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9 卷第 4 期
2020 年 12 月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JOURNAL OF NANTONG
VOCATIONAL & TECHNICAL SHIPPING COLLEGE

Vol.19 No.4
20202020
年
Dec.

doi: 10.3969/j.issn.1671-9891.2020.04.018

基于 OBE 的高职院校学生劳动教育体系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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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劳动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内容。 现阶段高职院校开展劳动教育现状不容乐观，构建完善的劳

动教育体系显得日益重要和迫切。 基于 OBE 理念，结合新时代党对劳动教育的新要求和高 职院校学生培养目标，按照明
确培养目标、构建实施路径、制定评价制度、实现学习产出 的逻辑思维来设计并开展劳动教育，有 针 对 性 地 解 决 现 阶 段 高
职院校劳动教育中普遍存在的虚化、弱化问题，强化劳动育人功能，全面提升高职院校学生的劳动素养，使其 成为能劳动、
爱劳动、精技能、高素质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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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向着“两个一百年”目标不断奋进的新时代，
“劳动教育”已然成为教育领域乃至整个社会的高频热
词。从 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弘扬劳模精神、工匠精神”[1]，到 2018 年习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
重新将劳动纳入国家教育体系，强调实行“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2]，再到 2020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
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指出“劳动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内容”[3]，一
系列的重要讲话和政策举措都表明，劳动教育的重要地位和战略价值更加凸显，是新时代党和国家对教育
工作的基本要求。针对现阶段高职院校劳动教育被淡化、
弱化、虚化、形式化的问题，迫切需要加快构建完善
的高职院校学生劳动教育体系。
1 基于 OBE 的高职院校学生劳动教育实施的必要性
1.1 OBE 的内涵
OBE（Outcome-Based Education，成果导向教育）最早出现于美国和澳大利亚，并于 20 世纪 80、90 年代
在美国教育界广为流行。美国学者斯派帝撰写的《以成果为本的教育：争议与答案》一书对该理论进行了较
为深入的研究和详细的阐述[4]，其实质就是以学习成果反促学习过程，在设计或实施某一特定的教育任务
前，
首先要明确规定学生在学习结束时所要获得的知识、能力、素质目标，在教育过程中注重以学生为中心，
并制定个性化评价制度对学生的学习成果合理评价，认为只要学生努力，都能获得成功、实现目标。自 OBE
教育理念引入中国 10 多年来，最先在工程教育领域开展试点探索，目前已逐步推广至教育的其他学科领
域，
促进了
“以生为本”的教育理念的充分发展，教育教学质量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本文的重点即是基于该
教育理念来构建高职院校学生劳动教育体系。
1.2 基于 OBE 构建劳动教育体系适用性分析
OBE 主导“逆向设计、正向实施”的教育原则，主要强调 4 个问题：我们想让学生取得什么样的学习成
果；
如何有效地帮助学生取得这些学习成果；如何科学评价学生取得的这些学习成果；如何运用学生习得成
果反促教育成效提升。[5]结合新时代党对劳动教育的新要求和高职院校学生培养目标，该理念对指导新时代
高职院校学生劳动教育体系构建，充分发挥劳动教育在青年学生成长成才中的重要作用，具有很高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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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对照上述 4 个问题，本文主要按照明确培养目标、构建实施路径、制定评价制度、实现学习产出 4 个方
面的逻辑思维来展开劳动教育全过程，构建高职院校学生的劳动教育体系。
2 基于 OBE 的劳动教育培养目标构建
回答“我们想让学生取得的学习成果是什么”的问题，就是要求高职院校在实施劳动教育前必须明确培
养目标。OBE 要求每一项教育活动都要首先关注学生最终要“获得什么”，所以设定学生在劳动教育中的预
期成果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要明确通过实施劳动教育，学生需要获得哪些有关劳动方面的知识、能力和素
质。对高职学生来说，实施劳动教育不能仅仅局限于劳动知识的灌输、零散体力劳动或简单劳动技能的训
练，而是要从知识、能力、素质三个维度出发，要求他们掌握劳动方面的科学知识，深化对劳动本质的认识，
懂得劳动创造世界的深刻道理，从思想上形成劳动自觉并指导劳动实践，成为能劳动、爱劳动、精技能、高素
质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2.1 树立正确的劳动观
对标知识目标要求，聚焦劳动思想价值引领，旨在通过理论课教学，让青年学生了解和掌握有关劳动的
科学知识，形成正确的劳动观。青年学生正处在人生的“拔节孕穗期”，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还没有完全
形成，
正确的劳动观对他们“三观”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6]。科学劳动知识的普及教育，有助于帮助学生树立
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劳动观，深刻认识人类劳动实践活动的本质和内涵，真正意识到劳动对人类社会发展的
重大意义。高职学生毕业后大多从事生产技术一线工作，更加需要提高劳动认识、端正劳动态度、明确劳动
价值，
领会“劳动最光荣、
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道理。
2.2

