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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三全育人”的新时代背景下,高职院校专业课教师与辅导员作为高校教育工作者中与学生接
触最为密切、最为频繁,对学生影响最为深远、最为直接,而且是最容易展开思政教育的两支重要师资队
伍,也必然担负着协同育人的重要使命。专业课教师与辅导员各有不同的专业背景、工作方式和育人优
势,使他们充分发挥自身特长的基础上,积极交流,相互配合,寻找出新的教育思路,深化教育效果,落实教
育要求,促使双方协作配合、共同加强、优势互补与提升大学生思政学习,促使学生成才成长,提升教育
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基于这些方面,在三全教育观的视角下,探索高职专业课教师与辅导员协作育人的研
究意义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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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era of "three complete education", professional teachers and
counselor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s educato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the closest and most
frequent contact with students, have the most far-reaching and direct impact on students, and are the two
important teaching teams that are most easy to carry ou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are bound to
shoulder the important mission of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Professional course teachers and counselors have
different professional backgrounds, working methods and educational advantages, so that they can actively
communicate and cooperate with each other on the basis of giving full play to their own strengths, find new
educational ideas, deepen educational effects, implement educational requirements, promot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jointly strengthen, draw on each other’s strengths and enhance college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learning, promote students' growth, and improve the pertinence and effectiveness of
education. Based on these aspects,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explore the research significance of cooperative
education between professional teachers and counselors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ree complete education".
[Key words] “three complete educatio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professional course teachers; counsellor;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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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辅导员与专业课教师协同配合,共同开展育人教育。通过全过

在全国高等学校思政工作会议上,国家领导人强调：高等学

程、全方位育人,使学生们的道德品质、文化素养,思想觉悟得

校的思政工作关系到高等学校培养怎样的人、怎么培养人、给

到提高,促使学生们更好的成才、成长、成仁。

谁培养人这些根本性问题。要坚持把思政工作贯通教育教学的
全过程,实现全方位、全过程育人,掀开我国高等学校教育事业

1 “三全育人”视角下高职专业课教师与辅导员协
同育人的现状

发展的全新局面。本项目旨在通过高职专业课教师将育人理念

新时代背景下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更多困难和

渗透到教育教学、科研等工作中,不断提升其育人意识,充分发

挑战,需要高职专业课教师和辅导员协同育人。当下的“00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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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步入大学校园,他们具有许多不同于以往学生的一些特点,能

证,所以,如果仅靠专任教师来发挥育人功能,效果肯定不好。而

娴熟的运用抖音、微信、微博等APP快速接触新事物,并且热衷

课堂作为育人的主战场,专任教师应深耕课堂,坚守立德树人的

于利用碎片化时间学习接受新事物,但是他们的受挫、抗压能力

初心,牢记为国育才、为党育人的使命,自觉维护遵守《高等学

明显不足有待提高。因此专业课教师和辅导员应以新视角、新

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

方法来协同育人,明确育人目标,杜绝一成不变、忽略学生的个

履行岗位责任,遵规守纪,履职尽责,让学生不仅能学习专业知

性发展。中央16号文件指出,大学生是十分宝贵的人才资源,是

识,更能在爱国情怀、职业素养、专业精神方面收获更多的感悟,

民族的希望,是祖国的未来。坚持教书与育人相结合。学校教育

从而获得满满的正能量。

要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把人才培养作为根本任务,把思想

面对我们的教育,爱,应该是教育力量的源泉,是教育成功

政治教育摆在首要位置。教师作为大学生成长成才的领路人,

的基础。古语云：
“德高为师,身正为范。”师爱是“一切为了学

不仅承担传道授业解惑的职责,而且承担着促进大学生形成正

生,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的博大无私的爱,它包涵了

确的价值取向、优良的品质人格以及高雅的道德情操的育人任

崇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师爱,是教师之灵魂。俗话说：“爱自

务。这就需要高职院校教师把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到大学生专业

己的孩子是人,爱别人的孩子是神。”教师就是那一个“爱别人

学习的各个环节,渗透到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的各个方面。然而,

孩子”的神。然而,“一个孩子的失败,对一个教师来讲,只是几

高职院校辅导员疲于应对日常事务,专业课教师又忙于教学、科

十分之一的失败,但对于一个家庭来讲,就是百分之百的失败。”

