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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素养教育必不可少
■

谢圣献曹娜娜
随着现代科技在生产中的普及与应

用， 当今世界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对从业者的文化素质和综合应变能力的
要求日渐提高， 无论是科研机构还是企
业对于人才的需求都转向了理论知识与
实践能力并重， 且具有创新精神的更高
层面， 这也使得普通高等教育与高等职
业教育渐渐不能完全独立于对方而存在。

特别是像计算机专业这样理论与实践并
重表现尤为明显的学科， 侧重于实用性
技能训练的高等职业教育与偏重理论性
知识传授的普通高等教育必须相辅相成。

聊城大学计算机学院在完善综合文化教
育与素质教育的同时， 也在培养学生实
际操作能力、 提升职业素养等诸多方面
进行了有效的创新和尝试。

从自身实践来看 ， 学院面临着制约
学生实践能力提高的诸多瓶颈： 面对信
息化社会的快速进程， 计算机专业人才
的培养模式相对滞后； 地方性院校信息
环境相对滞后， 增加了对计算机专业人
才培养的难度； 国内计算机相关专业的
教学方案基本上仍停留在传统的人才培

养模式上， 普遍缺少对学生实际操作能力和
职业素质的训练， 同时也缺乏相应的教学环
境， 培养出的学生与企业的需求存在较大的
距离， 难以快速融入现代企业之中。

为了提高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着力培养适应信息化社会的高素质专门人
才， 学院通过校企结合等行之有效的方式，

增加学生的实践机会， 锻炼学生的实际操作
能力， 逐步建立了一套以提高学生的创新精
神和实践能力为目标的培养模式和运作机
制， 为学生就业或接受更为专业的职业教育
奠定了基础。

搞好三个基地建设。 第一， 建立校内实
训基地， 对学生进行专业技能训练。 通过建
立 “订单式培养” 模式， 由企业提供人才培
养的具体标准和培养方案， 学院结合岗位需
求施教， 毕业后到企业直接上岗工作， 让学
生未出校门就实现 “就业”。 第二， 建立校
外实习实训就业基地， 缩短毕业生与企业距
离。 组织学生到实习基地实习或见习， 学生
将所学知识应用到企业各个岗位， 不仅锻炼
了学生的实践能力， 也增强了学生的社会竞
争力， 疏通了毕业生就业的绿色出口 。 第
三， 建立产学研项目研发基地， 提高学生的
实战能力。 学院根据学生个人优势， 选择合

适的主攻方向， 组成项目研发小组， 通过开
展以学生为主的项目研发活动， 切实提高学
生实际操作能力。

完善两个规范。 第一， 制定专业技能达
标规范， 培养复合型高素质人才。 根据不同
专业特点以及培养目标， 分别制定在校期间
所要达到的专业技能规范， 并制定具体实施
方案， 增强学生对专业学习的重视程度， 激
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 使学生能够将所学专
业知识融为一体， 不断丰富和提高自己。 第
二， 制定课外创新活动规范， 提高学生综合
能力。 为了使毕业生缩短与企业的距离， 学
院与十余家企业签署协议， 建立了长期合作
关系， 实现学校与企业的 “无缝对接”。 同
时， 将考场设在企业， 结合实训题目进行考
试， 将成绩记入学生成绩档案， 以确保学生
实训的质量。

实施一个保障。 开展对课程体系、 教学
内容、 教学方法和教学方式的研究， 大部分
专业基础课增加了综合性实验教学和设计性
实验教学， 推广了实验考核内容， 将部分教
学内容变成项目模块让学生去做。 同时， 大
力培养 “双师型” 教师， 使教师既能讲授理
论课， 也能教学生做项目， 为强化学生的实
践能力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建言献策JIANYANXIANCE