培养扎实的专业技能

对标能力目标要求，聚焦劳动技术技能培育，旨在通过对劳动知识的储备积累，引导青年学生将劳动与
所学专业加强关联，学会融会贯通，以此来促进专业技能的学习，并在技能实践过程中，进一步深化对劳动
知识的理解，使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实现知识学习、融合促进、能力提升的层层递进发展。技术劳动是
劳动的一种重要体现形式，高职学生劳动能力大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专业技术技能水平的高低，掌握
一项专业技术技能是他们在校学习的重要内容和立足社会的必然要求。劳动教育能够促使大学生将劳动知
识运用于专业技能实践，不断提高综合劳动能力，成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满足产业转型升级需求的技术技
能型人才。
2.3 培养较高的职业素养
对标素质目标要求，聚焦劳动实践能力锻炼，旨在通过各类劳动实践活动，提高青年学生的综合素质，
特别是职业素质，
使之具备良好的能够胜任某一职业领域岗位的职业精神和职业修养。为积极响应《中国制
造 2025》战略，
助推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需要一大批高素质的人才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
业中，需要青年学生具有爱岗敬业、团结协作的职业精神和脚踏实地、精益求精的职业素养，努力成长为新
时代的
“大国工匠”，成为
“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迈进的新生力量。
3

构建“四位一体”劳动教育实施路径

回答“如何有效地帮助学生取得这些学习成果”的问题，就是要求高职院校研究构建劳动教育体系的实
施路径。在明确劳动教育培养目标的基础上，需进一步在教育内容、教育方式、教育载体等方面进行综合思
考和设计。
3.1 开设劳动教育必修课程
课程是人才培养的核心要素，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中发挥着最直接、最核心、最显效的作用，所以将劳动
教育课程化十分有必要。目前，有些学校简单以思政教育课替代劳动教育课，尽管说思政教育课也包含有关
劳动方面的知识，但相对比较零散，缺少系统性，且两类课程教学目标和内容各有侧重，因此思政教育课不
能完全取代劳动教育课程。还有些学校将每学期或每学年开设的“劳动周”环节直接作为劳动教育课，这种
做法缺少劳动知识教育，
也存在片面性。因此，在学校层面上，教务部门应将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方案，
将
其设置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必修课程，明确课时和学分，安排教师集中上课，通过系统化的劳动理论课学习，
使青年学生了解必要的劳动科学知识，加深对劳动本质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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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融入专业教育目标体系
除了学校层面上的普及性教育以外，各二级院系作为开展教育教学工作的主体单位，在实施劳动教育
过程中同样承担着重要角色。教师要在专业课程教育中增加劳动思想教育，强化劳动导向，适当增加实践教
学，
实现劳动教育与专业教育目标的有机融合，培养学生的劳动精神和吃苦耐劳的品质，引导学生正确认识
专业，提升专业技能水平。学校可以依托行业背景，借助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平台，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组
织学生参加校企合作企业生产一线的技术技能培训，鼓励学生进入技能大师工作室参与生产教学项目。通
过劳动与专业相结合，将劳动教育融入专业教育目标，不仅有利于加深学生对劳动知识的感悟，而且有利于
提升他们的劳动专业技能，提高劳动能力。
3.3 对接学生素质提升工程
大学生素质提升工程在高职院校的运行已较为成熟。学校都会开设相应的通识类必修课，应使劳动教
育主动与这类课程对接，开展课程劳动教育，主要包括对接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就业指导课程，可以开展
职业生涯人物访谈、模拟招聘等活动，让学生更加清晰地了解所学专业对接的产业、行业、职业等信息，引导
他们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和就业观，提高职业素养。学校要引导劳动教育对接创新创业教育，充分挖掘两者实
践性、创造性的共同属性，通过邀请本专业优秀创业校友、专业领域工匠等来校分享他们的成长经历和奋斗
历程，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对接蕴含劳动教育元素的校本课程、共青团“第二课堂”、主题教育班会等，通过
碎片化的教育活动，在潜移默化中发挥劳动育人的作用，为培育更多综合素质高、职业能力强的技术技能型
人才奠定良好基础。
3.4

