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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匠素养：“9+3”教育下的学校立德树人新形态

成 果 报 告

承研单位：广元市利州中等专业学校

主研人员：杜建新 赵刚 彭升齐 贾相成 苏克难 杨雨亭

课题来源：省教育科研资助金项目

批准文号：川教函〔2012〕422 号

本成果由原《藏区“9+3”学生就业教育实践研究》继续深化研究而成。

一、成果来源

学校 2009 年被省政府确定为全省首批藏区“9+3”免费教育计划实施学校。

“9+3”学生的管理和就业问题明显形成。2012 年学校申报《藏区“9+3”学生

就业教育实践研究》省级课题，研究建立了学校职业素养育人体系，在全校学生

中实施。课题于 2015 年结题。2016 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培

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给学校教育提供了新的思路，学校在工匠精神的引领

下构建了工匠素养育人体系。2017 年 4 月至 2021 年 4 月，研究成果在学校进行

了检验。

图一 成果的形成过程

二、成果解决的主要问题和方法

（一）工匠精神如何培养

工匠精神是高品质中国建设的宝贵品质。学校是培养工匠精神的重要主体。

大量的企业调研数据显示，影响中职学生就业的主要因素是职业素养，影响中职

学生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工匠素养。其中都以学生的劳动纪律、劳动态度、敬业精

神、诚信品质、沟通交流影响最为重要。由此说明学校对学生的职业素养及工匠

素养培养重视不够，教育内容零散，没有形成贯穿德育、智育、美育、纪律、行

为养成于一体的职业素养及工匠素养教育培养体系，影响了职业教育效果，也是

困扰职业教育教学的一个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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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通过系统教育的手段提高学生的工匠素养。基本思路是：专业调查论证

→修订人才培养方案→确定人才培养方向→构建以工匠素养为导向的课程教学

体系→进行教学模式改革→课外活动强化学生工匠素质培养→常规管理训练学

生工匠素养→帮扶辅导助推学生工匠素养→校园文化塑造学生的工匠素养→实

习实训强化学生的工匠素养。具体操作是：顶层设计学校工匠素养育人体系的逻

辑框架，实施匠心教育——建立“核心价值观”引领学校立德树人的德育体系；

实施匠术教育——建立“双考核”引领学校学科建设的课程体系；实施匠才教育

——建立“三院一证”引领学生课外特色素养的活动体系；实施匠行教育——建

立“文岗浇浸”引领工匠素养行动达成的实践体系。开发学生工匠素养培养体系

框架，制定学生工匠素养评价体系，打造匠心、匠术、匠才、匠行为主题的核心

“匠文化”，开展学生拟岗锻炼、真岗实践、课外活动等工匠素养培养活动，丰

富工匠素养的内涵，提高工匠素养的立德树人认识。

（二）如何加强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四个自信”等教育

“9+3”教育学校担负着民族教育的职责。我校“9+3”学生主要为藏族和彝

族，藏民族具有突出的宗教文化和浓郁的游牧民族文化，彝民族具有较强的家

族观念和土著生活特征。学校教育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必须以科学的

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

人，不断培养和造就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

新人。加强民族融合，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学校教育很重要。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为此，学校建立了“核心

价值观”引领学校立德树人的德育体系。采取藏汉融合、一体化教育、分类指

导等方法，淡化藏区“9+3”概念，实行藏汉学生混编混住，全校学生同等对待。

大力实施民族团结教育、爱国教育、集体主义教育、感恩教育、遵纪守法教育、

文明礼仪教育、职业生涯教育。对个别思想、行为落后的学生实行单独帮扶指

导。借助社会工匠事迹，如学习讨论大国工匠、人民英雄、时代楷模、失信惩

戒，以案说法、劳模报告，社会评价等对学生加强道德示范教育。发挥行业教

育优势，与行业专家一起讨论工匠素养进课标、进课堂、进评价等问题，企业

招聘中明确提出对学生工匠素养的要求。配合家教，明确提出孩子的入学标准

和居家要求，反馈孩子在校的素养情况，开设“家长学堂”在线教育，引导家

长掌握孩子素养教育的方式方法。

（三）类型教育中学生缺乏工匠意识

职业教育要“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中职学生有学生身份和意识，但

缺乏职业认同和体验，缺乏工匠意识。表现为职业认识模糊，职业理想淡薄，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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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方向不明，学习目的不强，学习动力不足，走向工作岗位后角色转换慢，工作

