学制周期内有序
递升，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并将课堂
教学标准作为教师积分管理考评的重
要依据。

对接职业
以“三课同建”为着力点

贯通课程内容

课程体系系统设计。强调养老育
幼类专业的不同特点，结合国家资历
框架，依据中高职人才贯通培养课题
研究成果，将传统学科型课程体系依
据“1+X”证书标准进行拆分组合，
重构基于学习领域的“模块化”课程
体系3个，实行“模块化”课堂教学。

课程内容统一调整。依据工作
任务，将知识、技能、态度整合为
学习领域情境，与中高职、企业共
同开发教材学材18本，出版《幼儿
园班级管理》《护理学基础》等教材
14 本，其中 《幼儿文学阅读与指
导》为“国规”教材。

课程资源联动建设。联动重庆市
学前教育集团48家单位开发优质资源
共享平台；与9家附属幼儿园共建园

校实时互动平台等实训资源；中高职
合作建设课程资源10门，立项市级精
品课程“幼儿卫生与保健”；校企合作
开发“老年照护”等老年教育资源培
训包，在多个社区应用。

对接岗位
以“三教同改”为突破点

贯通产教融合

教师团队创新改革。跨界跨校跨
学科组建两支创新性教师团队，邀请
全市名园长在校开设5个“园长工作
室”；中高职对口学校每学期坚持开展
联合教研活动一次以上、教师培训活
动3次以上、师资互派12人次；10名
教师成为“1+X”证书考评员。教师
考评教学工作占比55%，科研改革占
比15%，激励教师深入“三教”改革。

教材建设多元开发。按照幼儿照
护、老年照护课程模块，36名教师在
全国学习领域专家指导下，与行业企
业、高校教师一起参与一体化活页式
教材开发，编写《幼儿安全与应急处
理》等一体化活页式教材6本。

教学方法配合实施。将“角色互

换”作为重要教学方法应用，激发学
生“同理心”；实施现代学徒制，将真
实任务嵌入教学过程；在养老院、社
区设立教学点，以组织义工辅助教学
团队、进社区开班等形式强化职业意
识培训；学生每年进社区、进养老
院、进托幼机构开展社会实践两周，
以撰写的报告作为评优重要依据。

对接任务
以“三评同诊”为落脚点

实现成果互认

评价主体共同诊断。对口高校每
学期参与评价两次，合作企业每学期
参与评价一次。

评价阶段累积诊断。统筹评价主
体在学生中职、高职、企业实践各阶
段的评价权重，实现各阶段学分互认。

评价方式监测诊断。依托重庆市
终身学习学分银行，设计“多向质量
监控矩阵”22 个主要观测点指标体
系，实现学习成果与学分转换。

通过以上改革实践，学校构建了
“中高贯通，系统整合，产教融合”的
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形成了

“聚集育人、强化实践、对接岗位、系
统发展”的育人新模式，建立新型教
师发展策略和课程教学变革支持体
系，优化产教融合。

该项改革实践效果突出，实现了
6个转变：中高职衔接从不畅向联动
的机制转变，课程思政从零散提炼向
整体设计的思政切入方式转变，学生
从以自我为主向服务他人的角色转
变，课程体系建设从学科向模块化的
内容转变，教学团队从单一学科向跨
界跨校跨学科融合的结构转变，学业
评价从分段式评价向学分互认的评价
转变。

该项改革聚焦民生热点，实现了
3个突破。在破解教学问题的同时，
也在一定程度上破解了该类专业招生
难、培养难和毕业生稳定就业难的问
题。一是学生、家长就读意愿提高，
招生人数有突破；二是延长了学习周
期，人才培养质量有突破；三是毕业
生 对 口 就 业 率 96% ， 3 年 稳 定 率
82%，就业稳定率有突破。用人单位
评价学生“学习能力强，毕业后留得
住、做得好”。

学校也在实践中完成了养老育幼
类专业从“有”到“优”的系统转
变：幼儿保育专业成为重庆市优质A
类专业，学前教育专业建成市高水平
专业，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建成市智
慧养老类专业教学资源建设基地。其
模式成为重庆市教科院教研活动重点
研究案例和推荐模式，在全市40所学
校相关专业组织学习。

