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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职院校是我国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培养基层一线职业人才的重担,随着近
几年就业形势日益严峻,对中职教育产生巨大的冲击。中职学生相对于高职、本科学生来说,学历并不
占优势,学校应该更加注重培养中职学生的实践技能,凸显职业教育特色。基于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
中职院校应该提升职业技能课程的教学效果,引导学生明确自身的职业定位,找准学生的就业定位,教
师要在专业教学课程教学中,渗透德育教育,提升学生的职业道德素养,为学生的就业奠定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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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econdary vocational colleges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our country's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which bears the heavy burden of cultivating front-line professional talents. With the increasingly severe
employment situation in recent years, it has had a huge impact on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Compared
with higher vocational and undergraduate students, 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s do not have an advantage in
academic qualifications. Schools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cultivating practical skills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s and highligh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Based on the increasingly severe employment
situation, secondary vocational colleges should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 of professional skills courses, guide
students to clarify their own career positioning, and identify students' employment positioning. Teachers should
infiltrate moral education in the teaching of professional teaching courses, improve students' professional ethics,
and lay a good foundation for students' employment.
[Key words]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skill competition;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talent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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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从而营造人人参与的职业技能大赛

1.1促进办学模式改革。技能大赛课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是我国教育

氛围,引领专业建设和高技能人才培养,

程内容充分反映了相关行业企业岗位技

工作的一次重大制度设计与创新,技能

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改、以赛促教”

能要求,课程的设计吸收了相关行业企

大赛的开展,为职业院校专业建设和高

的新局面。

业的人员参与和指导,技能大赛课程的

技能人才培养提供了重要的平台。但是,

1 研究前景

引入可以作为深化校企合作的契机与突

在技能大赛的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大

技能大赛课程对职业教育工作产生

破口。

赛考核技能水平与课程内容不匹配,教

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过大赛目标、大

1.2促进课程教学改革。技能大赛的

师实践教学能力略显薄弱,实训设备陈

赛标准引导课堂教学的每一个参与者在

内容和标准往往注重新技术、新工艺新方

旧无法对接企业岗位需求等一系列问

各个环节加大工作力度,促进中等职业

法的应用,切实突出技能型,具有很强的

题。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就要从课

学校的专业建设和高技能人才培养的融

优选性。以技能大赛课程为引导,将技能

程建设着手,调整课程结构,改进教学方

合发展；形成尊重知识、尊重技能的良

大赛内容提炼、转化为课程教学内容,反

法,强化技能教学,突出“做中学,学中

好氛围,吸引更多的青年人学习技术和

映到教学过程中,促进教学观念的转变、

做”,促进“课赛融通”“岗课赛证一体

技能,从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教学内容的更新、教学方法的改革、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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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模式的调整和教育教学质量不断提高。
1.3促进“双师型”师资队伍的建设。

方面,表现更为突出。因此我国职业技能

用。跨试点院校全面推进技能大赛课程,

大赛工作自2008年起逐步走向规范化和

实施技能大赛课程人才培养方案,深入

技能大赛课程的推广,要求教师直接参

制度化,现在已然成为职业教育制度化

贯彻“课赛融通”育人模式,全力打造高

与和指导学生参与技能大赛,促进教师

的一项工程,形成了普通教育有高考,职

水平师资团队。

全面掌握行业企业对高素质技能人才需

业教育有大赛的格局。

(1)实验班学生为试点院校对口专

求及相关职业岗位的技能要求,不断提

3 建设内容研究

业择优选拔,保证生源；(2)跨院校开展

高自身的专业水平和实践能力,不断提

3.1建设环境。

授课,试点院校间师资和教学资源互补；

3.1.1良好的团队。沈阳市教育研究

(3)企业大师引入教学课堂指导学生实

高“双师型”素养和能力,形成教学相长
的良好氛围。
1.4促进实训条件的改善。为了更好
的支持技能大赛课程实训教学,开展技

院具有多年组织技能大赛、指导相关院校

践操作,培养学生工匠精神、劳模精神；

参于省市、乃至国家级技能竞赛的丰富经

(4)开发技能大赛课程活页式教材、课程

验,熟悉各个试点院校的软硬件资源。

标准、人才培养方案及实施性教学计划

能大赛课程教学,学校就需要不同程度

项目成员有多名优秀的“双师型”

等；(5)选拔实验班学生参与沈阳职业院

的更新、完善实训设施,根据大赛有关标

技能大赛指导教师、企业技能大师形成

校技能大赛的参赛选手,并根据比赛成

准,结合工作岗位引入最新的设备,力求

的高师团队,专业知识过硬,教学指导经

绩,择优参加省级以上技能大赛；(6)

