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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高校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注重对学生应用能力的培养,一直以
来,金工都是制造业重点需求的人才,但受其专业类别及职业特征的影响,金工在实习的过程中容易出现
安全事故。因此,在新形势下,如何对高校的金工实习过程中的安全进行管理便成为了当前较为重要的问
题。本文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思考当前高校金工实习安全中存在的隐患,并提出新形势下高校金工实习
安全的管理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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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在不断增加,虽然所有的实习老师都

最终保证学生和教师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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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

并不高,缺乏足够的坚定、沉稳的心理素
紧张,最终引发安全事故。
在此基础上,受年龄特征的影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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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的教学和实习过程中,要将安全意识

新形势下高校金工实习安全管理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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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育改革持续深化下,很多专业课程教学理念、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随之变革,视觉传达设计图
形创意课程作为一门专业性较强的课程,需要学生具备一定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随着教学的改革展,
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的培养教育也有很大进展,其统筹内的图形创意课程面临创意延伸的改革,本文就视
觉传达设计专业的图形创意课程教学展开深入探讨,寻找新的思路,培养适应社会发展的高尖端应用型
人才。
[关键词] 教学模式；图形创意延伸；应用实践
中图分类号：G511 文献标识码：A
现代社会飞速进步和发展,数字化
媒体的对社会生产生活带来了深刻的

现状

思考和理解。

目前全国很多高校已开设了视觉传

1.2图形创意课程教学内容脱离社

影响,传统的静态媒体局限性愈加明显,

达设计图形创意课程,课程体系逐渐趋

难以满足时代发展需求。在这样的环境

于成熟化,在专业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

纵观当前高校的图形创意课程现状

下,视觉传达设计面临着新挑战,在新

显著成效。但是,其中仍然有一定不足,

来看,传统教学理念根深蒂固,基础理论

工具和新媒体支持下,更加生动、形象

表现在以下几点。

教学占比较大,片面强调学生对图形概

会实际需求

1.1学生的自主创新思维能力弱化

念的理解,掌握相应的图形原则方法,教

官冲击,满足多面需求 。当前多数高

传统视觉传达设计图形创意课程

学内容与社会实际需求相脱离。如果盲

校已经开设了视觉传达设计图形创意

教学中,教师占据课堂主体地位,学生

目要求学生接受、学习,会导致学生所学

课程,通过专业知识和实践训练,促使

被动听、学,无法培养学生自主创新以

知识无用武之地,丧失就业竞争优势。这

学生养成创意思维,锻炼应用表达能力,

及思考的能力,在教师一言堂下,学生

样环境下培养的人才知识结构单一,实

推动理论和实践有机整合,则是教育改

学习兴趣不高,无法促进师生互动和交

践能力较弱,不符合社会需要。所以,课

革的重点方向。由此看来,加强视觉传

流,甚至滋生抵触情绪,阻碍后续学习

程中应尽量使用学生展现空间较大的命

的呈现主题和内涵,带来印象深刻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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