（重女宣）

重庆市女子职业高级中学

聚焦专业人才供给 拓展社会服务产业

新文科建设要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
实施高等教育强国发展战略的创造
性探索。新文科不仅要以新兴技术
支撑，还要推动实质性学科交叉、
真正进行跨界协同的复合型研究，
进而开拓新的学术领域。作为建校
仅 11 年的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高校，
福建江夏学院响应新要求，从实际
出发，深挖行业办学优势，构建文
科教育新体系，探索文科人才培养
新模式，推动文科教育改革发展，
牵头福建省财经类专业联盟建设，
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改革路径和发展
模式，成为福建省示范性应用型本
科高校。

交叉融合
打造学科专业新结构

新文科是一种变革的新理念，
是文科教育为了响应产业变革、技
术革命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自
上而下发生的重大变革，代表着文
科教育改革的新方向。学科专业交
叉重组，人才培养综合创新，引导
学生跨学科学习；学科重构，促进

新时代的人文精神、创新思维、知
识技能的生产是新文科建设的重要
思路。学校依托深厚的行业背景，
主动对接福建经济社会新兴商贸服
务、基层社会治理与服务领域，主
动融入产业链、人才链与创新链，
构建财经类学科专业新结构。一是
撤销传统学科专业。二是更新改造
已有学科专业，围绕产业转型升
级、培育学科新方向，推动学科专
业向价值链中高端发展。三是围绕
区域经济发展需求，大力发展与大
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工
科交叉融合的财经类新专业。四是
按需组建学科专业群。以金融学专
业为例，升本11年来，学校以“金
融+”思维，撤销统计学专业；增设

“互联网金融”和“大数据金融”方
向；发展经济应用数学、经济统
计、保险、投资、金融科技、金融
工程、大数据科学与技术等专业；
组建以金融学专业为核心，经济应
用数学、大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为基础，金融工程、金融科技、保
险、投资学为应用的财富管理专业
群。突破了单一学科专业模式，凸
显学科文文、文理、文工跨界融

合，打造金融学科专业新结构，实
现了文理工交叉融合、互促共享。

优化组合
构建文科课程新体系

跨学科交叉和文理渗透的关键在
于推进的深度和广度。新文科要与现
代快速发展的经济社会紧密联系，深
入改造内部知识结构，利用新技术的
成果与方法来改变其学术研究和人才
培养方式，促进文科研究模式的现代
化。简言之，回应时代诉求，培养人
与知识生产是新文科建设根本的内在
动力。学校递进式搭建了“通识教
育+专业教育+素质拓展”课程平台，
嵌入式凸显了“广博性+先进性+集成
性”课程特色，模块式形成了“有机
融合+层次分明+比例协调”课程体
系。一是底线思维，对标 2018 年版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
家标准》，开设满足专业人才培养的基
本课程。二是优化思维，组建包括公
共和专业课、必修和选修课、理论和
实践课、课内和课外课并明确学程。
三是卓越思维，拓展满足学生个性化
成长、学校特色发展以及经济社会发

展需要的课程。以宽基础为主线，整
合开设“人文素养”“自然科学类计算
机科学与技术和工程技术”“创新创
业”“生态资源教育”“劳动教育”“安
全教育”等通识模块课程；以重应用
为主线，推动劳动教育与学科教育相
结合，将分散在单科课程的实验、实
训、实习、实践系统集成，形成相互
关联、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的实践课
程体系；以素质拓展为主线，借鉴我
国台湾地区应用型本科发展的先进经
验，整合开展“互联网+”、“挑战
杯”创新创业大赛以及社会实践活
动、国外交流活动、学校特色活动
等，形成素质拓展课程体系。

校企协同
探索培养新模式

随着科学技术不断积累和创新，
人类精神面貌和认知发生变化，关于
自然、社会、人文现象的整体性、统
一性的认识使知识发展出现强劲的融
合态势。学校打破壁垒，结合财经类
不同学科专业的特点，开展了“财富
管理专业群—财富管理产业学院”“跨
境电商专业群—数字经济产业学院”

“财会与审计专业群—资产评估与财务
服务产业学院”“现代社区服务专业群
—现代社区服务产业学院”的建设。
实施闽台高校联合培养人才“3+1”

“4+0”项目，开设系列创新创业实验
班，形成了预就业、课证融通、工作
室等多种人才培养新模式。如依托前
述大金融专业组建财富管理专业群和
产业学院，面向银行业、证券业、保
险业、租赁业，与福建省农村信用社
联合社、中国邮储银行福建省分行等
全国30多家大型金融机构及协会合
作，构建了集银行、证券、投资、保
险、融资租赁、金融科技于一体的全
方位财富管理人才培养体系。探索特
色专业、教学团队、实践基地、“金
课”和卓越计划“五位一体”的财富
管理教育教学体系。先后与企业共建