满足技能大赛要求；全方位保障技能训

验丰富,了解行业企业发展现状,具有大

跟踪反馈实验班毕业生工作情况,结合

练,加强校内外实训基地建设。

国工匠精神和劳模精神,曾经多次参加

企业岗位需求,完善课程结构,更新课
程内容。

2 现状分析

国家级、省级、市级的教师组技能大赛,

世界范围的职业竞技比赛开始于第

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项目组还有多名

3.2.3取得的优异成绩。培养的学生

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战后经济的复苏,

企业技能大师,了解行业企业发展现状,

在全国技能大赛上共获得7枚金牌、16

各个行业开始快速发展,对职业技能的

具有大国工匠精神和劳模精神,可以从

枚银牌、40枚铜牌。全国机械职业教育

要求也开始逐步提高。日本的全国职业

身心和技能双方面对学生进行细致入微

优秀实践性教学成果一等奖1项,国家教

技能竞赛自1963年起,已经连续举办50

的指导。

育教学成果二等奖1项,三等奖1项,首届

余年；瑞士技能竞赛始于1953年,是世界

3.1.2先进的实训基地。试点院校为

全国教材建设奖二等奖1项,省级精品课

上最早参与世界技能大赛的国家之一；

我市实力雄厚的中等职业学校,多年来

2门,教师大赛省级以上获奖149人次,学

韩国1966年加入世界技能组织,同年开

一直参与全国技能竞赛和省市技能大赛

生组奖项165个。

始举办全国技能大赛、参加世界技能大

的承办工作。设备对接国赛设备情况较

3.2.4解决的关键问题。中职技能大

赛；俄罗斯从2012年开始全面启动职业

好,并定期更新,完全满足日常教学需

赛课程与专业建设、高技能人才培养融

技能竞赛工作,政府高度重视并给予大

求。这些学校多年来一直参与全国技能

合发展建设跨试点院校在实验班全面推

力支 持 , 将 职 业 技 能 竞 赛 作 为 国 家 战

竞赛和省市技能大赛的承办工作。设备

进,校企结合,引入行业企业技能大师指

略……相比之下,我国的职业技能竞赛

对接国赛设备情况较好,并定期更新,个

导技能教学,解决了关键的问题如下：

始于50年代的工人技术比赛,具有广泛

别院校已经申请建设省内一流技能大赛

(1)技能大赛考核技能点与职业院

的群众基础,自1993年以来,相继开展了

实训基地,已保证设备及赛场环境更利

校对口专业授课内容、教材、课程标准

首届中国青年奥林匹克技能竞赛等多个

于营造大赛氛围。

不匹配的问题。(2)教师实践教学能力薄

行业和工种的技能竞赛活动。从2004年

3.2建设内容。

弱,重理论轻实践,或者重效果轻工艺,

开始,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开始组织

3.2.1建设目标。(1)开发技能大赛

教学方法和观念与技能大赛考核内容脱

全国职业技能竞赛活动。从组织历史来

课程相关活页式教材；(2)撰写技能大赛

节,与工业企业新技术新方法新工艺脱

看,我国与其他各国时间相差不多,但在

课程课程标准；(3)制定技能大赛课程授

节。(3)部分中职院校设备陈旧,无法对

管理和推广上,比世界其他国家晚了相

课班级人才培养方案；(4)制定技能大赛

接企业岗位需求,无法支持技能大赛课

当长的时间。

课程授课班级实施性教学计划；(5)培养

程教学。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是在职业技
能竞赛基础上发展和衍生的针对职业院

学生省级以上技能大赛获奖；(6)跟踪调
研试点班毕业生。

3.2.5展现的成果。(1)技能大赛课
程相关活页式教材；(2)技能大赛课程课

校在校生开展的技能赛事,由于发展过

3.2.2建设实践。中职技能大赛课程

程标准；(3)技能大赛课程授课班级人才

程受传统观念影响,国外较国内起步早

与专业建设、高技能人才培养融合发展

培养方案；(4)技能大赛课程授课班级实

且发展更为迅速。很多国家把职业教育

建设以技能大赛课程为主线,对接省级

施性教学计划；(5)省级以上技能大赛获

视为教育体系的“中流砥柱。”课程内容

国家级中等职业院校技能竞赛,针对参

奖；(6)培养学生毕业跟踪调研。

和培养机制更为成熟,尤其在校企结合

赛专业岗位需求,充分发挥核心引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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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4所中等职业学校设立实验班,设计
电气、机械、机器人、电子商务、现代

落地和推广。

族梦,用精湛技艺放飞青春梦想,建设好

5.3.2项目实施管理。市大赛办为技

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这个舞台,让更多高

能大赛课程的落地构建健全、高效的保

技能人才在这个舞台上,在不懈奋斗中

3.2.7收益学生数。每所试点学校每

障体系。为完善制度保障运行,制定《项

书写精彩人生。我们将以更宽的视野、

学年设立一个实验班,成梯队建设,项目

目建设管理办法》、《项目资金管理办

更大的智慧、更多的担当,谱写职业教育

研究期,收益学生总数150人。

法》、《项目建设工作规范》等一系列的

改革奋进的新篇章,再创职业教育的新

4 特色与创新

项目建设的管理规章制度和实施办法,

佳绩！

物流等5个专业。

(1)项目实施由沈阳市教育研究院

全面构建与技能大赛课程相适应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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