一线观察YIXIANGUANCHA

服务区域
经济发展

以培养高级技工和技师等高技能人才为目标
的首钢技师学院日前正式揭牌并举行开学典礼。

至此， 北京市已经形成以工贸技师学院、 工业技
师学院、 劳动保障技师学院、 新媒体技师学院、

首钢技师学院等
5

所学院为龙头、

10

所高级技工
学校为骨干的技工教育培训体系， 年培训规模超
过
30

万人。

首钢技师学院的前身是首钢职业技术学校，

2004

年被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批准为高级技工学校，

2006

年被批准筹建首钢技师学院。 近年来，该校密

切掌握市场的变化， 尤其是结合首钢产业结构变化，

不断调整专业设置， 对学校以冶金行业为主的专业
（工种）进行全新规划，建立和完善了冶金工程、机电
技术、现代成型加工技术、现代服务四大专业平台，形
成“保持特色、立足二产、进军三产”的专业布局。

据该校副校长齐怡萍介绍， 为了更好地服务区
域经济发展， 学院还将从所处的石景山区打造

CRD

的实际需要出发， 筹备开设数字媒体、 嵌入式应用
技术、 出版发行等相关专业。

本报记者 钟伟报道

画里话外HUALIHUAWAI

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高职院校的办学资源逐步改善和丰
富，院校之间的差异已不是硬实力的比拼，而是软实力的较量———

依靠核心发展力
走文化强校之路
■

江苏省职业技术教育科学研究中心主任
王明伦
高等职业教育核心发展力是应高等教育

大众化的诉求而提出的， 源于高职院校发展
实践的内在需求， 其根本目的是坚持质量本

位， 彰显发展优势， 提升文化品质， 为社会
培养有理想、 高素质的文化人。

核心发展力之本质

高职核心发展力的本质在于“文化育

人”， 根本使命是培养人， 培养有文化的
人， 追求教育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这是区别于任何其他社会组织的关键要
素， 所以高职必须具有组织独特内质文
化的发展能力， 即高职的核心发展力。

它是经过组织长期培植， 蕴含于高职组
织内部， 支撑高职组织过去、 现在和未
来的教学优势、 科研优势、 人才优势、

文化优势， 并能把这种优势内化为高职
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能力。

高职院校按照自身的内在规律， 组
织教育教学活动， 具有培养周期长、 培
养效果慢的基本特征。 高职院校的培养
对象是人， 也就是说， 学校是人和人的
交往关系。 人和人的交往关系并不完全
是一种竞争的关系， 而是一种合作的关
系， 通过合作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高职
核心发展力是针对那些经济至上、 条件
至上、 竞争至上的论点而提出的。 高等
职业教育发展， 虽然需要经济、 物资条
件支撑， 但决定性因素是人， 发展性要
素是特色， 再好的物资条件也要人去利

用、 开发， 在利用开发的基础上形成特
色； 再差的发展条件， 也有可供挖掘的
优质教育资源和与众不同的办学特色。

受教育者的成长不完全由学校办学条件
决定， 而是靠院校文化的引领。 同样的
道理， 高职核心发展力的培育也不完全
取决于办学条件的优劣， 而是靠高职院
校精神的力量。 高职核心发展力的强弱
关键看办学质量、 文化品质、 社会认可
程度。

核心发展力之理论基础

高职核心发展力是基于组织理论提
出的， 组织理论是我们分析高职核心发
展力的逻辑起点。 组织实际上是一种能
力的整合， 组织的发展需要文化的引领，

而文化则是高职核心发展力之魂。

高职作为组织主要表现在： 高职是
培养技术型、 技能型人才的地方， 这类
人才是需要知识武装的， 知识是高职创
造财富最重要的资本； 高职拥有高素质、

技术型人才群体， 是创造学校品质最重要的
资源； 高职不是生产经营部门， 而是一种智
慧服务型组织， 服务的对象就是受教育者和
社会。 这三大特殊性构成了高职组织的核心
发展力具有不易被其他社会组织所模仿的个
性特色。 基于这一组织理论， 高职核心发展
力提升必须体现组织的错位性、 组织的特色
性、 组织的文化性。 第一， 具有文化引领学
校组织前行和包容学校内各种发展目标的核
心价值观； 第二， 具有有利于组织目标实现
的和谐、 信任、 合作的人际关系和积极、 健
康的组织文化； 第三， 具有适合于学校自身
错位发展的优势、 中长期发展规划， 并具有
充分发挥其效能的组织结构； 第四， 具有适
应环境变化、 彰显个性特色、 提升发展品质
的组织机制。