研等工作,双方很少有交集,又因双方职责分工不明、沟通渠道

因此专业课教师可有效利用课间十分钟,提升育人效果。在课间

不畅、意识不足、制度不全,导致协同育人不能取得明显效果。

休息的十分钟里,学生心情放松,活动随意,教室内外都处于一

2 “三全育人”视角下高职专业课教师与辅导员协
作育人的意义

种欢快愉悦的气氛中。此时,教师与学生的交谈,也同样轻松和

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开始由寻求规模向提升内涵转变,高

更能反映出真实的思想状况。高职学校的学生,年龄大都在二十

谐,畅所欲言,天南地北,无所不及。学生无意中的谈话,往往也

等职业教育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生源、

岁左右,有较强的上进心和热情,但是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往往存

办学定位的都各不相同,高职院校学情不断变化,学生思想“层

有偏激,对一些事情的处理也常常十分冲动。针对学生的这种思

次”参差不齐,在部分学生思想已经出现明显“滑坡”的高职校

想状况,教师在交谈中,可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谈人生

园里,学生的价值引领和思想理论教育就显得特别重要。对于高

观、价值观,讲述专业知识的重要性,讲些古今名人的成材之路,

等职业院校的学生来说,辅导员与专业课教师是他们接触时间

为人处世之道。如果发现学生中有大的思想波动,即便不能立刻

最长的教育工作者,而辅导员与专业课教师作为高等职业院校

得到解决,也可及时了解情况,抽时间开展说服教育。使学生在

教育开展的两大主力军,在育人工作方面并没有形成良好的教

不知不觉中接受正确的引导,在轻松的气氛中受到教育。

育合力。从三全育人的视角下,辅导员与专业课教师协作育人的

3.2加强辅导员队伍建设,提升育人效果

研究与探索,是一项具有实践性和理论性的课题。二者要以课堂

有些辅导员在事务性的工作中德育渗透效果还不是很理

为主阵地,以社会实践和创新创业为载体,以就业指导和就业质

想。而且还有极个别辅导员不是思政专业出身,在实际的工作中

量为量度,协同提升教育合力,实现共同育人功能最大化。这是

难免会有些不足,缺乏一定的工作指导和理论基础。育人作为事

优化思政教育资源,培育健康良性的校园生态的重要途径,是德

业,辅导员作为岗位,应深爱自己从事的这份工作,始终认为这

育智育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内在需要,是坚持立德树人,遵循

是一个没有终点的工作,意味着爱与陪伴,意味着爱与责任。辅

教育规律的必然选择。

导员应将学生的事情放在首位,坚持每天去一趟宿舍、每周去一

本项目针对新时代高职院校专业课教师与辅导员协同育人

次教室、每天和学生面对面近距离沟通一次,为学生的成长保驾

的现状及重要意义、协同育人有效途径等方面进行了探索与研

护航。辅导员应关心学生入学是否适应；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各

究。最终实现辅导员与专业课教师之间的协作与沟通,充分开展

种创新创业、技能竞赛等项目,提升专业认知；促进学生明确目

协作育人优势,促使大学生成才成长。通过对本项目的研究培养

标,提高专业水平；随时关注学生升本、就业。激励学生将个人

德才兼备、又专又红的学生,而且还有助于展开教书育人与思政

成长与家国命运、时代发展紧密相连,引导学生成为有大德、大

工作相融合的师资队伍建设,最终在科研、教研及党建方面助推

爱、大情怀的人。

我校向“双高”计划迈进。

3.3专业课教师与辅导员协作搭建育人平台,不断创新育人

3 “三全育人”视角下高职专业课教师与辅导员协
作育人的实践研究

方式
专业课教师与辅导员通过搭建育人平台实现协作育人。首

3.1增强专业课教师主动育人意识,提高育人效果

先就是要抓好学生思想建设,共建理论学习平台。不断落实完善

专业课教师在科研、教学等工作面临较大压力,没有太多的

政治理论学习制度,采用集中、自学等多种学习方式,扩展学习

精力和时间跟学生进行近距离交流沟通,多数时间的教育只是

内容,提高学生理论学习实际效果,引导学生立足工作岗位,提

停留在理论知识表面,学生的接受度和认可度怎么样还有待考

升学生工作素养；引导学生将“勤”、“精”、“乐”的要求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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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生活学习中来,为将来践行精业、勤业、乐业,争做一名爱岗

实施开展协作育人工作,彼此加强协作与沟通,共同制定育人方

敬业的优秀职业人做好准备。其次就是要抓好学生品牌活动,

案,充分发挥协作育人优势,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完善和探索协作

建好活动平台,提高学生就业的竞争力。专业课教师与辅导员梳

育人的方法、方式与手段,达成协作育人常态化、系统化。发挥

理新时代企业对人才需求的共性标准,探索学生活动思政化,增

好“三全育人”的作用,在科研、教研及党建方面助推我校向“双

强就业竞争力,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结合学生实际,开展如青春

高”计划迈进。通过对本课题的研究,专业课教师与辅导员作为

逐梦等系列活动,以特色活动为载体,贯穿教育全过程,实现育

高等院校育人的主力军,集中两支队伍的力量,树立其主动意识

人新模式,为培养能自控、精技能、思进取、懂文明的高素质技

和整体意识,达到优势互补,把协作育人的理念应用于实践,并

能型人才加力。最后就是要抓好人文关怀,营造人文关怀育人氛

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探索育人的新路径和新方法,使得大学生

围,搭建情感交流平台。既要对学生的物质生活方面进行关怀,

更好的成长与成才。本项目团队也将继续保持好强烈的责任感、

也要对学生的精神生活方面进行关怀。构建和谐、民主、健康

孜孜以求的干劲和勇于创新的精神,“一心扑在学生上,一心扑

校园、营造和谐学习氛围,提高学生的归属感,不断增强学生的

到事业上”,继续秉承“有道德情操、有理想信念、有仁爱之心、

团队凝聚力和荣誉感；加强辅导员与专业课教师协作育人,要对

有扎实学识”的“四有”好老师标准,不断的育人育才,朝着更

“立德树人”呈现出实际的效果,起好学生在成长道路上知心

高的目标迈进！

人、热心人、引路人的作用。
3.4开展多方位交流,促使专业课教师与辅导员协同育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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