“融资租赁订单班”“量化投资创新创
业班”和“中金所杯”培训班，开展

“暑期交易员培训夏令营”、“全国高
校期货人才培育项目”、交易精英训
练等一系列培养活动，打造了一批

“ 国 家 、 省 、 校 三 级 平 台 + 专 业
（群） +课程 （群） +双师 （团队） +
项目”。成立福建省财经类专业联盟
金融专业分委员会。

集成创新
提升服务新能力

学校致力建设跨学科平台和新型
智库、中心、基地，提升区域服务能
力。获批工商管理、应用经济学、法
学等省级重点学科和应用型学科，省
跨境电商等20余个省级实验教学中
心与虚拟仿真中心。成立“海法与自
贸港区建设研究中心”“财务与会计
研究中心”“福建省地方立法评估与
咨询服务基地”“福建省2011数字金
融协同创新中心”“海峡两岸金融教
育培训基地”“福建江夏学院与中原
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等特色
智库和社科研究基地；与省政府部门
共建“信访工作理论与实践研究
院”；与省农信联社共建“金融服务
乡村振兴研究院”，在数字普惠金
融、多彩金融等方面开展特色研
究。同时，依托院士专家工作站和
17 个跨学科平台，广汇学术资源，
相继主办、承办“ECFA时代海峡两
岸金融教育论坛”“海峡两岸互联网
金融与自贸区建设高端论坛”“财务
与会计改革国际研讨会”“‘互联
网+’背景下的全国会计教育改革研
讨会”“首届东南阳明学高峰论坛”
等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国际、国内学
术论坛，搭建了高端学术交流平
台，促进了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
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繁荣，提升
了创新人才培养质量。

（方晓斌 陈美荣）

福建江夏学院

新文科建设路径探索

近10年来，我国学前教育事业迅
猛发展，社会对学前教育的需求从

“有园上”逐步向“上好园”转变，
而满足这一社会期盼的关键在于幼儿
园教师的高质量培养。自2012年以
来，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学前教育专业
落实“厚基础、能运用、强技能、会
组织”的培养理念，遵照《幼儿园教
师专业标准》，对接幼儿园教师工作
岗位任务，以“四真”为抓手，开展
了课程综合化的改革与实践。

基于“真岗位”，
开发以岗位任务为载体
的综合化课程

为了更好地开展综合化改革，专
业教学团队对接岗位需求，构建了三
大类型的综合课程。案例综合课程针
对教育理论基础课程过于学科化的问
题，以案例先导和知识运用为主线，
实施课程内“小综合”，开发了“学前
儿童教育支持及其策略”等学科素养
课程。情境综合课程针对单项技能训
练课程缺乏岗位针对性的问题，以情
境引领和技能运用为主线，对技能类
课程进行课程间“中综合”，开发以

“声乐+钢琴”为主要内容的“教师音
乐技能”等技能素养课程。项目综合

课程针对学科知识独立性与任务综合
化脱节的问题，以项目主导和幼儿园
活动为主线，对活动设计类课程进行
多课程“大综合”，将五大领域分科活
动课程转化为“幼儿园领域教育关键
经验与支持策略”职业素养课程。

改革后的课程深受学生喜爱，学
前教育专业 2020 级学生何佳宁说：

“我以为教育理论课会很枯燥，没想
到都能和幼儿园工作情境结合起来，
挺有趣的。”目前，“教师音乐技能”
已在“智慧职教慕课学院”开班 9
期，累计1058所学校（含幼儿园）的
13812人次参与了课程学习，于2020
年获批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程，更获
得了实习单位和用人单位的肯定。东
阳市实验幼儿园园长、特级教师沈群
英赞叹道：“金华职业技术学院的学
生学东西上手快、适岗时间短、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强。”学校连续4年在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前教育专业
技能赛项中获得一等奖。