适应能力弱，工作纪律和工作观念差。

学校在“五个对接”教育思想的指导下，将培养学生与培养工匠紧密对

接，以明确的工匠身份要求和培养学生。将“工匠精神”贯穿于职业教育的全过

程，以工匠素养统领职业教育全部活动。围绕“德技双修合格社会职业人”人才

培养目标，立足用人单位对人才培养质量的要求，立足学生的学情，以工匠道德

和工匠能力培养为主线，创新“规范行为学会做人、熟练技能学会做事、一专多

能学会生存”教育内容，加强工匠能力培养和就业观念教育，创新工匠素养育人

体系，提高学生的就业能力，提高学校的育人质量。

三、成果的主要内容

（一）概念界定

工匠素养：工匠，有工艺专长的匠人，现代被称为大师傅，技术员[1]。可引

申为工作人员。李克强总理批示职业教育要加快培育大批具有专业技能与工匠精

神的高素质劳动者和人才。素养，是指由训练和实践而获得的一种道德修养[2]。

本文所指的工匠素养是学生成长为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型人才（大师傅或技

术员）所需能力的道德修养和训练。职业素养是影响学生就业的主要因素，工匠

素养是影响学生发展的主要因素，所以工匠素养是职业素养的高层次目标。

（二）认识成果

1.工匠素养是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的有效载体

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职业教育肩负有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

人才的职责。工匠素养是以工匠精神为引领的人才培养教育活动。其中的工匠精

神虽然是对古往今来工匠的形象写照，但它一定是服务时代发展和符合时代意志

的文化象征。新时代的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亟需服务于国家战略发展需要的

技能报国、技能强国型人才。所以，职业教育当以工匠精神引领人才培养活动，

破解“立德”于“树人”的问题。其中的工匠精神就包含了对学生的立德培养，

工匠素养实则是树人活动。它要求学校要构建具有工匠精神的学生德育培养体

系，解决德育平台建设难题，实现德育教育生活化、情景化和工作化。同时要建

立以工匠素养培养的有效路径和方法，以明确的导向明确人才培养的方向和目

标，防止教育活动的零星破散，形成学校的教学模式。

2.工匠素养的内涵

工匠素养是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高层次目标要求。首先要有热爱之心，即匠心。

既要爱业更要爱国，要树立技能报国、技能强国之志。其次要有扎实技术，即匠

术。既要全面更要专业，要进入潜心修炼、躬身实践之中。第三要有才艺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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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匠才。既要爱好更要特色，要掌握快乐工作、健康生活之法。第四要有砥砺之

行，即匠行。既要行动更要达成，要取得行胜于言、行则必至之效。

（三）操作成果

1、顶层设计学校工匠素养育人体系的逻辑框架

图二 工匠素养培养体系逻辑框架

2.实施匠心教育——建立“核心价值观”引领学校立德树人的德育体系

学校根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个层面（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公民层

面），对应学校育人目标，分层次开发学生行为品质教育、人文社会教育和理想

信念教育内涵（如图三）。通过核心价值观进课堂，组织学生学习、讨论及开展

实践、社会教育等活动，对学生进行全程、全员、全方位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教育，结合学生日常行为考核落实核心价值观教育内容，真正把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贯穿于教育的全过程，发挥学校教育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主阵地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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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学校育人体系的立德树人模式示意图

