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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视域下培养高职学生“工匠精神”探析
王新宇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江苏 南京 211100 ）

摘要：实现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
需要有“工匠精神”
。高等职业教育肩负着培养高技能劳动者的重

任，必须注重学生“工匠精神”的培养。这种精神不是一蹴而就的，
需要对学生进行长期的多种形式的教育。本
文提出结合专业教学实践多种方式培养学生“工匠精神”的方法，并探讨了通过开展实训周和校企合作，在潜
移默化中培养和塑造学生的“工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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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这个词无疑是 2015 年的热词。 中国

匠精神进行了研究。 陈劲认为，培育“工匠精神”要做

制造，需要有千千万万的普通劳动者来支撑，从“制造

到四点：第一，教育是根本；第二，强化对工匠的奖励

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更需要有默默坚守、孜孜以

机制；第三，建立让工匠专心于技术的组织；第四，营

求、追求职业技能的完美和极致的大国工匠。 央视纪

造宽容失败的文化环境。 还有一些企业家从行业实践

录片《大国工匠》中的 8 位劳动者，他们的成功在于对

的角度诠释了“工匠精神”。 中联重科董事长詹纯新给

技能和产品的精益求精，还具有勤俭奋斗、无私奉献

出了“工匠精神”的定义：“对每件产品都精雕细琢、精

的 精 神 ，正 是 这 种 精 神 ，使 他 们 最 终 脱 颖 而 出 ，跻 身

益求精，追求完美和极致；视技术为艺术，既尊重客观

“国宝级”技工行列，成为一个领域不可或缺的人才。

规律又敢于创新，拥抱变革，在擅长的领域成为专业

这种精神，就是“工匠精神”。 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和科

精神的代表。 ”他认为，因为缺失“工匠精神”，所以造

技进步离不开工匠和工匠精神，就如同美国畅销书作

成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中国制造要实现由大到强的

家亚力克·福奇在《工匠精神》中所论述的那样，从古

华丽转身，必须呼唤和发扬“工匠精神”。

至今，“工匠精神”从来都没有停止对世界改变 ，倾心

高职院校可从以下方面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

于技术提升和创造发明的“工匠精神”，是世界上每个
国家永葆青春和活力的源泉。 中国梦的实现不但需要
“互联网精神”，同时也呼唤“工匠精神”的回归。

一、专业课程教学是培养“工匠精神”的主
阵地

目前，国内研究“工匠精神”培养和塑造的学术论

学生在校期间大部分时间在接受专业课教学，所

文不多，研究者主要为职业院校的教师王丽媛对高职

以培养“工匠精神”应该把专业课教学作为主阵地。 应

教育中培养学生工匠精神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了

根据高职学生的学情和特点，进一步改进和完善人才

研究，并对“工匠精神”给出了定义：工匠精神是一种

培养方案，选择适当的方法和途径，弘扬“劳动光荣、

职业态度和精神理念，是从业人员的一种职业价值取

技能宝贵”，形成“崇尚一技之长、不唯学历凭能力”的

向和行为表现，与其人生观和价值观紧密相连。 邓成

良好氛围。 专业教师要研究和分析本专业学生必须具

从中职教育的角度对如何塑造和培养中职学生的工

有的职业素养，将其整合到专业课程教学目标 、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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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和考核办法之中，这样才能使学生真正具备 “敬

这类课程本身实践性较强， 也非常方便进行实训设

业爱岗、遵章守纪、乐于奉献，具有诚信意识与服务意

计，在课堂上就可以直接实训。 近年来出现了另一种

识、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的职业素养，要将“工匠精

实训形式，就是将两门以上的课程（一般这类课程理

神”的养成计划与专业课程教学紧密结合 ，结合不同

论性较强，单独不方便进行实训设计）整合成课程群，

专业课程的特点，在教学中逐步渗透“工匠精神”，培

通过某种主题和工具进行实训设计。 这种实训的工作

养和塑造“精益求精，注重细节，一丝不苟，耐心专注，

任务相对较复杂，需要较长时间，通常是利用一周的

专业敬业”的工匠精神内涵。 专业课教师在教学中要

时间全天实训，一般称为专业实训周。 与单门课程的

带头践行“工匠精神”，给学生做榜样，这样可以收到

实训相比，实训周的工作仿真感更强。 以电子商务专

事半功倍的效果。

业为例，实训周期间，每天按时上下班，实训环境也如

二、专业课程小班化教学是培养“工 匠 精
神”的有效途径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不少学校的专业课教学采用
公共课的大班化教学模式。 事实表明，传统的大班化