核心发展力之实践诉求

高职核心发展力不是一个理论命题， 而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问题。 相对于规模发
展而言， 它是质量发展， 核心是创新人才培

养模式， 追求人才培养品质， 提升服务社会
能力； 相对于资源发展而言， 它是特色发
展， 聚焦品牌资源， 凝练团队品性， 提升资
源转化为学校文化的实力。

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高职院校的办
学资源逐步改善和丰富， 院校之间的差异已
不是硬实力的比拼， 而是软实力的较量， 即
核心发展力的差异。 以江苏高职院校为例：

院校之间办学条件的差异已基本解决， 但核
心发展力的差异却在迅速拉大。 因此， 笔者
认为， 高职核心发展力的培育任务十分紧迫
而艰巨， 培育的战略路径是： 第一， 优化人
力资源结构， 盘活人力资源存量， 不拘一格
培养高职技术大师和高水平教学团队； 第
二， 以品牌专业建设为目标， 全力培植专业
群优势， 形成特色鲜明的专业群文化； 第
三， 确立“有所为， 有所不为” 的课程理
念， 集中财力和人力， 在培育课程品质上下
功夫， 做特色； 第四， 重视高职教学文化积
淀， 包括教学观念、 教学管理制度、 教学传
统与风格、 教学行为规范等， 创新高职教学
文化内涵， 走文化强校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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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从业者的文化素质和综合应变能力的
要求日渐提高， 无论是科研机构还是企
业对于人才的需求都转向了理论知识与
实践能力并重， 且具有创新精神的更高
层面， 这也使得普通高等教育与高等职
业教育渐渐不能完全独立于对方而存在。

特别是像计算机专业这样理论与实践并
重表现尤为明显的学科， 侧重于实用性
技能训练的高等职业教育与偏重理论性
知识传授的普通高等教育必须相辅相成。

聊城大学计算机学院在完善综合文化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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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实践能力提高的诸多瓶颈： 面对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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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培养模式相对滞后； 地方性院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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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战能力。 学院根据学生个人优势， 选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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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以学生为主的项目研发活动， 切实提高学
生实际操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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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规范， 培养复合型高素质人才。 根据不同
专业特点以及培养目标， 分别制定在校期间
所要达到的专业技能规范， 并制定具体实施
方案， 增强学生对专业学习的重视程度， 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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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知识融为一体， 不断丰富和提高自己。 第
二， 制定课外创新活动规范， 提高学生综合
能力。 为了使毕业生缩短与企业的距离，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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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 实现学校与企业的 “无缝对接”。 同
时， 将考场设在企业， 结合实训题目进行考
试， 将成绩记入学生成绩档案， 以确保学生
实训的质量。

实施一个保障。 开展对课程体系、 教学
内容、 教学方法和教学方式的研究， 大部分
专业基础课增加了综合性实验教学和设计性
实验教学， 推广了实验考核内容， 将部分教
学内容变成项目模块让学生去做。 同时， 大
力培养 “双师型” 教师， 使教师既能讲授理
论课， 也能教学生做项目， 为强化学生的实
践能力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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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被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批准为高级技工学校，

2006

年被批准筹建首钢技师学院。 近年来，该校密

切掌握市场的变化， 尤其是结合首钢产业结构变化，

不断调整专业设置， 对学校以冶金行业为主的专业
（工种）进行全新规划，建立和完善了冶金工程、机电
技术、现代成型加工技术、现代服务四大专业平台，形
成“保持特色、立足二产、进军三产”的专业布局。

据该校副校长齐怡萍介绍， 为了更好地服务区
域经济发展， 学院还将从所处的石景山区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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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际需要出发， 筹备开设数字媒体、 嵌入式应用
技术、 出版发行等相关专业。

本报记者 钟伟报道

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高职院校的办学资源逐步改善和丰
富，院校之间的差异已不是硬实力的比拼，而是软实力的较量———

依靠核心发展力
走文化强校之路
■

江苏省职业技术教育科学研究中心主任
王明伦
高等职业教育核心发展力是应高等教育

大众化的诉求而提出的， 源于高职院校发展
实践的内在需求， 其根本目的是坚持质量本

位， 彰显发展优势， 提升文化品质， 为社会
培养有理想、 高素质的文化人。

核心发展力之本质

高职核心发展力的本质在于“文化育

人”， 根本使命是培养人， 培养有文化的
人， 追求教育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这是区别于任何其他社会组织的关键要
素， 所以高职必须具有组织独特内质文
化的发展能力， 即高职的核心发展力。