3.实施匠术教育——建立“双考核”引领学校学科建设的课程体系

（1）校企合作，建立学生工匠素养培养体系框架

在走访、调研用人单位对学校人才培养的需求和总结学生就业反馈信息的基

础上，学校校企合作委员会多次组织企业、学校专家论证，建立了学生工匠素养

培养体系框架。将学生的工匠素养目标逐项细化落实到相应的课程和教学活动

中，形成了贯穿德育、智育、美育、纪律、行为养成于一体的教育培养体系。其

目的是明确各学科的教学目标和培养目标，有意识地对学生加强工匠素养的培

养，增强学生的就业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培养学生的职业理想、职业信念、职

业操守、职业态度、职业认识、职业技能、职业素养，营造良好的职业教育氛围。

其体系框架建设如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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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双考核”引领学生工匠素养培养体系评价

即公共基础课程分素质和知识两方面组织教学和考核，专业技能课和专业核心课

分技能和知识两方面组织教学和考核。二者均合格方为课程学习合格，称之为“一课

双考核双成绩”。

以《学生综合素质培养体系框架》为依据，各门课程制定《课程素质（技能）评

价表》（如表二），结合课程教学活动、“文化艺术月”和“技能活动月”开展相应项

目的训练，通过作品展示、口头测试、检测检验、成果汇报、过程考核等方式进行综

合评定。以此将学生的素质培养与课程教学紧密结合，将“核心价值观”、道德、法

律、行为等意识教育与课内课外紧密结合，形成学生工匠素养评价路径（如图四。

表二 《医用化学》素质（技能）授课任务书暨评价表

图四 “双考核”引领学生工匠素养培养体系评价示意图

4.实施匠才教育——建立“三院一证”引领学生课外特色素养的活动体系

学校抓住课外学生职业素养教育的主阵地作用，将职业素养教育延伸至课外，建

立学生课外美育学院、科技学院、管理学院。期初发布职业素养课外活动项目，学生选

项后编队排课表，按课表实施和检查。课外美育学院由教务科组织、艺体组负责承担，

主要开展学生文化艺术活动训练。特色项目有鼓乐队、舞蹈队、歌咏队、书法社、美术

社、篮球队、足球队、田径队。每学期在学校集中展演一次或是承担学校校级以上比赛

项目；课外科技学院由实训科负责组织和承担，主要开展学生实践技能活动训练。特

色项目有汽车俱乐部、电商俱乐部、护理技能比赛组、建筑测量技能组、高铁礼仪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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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在每年职教活动月集中展演并负责参加校级以上相应技能比赛活动；课外管理学

院分别由学生科、团委和心理咨询室负责组织和承担，主要开展学生自主管理活动训练。

特色项目有礼仪队、新风尚志愿服务团、学生自主管理委员会、朋辈心理健康服务社、

班团讲堂、经典诵读。结合训练承担学校相应日常学生管理工作；一个学生一学期参加

一个项目的训练，学期考核合格发学生单项素质合格证，作为学生学业考核的必修课

程，累计三个素质合格证准予毕业。

表三 学生课外特色素养“三院一证”活动体系

三院
组织承

担部门
特色项目 一证

美育学院
教务科、艺

体组

鼓乐队、舞蹈队、歌咏队、书法社、美术社、

篮球队、足球队、田径队
职业

素养

合格

证

科技学院 实训科
汽车俱乐部、电商俱乐部、护理技能比赛组、

建筑测量技能组、高铁礼仪训练队

管理学院

学生科、团

委、心理咨

询室

礼仪队、新风尚志愿服务团、学生自主管理

委员会、朋辈心理健康服务社、班团讲堂、

经典诵读

5.实施匠行教育——建立“文岗浇浸”引领工匠素养行动达成的实践体系

（1）“匠文化”浸润学生工匠素养

文化是学校的特有气质和符号。优质教育的实现有赖于教育文化自觉。品牌学校

的品牌正是学校优秀文化的外在表现。职业教育作为一种类型教育，本质上体现在其显

著的职业文化、技能文化、工匠文化、劳动文化和专业文化。学校以“德技双修、身心

并健”校训思想为指导，围绕“匠文化”核心，系统开发匠心、匠术、匠才、匠行系列

主题，建设匠心广场，设置匠文化标识，打造匠文化景点。在校园内书写制作了大量的

励志名言警句、为人处事、文明礼仪、职教特色和专业特色的宣传标语，大力开展工匠

文化建设。深化“层级管理、细节管理”的学校管理文化，以“自主管理、7S 管理”

