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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工匠精神”是高职学生职业素养培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其纳入职 业 素 养 培 育 体 系 符 合 国 家 发

展战略加强德育教育的需要。 在阐释“工匠精神”和职业素养的内涵的基础上，论述了“工匠精神”融入职业素养培育的必
要性，并针对当前高职学生职业素养培育中存在的问 题，从校园文化、教育教学、校企合作及学生自身 四 个 方 面 提 出 高 职
学生职业素养培育的路径，以期为高职院校德育内容和德育活动增添更强生命力和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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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工匠精神”是一份厚重的历史沉淀，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是我国古代社会走向繁荣的重要支撑。
随着中国制造 2025、
“互联网+”、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供给侧改革等先后进入国家政策体系，作为制造文化重
要组成部分和制造业软实力核心的“工匠精神”，发挥着重要的隐形力量，在不断丰富制造业文化内涵的同
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国人的职业素养。在此时代背景下，
对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主阵地的高职院校来说，则
必须主动适应和迎合国家发展的内在需求，将“工匠精神”纳入职业素养培育体系，从而达到为社会输送更
多具备“工匠精神”
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目标。
1 “工匠精神”与职业素养的内涵
1.1 “工匠精神”
的内涵
“工匠精神”在中国自古有之且底蕴非常深厚，其内涵也十分丰富，既指生产者对自己的产品精雕细琢、
精益求精、追求完美的精神理念，也泛指以“精益求精、专业敬业、专注耐心、勇于创新”为核心的职业素养[1]。
具体而言，
“工匠精神”属于精神范畴，是从业人员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追求，是一定人生观影响下的职业思
维、
职业态度和职业操守。其中，
“求知”
是“工匠精神”的内在体验，为了追求完美与极致，工匠们需要不断学
习与实践，提高自身对规律的认知水平和对实践的驾驭能力。
“造物”是
“工匠精神”的外在表现，工匠们通过
自身的技艺，
打造出货真价实的作品。
1.2 职业素养的内涵
职业素养一般指从业个体内部稳定的对职业活动起关键作用的品质和能力。职业理想、职业技能、职业
道德、职业尊严、职业生涯规划、就业与创新能力六个方面是职业素养所包含的具体内容。职业技能是明显
的专业技能，是显性素养；职业道德、职业思想、职业行为习惯则具有广泛的普遍性，是隐性素养。显性素养
和隐性素养共同构成了一个人所具备的全部素养。从高职生的角度来看，职业素养就是学生在校期间培育
的且在职业生涯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综合素质与涵养，包括职业技能、职业道德与职业思想这三个维度[2]。
2

“工匠精神”融入职业素养培育的必要性

高职学生职业素养培育的目标是提升学生的全面素质，帮助毕业生能尽快适应和胜任所从事的工作，
为高职学生职业生涯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将
“工匠精神”
融入职业素养培育遵循了职业发展和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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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养养成规律，能够帮助学生养成在未来的职业活动中所需的内在品质和外在行为方式，对学生的职业认
知、
职业态度、
职业道德和职业技能等方面均有促进作用。
2.1 有利于增强学生的职业意识
职业意识是职业人所具有的意识，是对职业劳动的认识、评价、情感及态度等的综合反映。对高职学生
来说，职业意识是其职业素养自我养成的第一步，即学生在校期间通过认识自身的优势与不足，认识自身的
个性特征与倾向，通过结合外界环境，确定自己的行业选择范围，从而对未来有意识地做出规划。高职教师
在日常教育教学过程中将“工匠精神”融入教学任务中，能够使学生在接受高职教育的同时增强“工匠精神”
必备的职业意识，进而有意识地加强自我修养，为成长为技艺高超的匠人在思想、情操、意志、体魄等方面提
前进行自我锻炼，培养良好的心理素质，
自觉养成实现个人发展所需的职业素养。
2.2 有利于端正学生的职业态度
职业态度是指从业者对所从事职业的看法及呈现出的精神面貌，树立正确的职业态度则是从业者做好
本职工作的前提。高职院校在对学生进行职业素养培育时应结合高职学生自身的特点，一方面使他们树立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另一方面通过“工匠精神”的不断熏陶，使高职学生形成严谨细致、专注负
责的工作态度，精雕细琢、精益求精的工作理念以及对将来所从事职业的认同感和责任感，最终达到帮助学
生提高与职业相关方面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修养的目的。
2.3 有利于规范学生的职业道德
职业道德是指从事一定职业的人在特定的工作和劳动中所应遵循的行为规范，是衡量一个人工作态度
的职业规范。高职学生的德育模式应当以职业素养为核心，以生为本，提升高职学生的职业素养水平，则是
职业素养德育模式的主要功能和作用。将
“工匠精神”的教育理念融入高职德育中，是进行德育实践、形成良
好道德品质和行为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能够培养高职学生的责任意识、敬业精神等职业素养的隐形要
素，使学生在德育中受到良好的职业素养熏陶，形成优秀匠人必备的职业操守与职业道德，从而帮助学生逐
渐完成社会化、职业化的过渡，为学生未来的人生发展开拓独立自主的空间。
2.4