同工作环境的“格子间”，几门专业课整合在一起，形
成的工作任务也近似真实的工作任务，学生有一种身
临其境的感觉。 因此，实训周是培养学生“工匠精神”
的重要方式，我们对电子商务专业实训周的开展进行
了深入研究和实践。

授课不利于专业课程教学目标的实现，尤其是强调动

从表面上看，电子商务专业的就业岗位属于服务

手操作的高职专业课程。 大班化教学，导致教师无法

业，需要与客户交流，应注重“情商”的培养，学生主要

关注每一个学生的学习状况，无法对数量众多的学生

学习如何利用互联网和新媒体进行产品销售，技术是

一一指点，也无法对每件作品（作业）严格检查，一些

辅助手段，不需要深入学习。 然而，在这个大数据改变

粗制滥造的作品， 甚至数据造假的作业可能蒙混过

人们的生活方式、工作方法、思绪习惯的时代，电子商

关， 结果是专业课程的教学效果往往达不到预设目

务不是仅仅进行产品营销那么简单了 。 以旅游业为

标。 在这种情况下，培养“工匠精神”更是无从谈起。 为

例，如果景区能深入研究旅游数据，就可以做到预测

了解决这个问题，近年来，高职教师对小班化教学进

某日的游客数量。 如果客流量过大，超过景区的接待

行研究，并进行了实践尝试，取得了一些成果。 小班化

范围，可以采取相应的疏导措施；旅行社通过研究数

教学，有利于教师关注每个学生，可以做到严格检查

据，可以掌握游客偏好的旅游线路，从而可以及时开

每位学生对课程（技能）的掌握情况，能够及时进行师

发、设计、调整适销对路的旅游线路；各省市旅游管理

生互动，发现和解决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困难 ，这种

部门通过分析数据，可以发现游客需要什么样的公共

教学显然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 所以，专业

服务，有什么意见和建议，进而改进旅游公共服务等。

课进行小班化教学，是培养学生“工匠精神”的有效途

这些数据分析的工作，使得旅游电商企业增加了一个

径。 这一点，在进行专业实训课时效果特别明显。

新的工作岗位——
—数据分析员，这也是与我们校企合

三、专 业 实训 是 培 养 “工 匠 精 神 ”的 重 要
手段

作的某大型旅游电商企业今年新增的、需求量较大的
一个毕业生就业岗位。 该职位需要学生对枯燥的数据
分析过程要有耐心，进行数据处理时要细心 ，对结果

职业精神一般需要进行工作实践才有可能融合

要精益求精。 相对于以往需求最大的呼叫中心客服，

成为工作者的职业素质。 同理，只有将“工匠精神”和

这个岗位更有技术含量， 职业生涯更有提升空间，更

实际工作环境和任务关联在一起时，学生才能切身体

多关注的是“数据产品”，也更需要有“工匠精神”。 因

会到“工匠精神”的实质，深切感受到它的价值，也才

此，电子商务专业也需要有“工匠精神”。

能真正追求“工匠精神”。 《教育部关于加强高职高专

为适应旅游数据分析员这一新岗位，也为了培养

教育人才培养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三年制专业的

学生的“工匠精神”，我们设计和实施了 “互联网旅游

实践教学一般不低于教学活动总学时的 40% ”。 构建

信息提取与分析”实训周。 实训周的主要目的是：通过

仿真工作环境，让学生进行专业实训，无疑是一种较

从互联网提取游客对景区、 酒店等旅游企业的点评，

好的培养手段。 专业实训通常都是单门课程的实训，

进行评价信息情感倾向分析， 为旅游企业的市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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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调研、客户反馈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培养学生
认真细致的工作态度和对数据结果精益求精的精神。
实训周的理论基础主要是 “酒店概论”、“景区概论”、

四、校企合作是培养学生“工匠精神”的重
要方式

“旅游数据统计与分析技术”、“旅游市场营销” 等课

培养和塑造学生的“工匠精神”，单靠高职院校的

程。 在实训周中，学生还需要在教师的指导下学习并

努力是无法完全实现的。 高职院校虽拥有仿真的软、

掌握利用网络爬虫软件从互联网提取旅游行业所需

硬件条件，但虚拟的企业毕竟不是真正的企业 ，它的

的旅游信息的方法， 这些信息主要包括游客对景区

虚拟运营只能是短期的，也不具备企业生产经营中的

（酒店、旅游路线）的点评、旅行者的微博数据等等；学

全部真实环境，更缺乏浓浓的企业文化。 “工匠精神”的

会使用中文分词软件（ICTCLAS 分词系统）对上述资

培养， 要靠长期工作实践积累， 还要靠企业文化的熏

讯进行分词，找出游客感兴趣的热点和对旅游产品评

陶。 开展校企合作，让学生去企业实习，感受企业文化，

价的情感分类，从于掌握为旅游企业的新品开发和决

是提高学生职业素养，培养“工匠精神”的重要方式。

策提供数据支持的技能，为从事旅游企业数据分工作
打下基础。 实训周安排具体如表 1 所示。
表 1 实训周时间及工作任务安排表
序号

时间

工作任务

近几年，我院与国内某大型旅游电商企业进行合
作， 探索学生进企业顶岗实习时提升其职业素养的
方法。
（一）“企业文化”熏陶学生
这家公司在其企业文化展示厅设立了一面“笑脸