它是经过组织长期培植， 蕴含于高职组
织内部， 支撑高职组织过去、 现在和未
来的教学优势、 科研优势、 人才优势、

文化优势， 并能把这种优势内化为高职
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能力。

高职院校按照自身的内在规律， 组
织教育教学活动， 具有培养周期长、 培
养效果慢的基本特征。 高职院校的培养
对象是人， 也就是说， 学校是人和人的
交往关系。 人和人的交往关系并不完全
是一种竞争的关系， 而是一种合作的关
系， 通过合作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高职
核心发展力是针对那些经济至上、 条件
至上、 竞争至上的论点而提出的。 高等
职业教育发展， 虽然需要经济、 物资条
件支撑， 但决定性因素是人， 发展性要
素是特色， 再好的物资条件也要人去利

用、 开发， 在利用开发的基础上形成特
色； 再差的发展条件， 也有可供挖掘的
优质教育资源和与众不同的办学特色。

受教育者的成长不完全由学校办学条件
决定， 而是靠院校文化的引领。 同样的
道理， 高职核心发展力的培育也不完全
取决于办学条件的优劣， 而是靠高职院
校精神的力量。 高职核心发展力的强弱
关键看办学质量、 文化品质、 社会认可
程度。

核心发展力之理论基础

高职核心发展力是基于组织理论提
出的， 组织理论是我们分析高职核心发
展力的逻辑起点。 组织实际上是一种能
力的整合， 组织的发展需要文化的引领，

而文化则是高职核心发展力之魂。

高职作为组织主要表现在： 高职是
培养技术型、 技能型人才的地方， 这类
人才是需要知识武装的， 知识是高职创
造财富最重要的资本； 高职拥有高素质、

技术型人才群体， 是创造学校品质最重要的
资源； 高职不是生产经营部门， 而是一种智
慧服务型组织， 服务的对象就是受教育者和
社会。 这三大特殊性构成了高职组织的核心
发展力具有不易被其他社会组织所模仿的个
性特色。 基于这一组织理论， 高职核心发展
力提升必须体现组织的错位性、 组织的特色
性、 组织的文化性。 第一， 具有文化引领学
校组织前行和包容学校内各种发展目标的核
心价值观； 第二， 具有有利于组织目标实现
的和谐、 信任、 合作的人际关系和积极、 健
康的组织文化； 第三， 具有适合于学校自身
错位发展的优势、 中长期发展规划， 并具有
充分发挥其效能的组织结构； 第四， 具有适
应环境变化、 彰显个性特色、 提升发展品质
的组织机制。

核心发展力之实践诉求

高职核心发展力不是一个理论命题， 而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问题。 相对于规模发
展而言， 它是质量发展， 核心是创新人才培

养模式， 追求人才培养品质， 提升服务社会
能力； 相对于资源发展而言， 它是特色发
展， 聚焦品牌资源， 凝练团队品性， 提升资
源转化为学校文化的实力。

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高职院校的办
学资源逐步改善和丰富， 院校之间的差异已
不是硬实力的比拼， 而是软实力的较量， 即
核心发展力的差异。 以江苏高职院校为例：

院校之间办学条件的差异已基本解决， 但核
心发展力的差异却在迅速拉大。 因此， 笔者
认为， 高职核心发展力的培育任务十分紧迫
而艰巨， 培育的战略路径是： 第一， 优化人
力资源结构， 盘活人力资源存量， 不拘一格
培养高职技术大师和高水平教学团队； 第
二， 以品牌专业建设为目标， 全力培植专业
群优势， 形成特色鲜明的专业群文化； 第
三， 确立“有所为， 有所不为” 的课程理
念， 集中财力和人力， 在培育课程品质上下
功夫， 做特色； 第四， 重视高职教学文化积
淀， 包括教学观念、 教学管理制度、 教学传
统与风格、 教学行为规范等， 创新高职教学
文化内涵， 走文化强校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