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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和改进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建立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体
制机制。当前,高职院校“三全育人”工作持续深入推进综合改革,效果显著,但其中存在着三全育人协
调作用发挥不充分、协同育人机制不健全等相关问题,本文从高职院校“三全育人”工作实践路径出发,
探索切实可行的高职院校协同育人工作机制。
[关键词] 三全育人；高职院校；协同
中图分类号：G44 文献标识码：A

"Four Synergy" Help "Three-wide Edu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LV Chuanxu
School of Marxism, Tianjin Light Industry Vocational Technical College
[Abstract] At the Four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it was proposed that we should
strengthen and improv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schools, and establish a system and mechanism for
full, whole-process and all-round education. At present, the "three-wide education" work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continues to deepen comprehensive reform and the effect is remarkable, but there are problems like the
coordinating effect of "three-wide education" is insufficient and the mechanism of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is
not perfect, this article starts from the "three-wide education" practice work path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explores the feasible mechanism of cooperative education work with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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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教师在传播中国文化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及其对策
李杰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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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汉语国际教育事业也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对外汉语教师不仅承
担着传播汉语本体知识的责任,更肩负着向世界传递中国的文化魅力名片这一光荣使命。作为一名汉语
教师,我们应该如何衡量课堂上文化内容所占的比例、应该传播怎样的中华文化、当前所传播的文化存
在着哪些问题以及应该如何及时调整传播中华文化的方式,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将基于对以
上问题的分析,给出对外汉语教师在对外汉语课堂上遇到此类问题时所应采取的措施
[关键词] 汉语教师；中华文化；措施
中图分类号：H1 文献标识码：A

The Problems Faced by Chinese Teachers in the Process of Spreading Chinese Culture and
Their Countermeasures
LI Jie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College, Sichuan University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enhancement of China's comprehensive strength, Chines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lso gets vigorous development. TCSL teachers not only undertake the responsibility of spreading
Chinese ontology knowledge, but also shoulder the glorious mission of transmitting China's cultural charm card
to the world. As a Chinese teacher, how should we measure the proportion of cultural content in the classroom,
what kind of Chinese culture should be transmitted, what problems exist in the current culture and how to
timely adjust the way of spreading Chinese culture are all problems worthy of discuss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above problems, this paper gives the measures that TCSL teachers should take when they encounter such
problems in TCSL class.
[Key words] Chinese teachers; Chinese culture;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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