加强学生职业文化教育。形成了“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崇尚一技之长、

不惟学历凭能力”的文化氛围；大力开展岗位练兵、技能比武、职业技能文化月（周）

等活动，形成学校教育文化新符号。将专业、课程、教材转化为教师职业文化。将理想、

工作、生活转化为工作场景的工作文化，从文化认同转变为文化自觉，提高学生的职业

体验感和自信心。

（2）拟岗管理浇注学生工匠素养

作为学校“匠文化”中的一项实践活动，学校在企业文化进校园的基础上，深化

企业管理进班级，实行班级企业化管理模式。即模拟企业或实体单位冠名班级名称，如

“远志医院”。按实体单位体制设置班级管理体制，按实体单位的管理制度制定班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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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制度，按生产或工作标准制定学习和实习实训标准，按实际工作考核模式对学生进行

考核，按考核津贴给学生发放津贴分，学期津贴总分在班级前十分之一的学生授予三星

级匠星，学期津贴总分在班级前五分之一至十分之一的学生授予二星级匠星，学期津贴

总分在班级前二分之一至五分之一的学生授予一星级匠星，其余学生则为普通工匠。获

得三星级匠星的学生可参加校级以上先进的评选，获得二星级以上匠星的学生授予学校

表彰，获得一星级匠星的学生由班级进行表彰，以此让学生对工作管理模式应知应会，

在学生的学习生活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工匠素养。

（3）真岗实践检验学生的工匠素养

在学生的生产性实习中，把学生的职业技能与工匠精神的培养紧密结合，把学生

的工匠素养与社会道德的培养紧密结合，把学生的行为习惯与社会交往的教育紧密结

合。坚持学生、实习生、准工匠人、准社会人“四位一体”，建立学校、企业、家长三

方评价机制，分别通过工匠素养、岗位能力、劳动纪律、思想道德、职业态度、创新意

识、安全文明生产等方面进行评价。重点培养学生敬业守信、精益求精、勤勉尽责等工

匠精神。引导学生践行交往礼仪、工匠礼仪，增强安全意识、纪律意识。教育引导学生

牢固树立立足岗位、增强本领、服务群众、奉献社会的工匠理想，增强对工匠理念、工

匠责任和工匠使命的认识与理解，增强工匠荣誉感，养成良好的工匠态度和工匠操守（如

图五）。

图五 真岗实践检验学生工匠素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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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考核评价保证学生工匠素养的行动达成

学生管理部门负责学生匠心素养的评价。学生科、团委、班主任、学生会、团委

会、班干部形成匠心素养评价主线。通过日考核、周统计、月小结、期评定的方式，对

学生的匠心素养进行量化考核，计入学生德育成绩；教学管理部门负责学生匠术素养的

评价。教务科、教科室、专业教学部、任课教师、班干部形成匠术素养评价主线。通过

课内课外、多元过程评价、阶段测试、期末考试等方式，对学生的学习习惯和表现、知

识和技能等方面进行考核，计入学生的学业成绩；实习管理部门负责学生匠行素养的评

价。实训科、就业办、班主任、学校带教老师、实习单位形成学生匠行素养评价主线。

通过学校、企业、家长对学生思想道德、劳动纪律、职业素养、岗位能力、实习手册等

情况进行考核，计入学生的实习成绩；学生匠才素养的评价由相应活动的组织部门负责，

最后汇总在教务科计入学生的课外成绩。

四、成果的创新点

（一）工匠素养回应了党和国家对工匠精神的迫切要求

自从 2016 年李克强总理首次提出“工匠精神”，至 2017 年李克强总理在推进职

业教育现代化座谈会的重要批示：加快培育大批具有专业技能与工匠精神的高素质劳动

者和人才。再至 2021 年习近平总书记对职业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培养更多高素质技