开展劳动教育精品工程

高职院校要积极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劳动实践观，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劳动
教育精品活动。学校可根据实际情况，每学期或每学年开设 1 周劳动实践环节，要求每位学生都积极参与，
务实劳动，借助精准扶贫、志愿服务等活动，大力倡导高职院校专业学生走出校园，走进社区，走入群众，开
展社会调查、
生产劳动等实践活动，让学生在劳动实践中锤炼思想、服务社会，不断增强责任意识。高职院校
还要破除以卫生清扫为主的传统劳动形式的局限，探索建立校内外新型劳动教育实践基地，通过创设真实
的生活、生产劳动情境，让青年学生亲身体验现实生态中的劳动本原，在劳动实践中体味劳动不易、感知劳
动快乐、感悟劳动真谛，使其思想得到洗礼，劳动能力不断增强，劳动素质不断提升。
4

基于 OBE 的高职院校学生劳动教育评价

回答“如何知道学生已经取得了这些学习成果”的问题，就是要求高职院校明确学生劳动教育效果的检
验标准。科学评价学习产出是衡量学习成果是否达成的重要环节。劳动教育作为一门综合教育课程，也应对
其实施效果进行科学有效的评价。在 OBE 理念导向下，高职院校应遵循专业特点，尊重学生知识素养、学习
能力等个性化差异，对应培养目标和具体实施路径，制定多元化、多维度、
全过程的劳动教育评价制度。
（1）评价主体。高职院校要注重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根据不同的劳动教育
形式相应地变换评价主客体，如劳动教育理论课可以是教师对学生进行评价考核，劳动实践活动则可以开
展学生互评或者学生自评。同时，高职院校要借助社会、家庭在劳动教育中的积极作用，可以邀请技能大师、
专业领域专家或家长参与评价，实现评价主体的多元化[7]。
（2）评价内容。劳动教育不能仅仅局限于对劳动知识进行试卷考察式的定量评价，还要结合专业实际，
对学生劳动技能提升、劳动实践锻炼、综合素质发展等方面给予定性和个性评价，实现对劳动教育效果的多
维度评价。
（3）评价时间。高职院校既要在劳动教育过程中及某一项劳动教育任务结束后给予学生及时的现场评
价，
又要开展教育后的持续跟踪评价。为此，学校可以通过对毕业生就业去向、
就业质量、用人单位满意度等
方面的调查了解劳动教育成效，形成教育过程和教育效果的良性互动，实现劳动教育全过程评价。
5

基于 OBE 的高职院校学生劳动教育学习产出

回答“如何运用学生习得成果反促教育成效提升”的问题，就是要求高职院校强调以学生为中心，综合
运用评价手段，帮助学生最终实现学习产出，促进劳动教育成效提升。

第4期

张炎：
基于 OBE 的高职院校学生劳动教育体系构建

79

（1）学生层面。高职院校通过明确培养目标、实施劳动教育，根据学生在劳动教育中获得的知识、能力、
素质的综合表现，给予个性化评价，帮助和引导学生达到预期目标，实现学习产出，提升学生的获得感和成
就感，
从而进一步激发学生主动参与劳动的热情和意愿，不断加深对劳动本质的认识，提升劳动综合能力。
（2）学校层面。高职院校要根据对学生学习产出的统计分析，主动适应新时代劳动教育需求，进一步优
化完善劳动教育的培养目标、实施路径和评价制度，促进劳动教育真正在高职院校落地生根，取得实效，确
保职业教育目标的实现和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完成。
6

结束语

基于 OBE 的高职学生劳动教育体系构建，是以劳动教育培养目标为着力点，其课程设置、教育内容、活
动实施、
评价方式均是围绕学生实现最终的学习成果而设计和开展的。运用此理念，能有效解决现阶段劳动
教育普遍存在的虚化、弱化问题，是对新时代高职院校学生劳动教育体系构建的有效探索，将推动劳动教育
与专业学习、
生产劳动、
社会实践同向同行。该教育体系将强化高职教育“以劳树德，以劳增智，以劳强体，
以
劳育美，以劳创新”的育人功能，使学生在劳动教育中不断磨炼意志、增长才干，成为肩负起时代重任的建设
者和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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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Labor Education System for Student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Based on OBE
ZHANG Yan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Jiangsu Vocational Colleg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Wuxi 214153, China)
Abstract: Labor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t
current stage, the situation of labor edu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s not optimistic, and it is increasingly
important and urgent to establish a complete labor education system. Based on the OBE concept and combined
with the Party’
s new requirements for labor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and the cultivation goals of student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labor education is designed and carried ou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ogic thinking of
clear cultivation goals, construction of implementing paths, formulation of evaluation systems, and realization of
learning output. It is targeted to solve the faint and weakening problems that are common in labor edu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t current stage, strengthen the function of labor education, and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students’labor quality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so that they are cultivated to be capable of and
enjoy labor, be skilled and highly qualified socialist builders and reliable successors.
Key words: OBE;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labor education; system construc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