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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国家越来越重视高等职业院校的建设,致力于高职学校的教育改革和创新,将思政教
育加入高职学校的专业课程中。随着国际社会竞争的日益激烈,高职院校所承担的为国家培养高级技术
人员的任务越来越凸显,在新的时代里,高职学校必须将工匠精神融入高职专业课程思政教育教学中,
才能培养出为国家产业升级、产品更新换代的新型人才,帮助国家应对风险和挑战。本文通过分析目前
工匠精神在高职学校中和思政教育教学的融合情况,提出进一步的建议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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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state attaches more and more importance to the education construction of senior
vocational schools, committed to the education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schools, and add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the professional curriculum of higher vocational schools.With the
increasingly fierce competi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for the national
training of senior technical personnel is more and more prominent, in the new era, higher vocational schools
must integrate craftsman spirit into higher vocational professional cours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eaching, to cultivate the national industrial upgrading, product upgrading of new talents, help the country to
deal with risks and challenges.This paper makes further suggestions and strategies by analyzing the integration of
craftsman spirit in higher vocational schools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teaching.
[Key words] craftsman spirit; higher vocational professional cours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mbined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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