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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中国在国际社会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中国声音”、
“中国故事”等代表中国文化的元素也
开始备受中外人们的推崇。当下中职学校的学生不仅要掌握最基础的文化科目知识,同时还应当通过学
校教育培养自己的工匠精神,这样才能在将来的工作中顺利发展。本文首先阐述了工匠精神对中职学生
成长的积极意义,其次详细介绍了如何对中职学校的学生进行工匠精神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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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Path of Cultivation Education of "Craftsman Spirit" for 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s
Jun Tu
Nanch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econdary School
[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popularity of China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 elements representing
Chinese culture, such as "the voice of China" and "the story of China", have begun to be highly respected by
people at home and abroad. At present, students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should not only master the
most basic knowledge of cultural subjects, but also cultivate their craftsman spirit through school education, so
that they can develop smoothly in their future work. This paper first expounds the positive significance of the
craftsman spirit to the growth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s, followed by a detailed introduction of how to
train the craftsman spirit of students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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