凸显“真情境”，
打造“221”虚实结合
的一体化实施平台

为了给课程改革提供与专业学生
数量匹配的实训“真情境”，专业建

立了“221”虚实结合的儿童教育综
合体。第一个“2”指两个“虚体”
平台，即学校联合教育主管部门与13
家幼儿园共同成立的区域“学教研”
共同体和家长学院。第二个“2”指
两个“实体”平台，即学校附属幼儿
园和幼教集团。“1”指学校建立的儿
童发展研究院。儿童发展研究院作为
儿童教育社科智库，串联起了“实
体”和“虚体”平台。“221”虚实结
合的儿童教育综合体为课程综合化改
革创设了园校资源融合的“真情
境”，极大提升了课程综合化改革的
有效性。

依托儿童教育综合体，金华职业
技术学院学前教育专业开展了“教育
见习—课程实训—跟班实习—毕业实
习”4层螺旋递进的“走园”实践教
学，让学生在实践中发现问题、探究
问题、解决问题，贯通了综合化课程
改革中校内“学”和实训场“训”两
大核心环节，切实提升了学生课程学
习的效果。

立足“真协同”，
建设高水平的结构化教
学团队

课程改了，教师团队怎么建？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成军教授
说：“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教师是
关键，高水平专业必须要有专业
化、结构化的高水平‘双师型’教
学创新团队，要有一批专家型、领
军式的高层次专业带头人队伍。”根
据课程建设和实施的要求，专业组
建了由专业教师和儿童教育综合体教
师组成的“儿童发展与学习”“幼儿
教育基础”等5个结构化的课程组。
各课程组通过组内教研、组间沙龙等
方式实现组内协同和组间互补。

为了培养一支学科知识与实践
场知识能力兼备的师资团队，专业
实施“新教师‘驻园’跟岗—骨干
教师‘攀峰’培养—专家型教师

‘尖峰’引领”的以专业教师“走驻
园”结合为特征的进阶成长计划，
为每类教师设计个性化任务清单，
扎实推进教师“走驻园”工作。同
时，联合儿童教育综合体教师实施

“名师专家（一级导师）—专业带头
人、主任 （二级导师） —骨干教师
（三级导师） —专业师资团队成员”
四层级导师结对制度。各层级教师
以项目为载体，在“同做共研互
学”中互促互进，共同成长。通过

“院园”互动、“新老”带动、“学
科”联动的课程组内组间协同成长

机制，实现了理论课教师会“评”
实践、技能课教师会“融”专业、
教法课教师会“通”理实。经过多
年建设，教学团队中有享受国家特
殊津贴专家一人、省有突出贡献中
青年专家一人、省高职 （高专） 专
业带头人3人、省特级教师 （幼教）
3人，专业教学团队立项为国家职业
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儿童发展
心理学”课程教师团队获得国家级
别教师教学比赛一等奖。

面向“真主体”，
创新“活教育”的多元
化教学模式

借鉴陈鹤琴的“活教育”思
想，专业积极推进“三融入”课程
思政教育。以“德育典范融入通识
教育+专业伦理融入专业课程+师德
元素融入第二课堂”为路径，传承
学校百年师范文化，构建了“师德
育师心 师心护童心”的两段式师
德养成教育体系，制定了《课程教
育思政操作手册》，将师德深深地嵌
入专业文化中。2018年，学前教育
专业学生团委获评“全国五四红旗
团委”。2021年，专业获批国家课程
思政示范课程一项、省级课程示范

课程两项、省级课程思政基层教研
组织一个。

为适应教育新生态和更好地支
持课程综合化改革，专业2013年主
持建设了国家教育部门职业教育学
前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依托教学
资源库，专业积极探索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混合式教学，形成了“双学
双做双析”混合式学习模式，即课
前线上“初识学”与课中线下“解
惑学”互补的“双学”、课程走园

“尝试做”与课中学习后“提升做”
结合的“双做”和“尝试做”后

“解惑析”与“提升做”后“增值
析”叠加的“双析”，实现双主线、
螺旋式的深度学习。2018年，基于
资源库使用的教学改革成果“学、
训、评、管：基于资源库建设的学
前教育专业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
获得国家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对于课程综合化改革，北京师
范大学霍力岩教授说：“金华职业技
术学院的课程综合化改革，打破了
职业教育与教师教育体系的隔阂，
打通了专业培养与岗位任务之间的

‘最后一公里’，并打造了学科知识
与工作过程融通的教师成长新路
径。”对接幼儿园教师岗位的学前教
育专业课程综合化改革，是学校

“三教”改革的实践探索和创新，不
仅实现了园校的真正融合，也真正
提升了人才培养的质量，彰显了课
程改革的价值。

（樊丰富 王理凡）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高质量推进学前教育专业课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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