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职业技能
职业技能是构成职业素养的首要因素，通常指一个人所从事的工作要求具备的技术能力，良好的职业

技能具有深刻的职业精神价值。对高职教育来说，其“职业”的特点是区别于其他普通高等教育的最大特点，
这就决定了职业教育必须首先对学生进行职业技能培养。高职院校在对学生进行技能培养时，将“工匠精
神”融入其中，能够在实践中以专业知识和实践技能传授为基础，结合专业特点及行业发展趋势，着重培养
“工匠精神”所具备的高超技艺和精湛技能，以满足“生产、建设、管理和服务一线高技能型应用人才”所应有
的实践动手能力和技术技能水平，从而达到高职院校培养学生的目标，即培养掌握高超技能并具有创新能
力的技术人才[3]。
3

高职学生职业素养培育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通过观察和研究毕业生的职业表现，发现在当前形势下，高职学生的职业技能尚能满足行业企业的人
才素质需求，但“隐性职业素养”则不太令人满意，主要表现为吃苦耐劳、诚信、责任心、团队协作等方面的不
足。因此，笔者在走访调查本校及兄弟院校的学生后认为，社会、学校及学生自身等方面均对职业素养的培
育存在一定认识的偏差和误解，进而通过分析总结出如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3.1 传统观念的局限和功利主义的影响，造成社会对职业素养认识的缺乏
长久以来，受“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思想影响，重视成绩的成才观早已深深根植于社会的各个层面，包括
每一个家庭、用人单位以及社会舆论氛围，且这种传统观念直接影响到企事业单位的用工机制和人才选拔
制度。因而，来自社会的压力使得教育不得不为了迎合应试的社会需求而屈服，
使得学业成绩几乎成为衡量
一个学生是否合格的唯一标准。在这种过分强调学生考试成绩的大背景下，容易造成社会缺乏对职业素养
的认知，忽略学生作为未来职业人赖以生存所必需的礼仪教养、沟通能力、团结合作能力、创新能力、解决问
题的能力等职场关键能力的培养，从而导致整个教育体系中职业素养培育的缺失。
此外，受现今社会大环境的影响，
“浮躁”
“急于求成”
“投机”等功利主义的不良风气泛滥于高职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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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和生活环境中。这种大环境对职业素养认识的缺失，使得高职毕业生进入社会后更多的是注重经济利
益所获得的回报，容易产生缺乏职业热情、职业信念不足等现象，进而导致高职院校在培育学生职业素养的
过程中困境重重[4]。
3.2 “重技能、
轻精神”的现象普遍存在，造成学校对职业素养培育的轻视
传统的高职教育往往习惯于灌输知识或者是传授技能，从表面看似乎给学生提供了职业能力方面的
“硬实力”
，实质却忽视了学生职业素养的“软实力”。我国目前的高职教育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重技能、轻
精神”的现象，即没有将学生职业道德塑造和职业精神教育放在与专业技能教育同样重要的位置，导致高职
学生出现显性职业技能强、隐性职业素养低的现象，也使得学生的口头沟通能力和积极、主动学习的能力，
尚未在专业学习过程中完全建立。对于高职院校来说，学校对职业素养培育的轻视是造成以上现象存在的
根源，
具体而言，有如下三点原因。
第一，知识技能的训练和职业素养的培育呈现“两张皮”现象，部分高职院校在加强学生理论学习与专
业技能训练的过程中没有将职业素养的培育贯穿于人才培养的整个过程，甚至淡化了对职业素养的培育，
仅仅满足于让学生掌握过硬的专业技能以满足未来所从事职业的需要。
第二，高职院校对职业素养的培育方式存在着形式单调、效果不佳的现象，仍把以教师的课堂教学作为
主要形式。这种教师生硬教、学生被动接受的传统教学形式仅限于对专业知识所谓的“系统学习”，而无法进
行深入钻研，
容易造成与职业教育相脱节，不能满足社会对实用型相关职业人才的需求。
第三，教师对企业职业素养的要求认识不清，导致其在教学活动中对职业素养的培育只能浮于表面，且
内容空洞，毫无说服力，达不到社会及企业对学生职业素养的要求。
3.3