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由此可见，党和国家对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的定位是

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工匠素养是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最佳途径，也是职业院校

“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有效方式，是职业院校在新时代人才培养努力的方向。

（二）工匠素养体系具有突出的立德树人作用

职校生的最大需求是职业成长，他们在职业意识中对工匠素养有着近乎炽热的憧

憬与渴望。学校教育最大限度地契合学生需求突出工匠素养教育的主体地位，与学生思

想认同产生共鸣，调动了学生的主体能动性，突出了学校立德树人的主体作用，达到了

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的目的。

（三）工匠素养教育是融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工匠精神的有效策略

学校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工匠精神为指导，开发制定了学生工匠核心素养培

养体系，将核心价值观和工匠精神的教育内容逐项细化落实到工匠核心素养教育的相应

课程和教学活动中，形成了贯穿德育、智育、美育、心育、纪律、思想、行为、技能、

工匠、养成于一体的教育培养体系。在明确的教育内容和教育形式中，生动灵活地融入

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工匠精神的教育，实现了工匠核心素养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和工匠精神培育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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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匠素养教育改革是实施育人体系创新的有力抓手

创新育人体系，实施内涵提升。创新和内涵如何抓？如何将创新与内涵和常规工

作有机融合？学校立足于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以“9+3”教育问题为引擎，抓住学生

工匠素养核心，提炼学生工匠素养教育内涵，实施育人体系改革创新，解决了“9+3”

教育中的问题，促进了学生职业成长，实现了学校教育管理质量的提升。我们认为实施

工匠素养教育改革是职业学校实施育人体系创新的有力抓手。

五、成果的推广应用效果

（一）应用效果

1.育人质量全面提高

学生参加技能比赛获奖由课题研究前的空白增加至获市级奖励 26 项次、获省级奖

励 11 项次、获国家级三等奖 1项。学生罗丽、张馨予分别被评为“全国最美中职生”，

杨建伟等 60 余名同学被评为省级“优秀毕业生”。学生一次性就业率由之前的 87%增

加至 100%，就业稳定率由之前的 48%增加至 86%。用人单位对我校毕业生的工作满意度

为 87%。近三年学校的诊改结果显示：学生技能考证合格率分别为 89.24%、93.57%、

98.13%，学生升学人数分别为 69 人、160 人、384 人。“9+3”学生巴多，该生于 2017

年 7 月进入顶岗实习，单位每月给予 800 元的生活补贴，学校准备与厂方领导交涉，该

生说：“我是来学技术的，不在乎短期待遇的高低！” 2019 年 8 月被单位提拔为钣金

小组负责人，月工资底薪为 3000 元。2019 年底学校做回访时，他说“我还要继续学习

其他的技术，几年后准备回家乡创业，开办自己的汽修厂”。

2.学校内涵快速发展

学校规模由 09 年的 1500 人稳定发展至常年 3500 人以上。2018 年被国家六部委正

式批复为 “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2018 年入选四川省护理示范专业

建设学校。学校目标考核常年排名市教育系统第一，先后被评为四川省内务管理示范学

校、市德育工作先进集体、国家职业教育先进集体、四川省五四红旗团委等多种荣誉称

号。先后牵头成立了广元市建筑产教联盟和广元市卫生产教联盟。

3.教师团队茁壮成长

教师教育观念不断更新，教育理论水平不断提升。有 5名教师被评为广元市教学

名师、3名教师被评为广元市科技拔尖人才、1名教师被评为广元市名中医、1名教师

成为四川省中职教育管理专家库成员、6名教师担任四川省学生技能比赛评委、7名教

师被选拔为广元市专业指导委员会成员，10 名教师成长为省高评委成员。教师编写具

有岗位情景特色的理实一体化校本教材 27 门，编写区域规划教材 36 本，建设市级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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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6门、校级精品课程 24 门（如图六）。2020 年教师参加各类教学比赛获奖 44 项、