1

第一天上午 火狐浏览器及其爬虫插件学习

2

第一天上午

3

第二天上午 旅游资讯数据库的建立

（该公司独有的职位， 主要负责本部门员工的思想工

4

使用火狐浏览器及其爬虫插件提取所需数据
第二天上午
数据存入设计好的数据库

作以及实习生的生活工作安排）带到展示厅，进行入

5

第三天上午 学习 ICTCLAS 分词系统的使用

6
7

第三天上午 利用 ICTCLAS 分 词系 统 和相 关 数据 分 析软 件 分析 游 客
对某景区（酒店、线路）的好恶和企业需改进的地方以及
第四天上午 对设计新线路的建议

8

第四天上午 根据相关分析数据，每组撰写不少于 3 000 字的报告

9

第五天上午 数据库的整理和备份，养成良好的工作习惯

学习各大旅游电商网站的显示数据格式 ，并确定本小组
数据提取的网站

墙”， 上面是历年优秀员工的笑脸照以及优秀事迹介
绍， 新入职的员工和实习生都会被本部门的 “政委”

职前教育，学习优秀员工的事迹。 公司还定期印发企
业内部期刊和报纸，报道各部门员工的先进事迹。 每
年都要进行户外拉练，培养员工吃苦耐劳的精神和不
达目的不罢休的意志品质。
（二）“质量优秀奖”勉励学生
公司的质检部门定期抽检员工和实习生的服务

在整个实训周开展过程中 ， 我们坚持小班化教

技能，评选出“每月服务之星”进行奖励。 部门的“政

学，每天都会配齐足够的指导教师进行巡视 ，负责技

委”定期检查实习生宿舍，将宿舍的整洁程度列入业

术指导，检查任务完成的进度和数据的准确度 ，关注

绩考核。 公司每年安排优秀员工和其父母一起参加

每一个小组，并对有困难的小组进行个别辅导 ，保证

“我和父母一起去旅游”的活动。 这些措施极大地勉励

每个小组都能高质量地完成任务，杜绝数据造假和粗

了学生，使他们认识到要不断加强服务技能和提高服

制滥造的数据。

务质量，对工作要精益求精。

通过一周的实训，虽然不可能立即塑造出学生的

（三）“打开上升通道”激励学生

“工匠精神”，但实训周结束后，学生在完成专业课程

这家企业的基层和中层管理职位对实习生完全

作业时态度明显比实训前更认真，作业的正确率也有

放开，从不按资排辈。 服务能力突出、服务质量优秀、

所提高。 可见，实训周的开展对培养学生认真的工作

团队合作精神强的实习生，在实习结束后完全可以通

态度和对产品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收到了潜移默

过竞聘走上基层和中层管理岗位。 与该企业合作几年

化的效果。 当然，实训周虽然模拟了企业的工作环境

来，我校平均每年有 5 名实习生在实习结束后走上了

和工作流程，但毕竟只是仿真，不能完全取代企业实

公司的管理岗位。 打开上升通道，激发了学生的工作

习。 所以，还需要进行校企合作，让学生进入企业，进

热情，也促使学生养成对工作认真负责 、对质量精益

行顶岗实习，接受企业文化的熏陶。

求精、对技能追求完美的职业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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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ultiva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Craftsman Spir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de in China"
WANG Xin-yu
（Nanjing Institute of Tourism & Hospitality, Nanjing Jiangsu 211100, China ）

Abstract: To transform China from a "big manufacturing country" to a "strong manufacturing country" . Accordingly, "craftsman spirit" is
needed.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takes the responsibility of training technical personnel, so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craftsman spirit
must be paid attention to. Of course, the task is rather difficult and cannot be completed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This paper proposes
some methods of training students' craftsman spirit by combining the teaching practice ,and focuses on how to apply training week and
college-enterprise cooperation to cultivating and shaping students' craftsman spirit.
Key words: Made in China;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craftsman spirit; college-enterprise cooperation; training wee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