自身显著的个性特征与倾向，造成学生对职业素养提升的忽视
目前，从高职学生就业情况分析来看，相当一部分毕业生不能胜任岗位需要，职业生涯不顺，这与高职
学生的自身特点有很大关系。这部分学生往往受
“趋利性”职业观影响，忽视对自身职业素养的提升。造成这
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高职学生生源多样化，学生普遍存在思想上自我意识较强但自我控制力较差，行为上主动积极性
不高，决心大而行动小等特点，这些都成为影响其职业素养提高的因素。
第二，受社会传统观念的影响，部分高职毕业生持有不切实际的就业观念，他们认为大学生不适合在生
产一线从事相关工作，而应是在写字楼里从事管理、设计、策划等工作的白领阶层。这样的就业观念往往导
致他们在就业过程中片面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出现缺乏自信，团队意识、竞争意识和奉献精神不足等问
题，
从而影响了自身职业素养的提升。
第三，部分高职学生受贪图享受、不劳而获等负面思想的影响较大，致使他们缺乏吃苦耐劳的意识，工
作没有责任心，抗挫折能力和职业认同意识较差。例如：工作中出现遇到困难就想打退堂鼓，退缩在家不愿
出去工作，稍有不顺就想离职跳槽等现象。[5]
4 “工匠精神”引领下的高职学生职业素养培育路径
社会对高素养、高技术就业岗位需求的持续增加促进了人才需求的多元化，并且要求从业人员除具有
相应的技能，
还应拥有现代职业意识、创新意识和较强的职业学习能力。因此，在
“工匠精神”的引领下，
对高
职学生进行职业素养培育，能使学生形成良好的职业思想和道德，养成良好的职业行为和习惯，以适应当今
社会对人才的需求。
4.1

将
“工匠精神”浸润于校园文化中，创设职业素养培育环境
第一，
树立先进楷模形象，发挥辐射示范作用。树立先进楷模形象是校园文化建设中精神文化培育的核

心。要创设职业素养培育的环境，必须将先进楷模的“工匠精神”融入校园文化中，
充分发挥其示范作用。高
职院校的校园文化应与企业文化深度融合，通过积极引进优秀技能人才的方式树立先进楷模形象，让学生
在传承大国工匠高超技艺的同时，真正感受来自企业的精益求精、无私奉献的“工匠精神”，为学生营造良好
的舆论氛围。如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我校”
）通过在开展校企融合共育航海人才战略中聘请优
秀船长、轮机长进校园现身说法活动，树立航运企业的先进楷模，以实现对“工匠精神”的言传身教，使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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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近距离感受优秀人才的职业素养。
第二，开展校园文化活动，发挥其熏陶感染作用。校园文化活动是校园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要打造适
合职业素养培育的校园文化环境，必须通过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充分发挥其熏陶感染作用。高职院校
可定期开展职业技能大赛、优秀职业人才讲座等多种校园文化活动，在发挥职业院校专业特色的同时为“工
匠精神”的宣传加大力度，在丰富学生文化生活的同时使职业素养的内涵深入人心。如：航海类专业为我校
的特色专业，我校开展的海员技能大比武、航海主题演讲、航海知识竞赛等校园文化活动多以围绕弘扬航海
精神、
传承航海文化为核心来开展，通过校园航海文化的熏陶感染作用，提高航海专业学生的职业素养。
第三，加强物质文化建设，营造良好培育氛围。物质文化是校园文化建设的载体，要营造良好的职业素
养培育氛围，
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丰富校园的环境建设。一方面，可以运用展板、
校报、墙报、电子显示屏、宣传
橱窗等对具备“工匠精神”的优秀技能人才进行全面客观的报道，在校园中时刻向高职学生传递自强不息、
无私奉献的“工匠精神”的正能量，使学生能够在良好的文化环境中自觉养成充满爱心和责任心的奉献精
神。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实物成果展示的方式，如建造工匠主题雕塑园、刻制工匠劳动壁画等，在校园的墙
壁、走廊、实训室等融入“工匠精神”的职业元素，使学生置身于丰富的环境文化中切身感受尊重技能人才、
崇尚高超技艺的职业氛围。
4.2

将“工匠精神”渗透于教育教学中，构建职业素养培育阵地
第一，加大课程改革力度，发挥课堂教学主渠道作用。通过课程改革，可以真正实现由传统的以学科知
识传授为导向的课程和教学方式转向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导向的课程和教学方式，在发挥课程教学主渠

