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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中职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协同育人培养模式己是中职教育改革的一大亮点在新形势背
景下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全面提高人才培育质量、扩大就业创业等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近几年在
教育改革推动和国家政策扶持下,我国职业教育在校企合作等方面取得不少成果,给职业教育带来了很
多好的经验借鉴但具体到不同专业,仍需针对不同的情况做出应对措施,从校企合作多元协同育人的实
践教学体系的内涵探讨一下多元协同育人的教学模式。
[关键词] 中职学校；校企合作；协同育人；策略
中图分类号：G521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之中,应当组建校企合作教育队伍,以

备、人才等。企业可以通过参与人才培

新时代中职学校应用型人才培养必

“双主讲”课程体系、
“双主编”教学材

养工作将自身企业经营理念、价值观等

须要全面深入校企融合,进一步推动校企

料以及“双导师”指导模式开展育人指

渗透到教育教学活动中；可以通过参与

协同育人工作进展,有效联结学校与企

导工作。也就是说,采用高校教师与企业

教育教学过程,向学生传授相关职业技

业、社会力量,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提高

职工联合教学的方式,让学生在进行理

能、职业素养、实践知识以及相关企业

企业经济效益,培养适应社会发展和行业

论学习之余,由企业工程技术人员进行

行业发展理论；可以通过接纳学生岗位

需求的高素质人才。在校企融合协同育人

应用技能的教学。而应用技能的教学应

实践,吸纳优秀人才,为企业培养高素质

工作中,校企双方应当积极探讨制订人才

该在实训基地等环境中进行,并使用由

的后备力量；可以通过与具备多学科专

培养方案、打造应用型专业集群、优化应

企业所编制的技能性教材,一方面促进

业优势的学校合作,使其为自身提供相

用课程体系、完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加

学生对行业规范的了解,另一方面全面

关培训,以培养高素质技术和管理人才；

强师资队伍建设,以响应校企融合要求,

提高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继而以优势

可以通过合作,与学校联合申报课题研

最终实现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

互 补 的 方式,确保专业教学能够实现

究,实现技术创新,加强企业技术力量,

1 加强校企合作

“1+1>2”的共生效益,以相互促进的方

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

首先,校企双方共建共商,组织育人

式提高教学效果。

2 组建教师团队,提高师资力量

有方向。积极践行“教师党员+企业导师

最后,互利共赢,校企双方共同诉

一是提升师资水平,科研育人有保

党员”培养模式,增加企业在党建方面的

求。一方面,企业参与中职学校应用型人

障。通过建立高水平的“双师”队伍,

存在感和影响力,促进校企支部“党建合

才培养提供多样的资源,包括知识技能、

确保教职工以良好的管理素质和水平影

作、人才培养、文化交流、信息共享”

实践经验丰富的企业人才指导、真实体

响学生,打好培育基础。一是加强教师队

的双向互动交流,从党性教育到专业学

验的实践教学场景、育人环境和文化等。

伍管理,重视思想政治素质考核,将师德

习到行为养成对学生党员、入党积极分

这些企业的珍贵资源可以为人才多样化

师风建设融入日常工作中,严把教师、特

子进行过程性综合考察培养。充分发挥

培养提供更多支撑和可能,学校可以根

别是企业兼职教师的聘用考核关。二是

党员教师和企业党员教师作用,探索校

据人才培养目标以及专业特点,建立技

注重内培外引,在分批安排学校专职教

企联合人才培养方案,积极开展职业素

术、管理水平高以及责任心强的企业或

师学习培训、下企业顶岗挂职获取项目

质拓展、企业夏令营等活动,通过主题党

多家企业协同参与的企业群,以深入优

实际经验的同时,通过动态组合、校企互

日活动加强联系,为校企携手育人注入

化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有效提升人才

通等形式,聘请一批企业骨十承担部分

新的活力。

培养质量和水平。另一方面,作为追求经

专业课程和实训指导课程,形成常态化

其次,在校企合作协同育人机制中,

济效益最大化的营利组织,企业也可以

的兼职教师队伍,与专职教师共同组成

为进一步保障协同育人的实际效果,必

通过校企融合协同育人在学校人才培养

一支具备实践经验和教学、科研能力的

须确保企业能够深入参与到育人全过程

工作中寻求有利资源,即学校的师资、设

高水平“双师型”教师团队。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9

经济学

Economics

第 3 卷◆第 4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59 /（中图刊号）：270GL018

三是外引内培,加速师资队伍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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