23 位教师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论文、9位教师指导学生获省级以上奖励。

图六 学校课改、教改部门成果示意图

（二）推广效应

1.学生事迹感动社会

事例一：学校护理专业毕业生凡文杰、舒慧萍、袁素平、赵媛媛在 2020 年全国抗

疫中主动请缨驰援武汉，是学校众多奋斗在抗疫一线的护理专业毕业生的代表，是我们

身边的“最美逆行者”，被广元市妇联评为“三八红旗手”。

事例二：学校 2019 级学生吉尔伍合、阿火惹呷和沙马尔古，他们在 2019 年 12 月

21 日晚外出购物返校途中，突然听到有人呼救，18 岁的吉尔伍合毫不犹豫地跳水救人，

在阿火惹呷和沙马尔古的帮助下，将落水女孩救援上岸，市民看着他穿着湿漉漉的衣服

在寒风中默默离开。当记者问及他们当时的想法时，他们只说了一句：“谁遇到那个紧

急关头都会奋力施救，自己的举动很平常”。

事例三：2018 级在职脱产农村医学班学生何松林驾车从苍溪返回广元途中，遇到

因摘琵琶刺破手臂血管需紧急抢救人员，何松林毫不犹豫地停车，运用自己所学的专业

知识对伤员进行了紧急处理，然后开车转道将其护送至最近的县医院，拒不接受家属的

酬金及红包。记者采访时他直言，“救死扶伤是我们的职责，举手之劳”。

2.“9+3”教育影响增大

学校 2020 年新增凉山彝族“9+3”教育任务，2019 年接收西藏那曲市职业技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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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学生开展校际联合培养。市级领导在省人代会提案中多次到学校调研“9+3”教育工

作，校长两次在全省教育工作会上作经验发言。《当代职校生》对学校“9+3”教育工

作作为榜样学校进行了报道。“9+3”学生叶金桃等十五名同学光荣入党，梅明琴等八

十余名“9+3”学生参加州内公招被录取。学校被评为四川省民族地区“9+3”免费教育

计划先进集体、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示范单位。

3.推广得到实质回馈

成果的育人效果在业内外推广得到认可。2019 年广元市中职学校德育工作现场培

训会在学校召开。从 2016 年起广元市卫生系统、建筑行业的各类培训、考试、技能比

赛均在学校举行。2020 年学校获批四川省施工现场专业人员职业培训试点单位，试点

工作在全省作经验交流发言。学校在近三年先后接待清远工贸职业技术学校、省卫生系

统、巴中市统战部、凉山州教育局等学校、行业部门、政府机构共 19 家单位来校考察

交流，2020 年与重庆市育才职业教育中心缔结友好学校。北京吉利学院、四川西翔管

理投资有限公司来校联合办学。

4.学生特长成绩显著

国学经典诵读《短歌行》、《梅兰竹菊》先后获第十三届、十四届全国中职学校

文明风采大赛三等奖和二等奖，学生征文演讲《我和我追逐的梦》、摄影作品《清凉暑

运、文明出行》分别获第十四届全国中职学校文明风采大赛省级一等奖；大型舞蹈《美

丽中国》、《踏鼓击春》、《盛世欢歌》、《鼓舞》多次参加市级大型文艺演出。校园

原创舞台剧《阿依妞的聘礼》荣获四川省 2021 年中小学生铸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校园

舞台剧高中组三等奖、最佳表演奖、最佳舞美奖。舞蹈《鼓.戏》荣获广元市第十届中

小学艺术展演舞蹈类二等奖。新风尚志愿队被全国铁道团委授予青年志愿者先进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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