道作用的同时，从根本上解决素质教育流于形式的问题。具体而言，可以采取如下措施：一是增设“职业素
养”课程，引入或者编写以培养和训练学生职业素养为主要内容的教材，注重教材的实用性，对学生进行专
门的职业素养培育；二是完善有关“工匠精神”培育的教学内容，将专业课知识与“工匠精神”的内容相结合，
利用正面案例和反面案例进行比较教学，将职业素养培育渗透入日常教学过程中，加深学生对敬业精神、精
业精神、奉献精神等“工匠精神”特有内涵的印象；三是教师在授课时应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通过思想道
德与法律基础、职业生涯规划与发展、就业创业指导、劳动教育等课程使高职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
第二，完善实践教学管理，发挥实践基地的育人作用。职业素养培育与实际工作相结合，职业精神才能
转化为从业者的职业素质。对高职院校来说，在实践中培育学生的职业素养，能够使其真切感受“工匠精神”
的实质与价值，充分发挥实践基地的育人作用。教师在实践教学过程中可以融入 6S 管理模式、星级评价标
准等企业化管理要求，以培养学生专业立身的职业精神。此外，教师在指导学生进行实践操作时，必须要求
学生达到
“精准”
“完美”
“创新”的要求，以使其养成精益求精的职业态度，
将职业素养的培育落到实处。
第三，加大班级建设力度，发挥班集体德育桥头堡作用。班级是学生进行职业素养培育的重要阵地，一
个班风严谨、和谐、积极向上的班集体能够对学生的思想意识、道德情操和行为习惯产生熏陶和同化作用。
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班级的管理考核制度要起到引领和督促作用，充分体现班集体对职业
素养方面的考核；二是班级的环境建设要有意识地突出职业素养观念的宣传；三是要发挥班会的关键作用，
不定期进行职业以素养为主题的班会活动[6]。
4.3

将“工匠精神”贯穿于校企合作中，搭建职业素养培育平台
第一，
强化校企深度融合，
引入企业文化和评价标准。将企业文化、
企业管理模式和用人评价标准运用于
高职院校的教育教学过程中，能使学生在真实工作环境中感知
“工匠精神”所带来的职业精神，从而全面提升

学生的综合素养。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落实：
一是将企业关于人才职业素养的理念和标准与日常
的教育教学活动紧密相连，使对学生职业素养的培育更具针对性；二是定期聘请企业生产部门的专家到校开
展职业素养专题讲座，
建立学生与企业之间的间接联系，使学生近距离切身感受高素质高技能人才所具备的
“工匠精神”
；三是定期组织学生到企业参观学习，实地感受企业文化和职业精神的熏陶，使学生在职场体验
中认识自身不足，
从而坚定学生的敬业信念，
保持良好的精业心态，
养成充满责任感的奉献精神。
第二，
完善考核评价机制，发挥企业管理监督职能。科学的考评机制从企业层面来讲能够对学生实施有
效的管理监督，从学生个人层面来讲能够帮助高职学生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完善考核评价机制，
可以从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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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制度和考核方法方面入手。在考核制度上，坚持以德、能、勤、绩、
廉等“工匠精神”内涵为基础，构建全面素
质考核制度，将德育素质积分制度融入评价体系中，完善考核指标体系，客观确定考核标准；在考核方法上，
可以采用日常考核和年度考核相结合、
届中考核和届末考核相结合的方式，通过任职考核、人才测评、
竞争性
[7]
选拔考试和各级培训考核等环节，建立高职学生的个人信息档案，为毕业生选拔任用提供决策信息。
4.4

将“工匠精神”
内化于个体意识中，发挥职业素养培育的主观能动性
要提升个人的职业素养，高职学生首先应该正确了解自身，努力克服自身的缺点，
注重提高自制力，
养成

踏实进取、积极向上的学习习惯，并在力所能及的事情中逐步培养自身的责任意识；其次，在提高自身科学
文化素质的同时，还要尽量吸取外界的积极因素，自觉屏蔽不良现象，在主观层面上将自己培养成符合社会
发展要求的，具备“工匠精神”的高素质人才，积极参加校园文化活动、社会实践活动和志愿服务活动，发现
他人的长处，认识自己的不足，将沟通能力、组织协调能力、责任意识、团队意识及奉献精神、敬业精神等落
实到学习及生活的每一处，切实发挥职业素养培育的主观能动性。
5

结束语

“工匠精神”是高职学生职业素养培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其纳入到职业素养培育体系符合
高职院校响应国家教育政策和国家发展战略加强德育教育的需要。高职学生职业素养的培育必须遵循职业
发展和职业素养养成规律，通过学校教育、职业实践和自我修炼等途径，帮助学生在未来的职业活动中拥有
现代职业意识、创新意识和极强的职业学习能力，为职业生涯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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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ultivation Path of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Vocational Quality Under the Guidance of “Craftsman Spi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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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raftsman spirit”is an indispensable and important part of vocational quality cultivation for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Incorporating it into the vocational quality cultivation system is in line with the na－
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to strengthen moral education. On the basis of explaining the connotation of“crafts－
man spirit”and professional quality, it discusses the necessity of integrating “craftsman spirit”into professional
quality cultivation, and aiming at current problems in the cultivation of professional quality of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it puts forward a path for cultivating their professional quality from four aspects of campus culture, edu－
cation and teaching, college-enterprise cooperation and students themselves, in order to add more vitality and ap－
peal to the moral education content and activities for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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