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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many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employment-oriented education concept, while the humanistic quality education has gradually been 
marginalized. This thesis bases on the importance of humanistic quality edu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then explores the path of humanistic quality education in order to cultivate 
high-quality talents with all-round development in morality, intelligence, physique and aesthetics 
for the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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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高职教育快速发展，在以就业为导向的教育理念引导下，专业技术教育成为各个

高职院校关注的重点，人文素质教育逐渐边缘化。文章从高职院校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性入

手，进而探析人文素质教育的路径，以期为国家培养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

才。  

1.引言 

教育部在《关于加强高职高专教育人才培养工作的意见》提出：高职高专教育是我国高

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培养拥护党的基本路线，适应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

的，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高等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要求高职院校不仅要培养

学生的专业技能，也要培养学生可持续发展的综合素质。但是，当前许多高职院校的建设重

点往往围绕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实训基地建设，放在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方面，而忽略了

人文素质的发展，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的培养质量。因此，加强高职学生的人文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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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教育，不仅是高职院校面临的重要任务，也是实现学生可持续性发展的关键，是学生全面

发展的必然要求。 

2.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性 

2.1 文化育人是大学的重要职能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大学职能也随之发生改变，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

是为世界公认的现代大学三大职能。在这三大职能中，人才培养是大学最基本的职能，科学

研究与人才培养互为依存、相互促进，而社会服务是大学教育的目的。近年来，文化传承创

新被确定为大学第四大职能。这一职能的提出，既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发

展不可或缺的文化追求。 
高职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对职业教育的不断关注和投入，使高职

教育得到了快速发展，占据了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高职教育承担着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的

社会责任，其培养的人才在国家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有不可取代的作用。因

此，文化传承创新也是高职院校的必然职能。 

2.2 人文素质教育水平是高职教育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高职教育培养的是高素质的技能人才，是普通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结合体，既要体现

高等教育的功能，又承担了“职业”教育的功能。但是因为社会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影响，

高职院校在以就业为导向的理念下，往往以职业教育为主，注重培养学生面向一定职业岗位

群的技术能力。“技术能力”是显性指标，目标明确，效果明显，培养成果更容易显现。 
职业能力的培养固然是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重点，但是，教育的根本是人，而非“器”，

高职教育培养的人才不仅要具备扎实的专业基础，还需要较高的人文素养。技术教育和人文

教育两者需要彼此依赖，互相促进，只有这样，才能满足人才的多元化需求，提升高职学生

的综合素质。单纯强调技术，于高职教育而言，是失败的；而培育出大量的技术“机器”，于

整个社会发展而言，是不利的。正如苹果 CEO 库克在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说道：“我不

担心机器会像人一样思考，相反，我更担心人像机器一样思考，因此我们必须要为技术注入

人性，赋予技术应有的价值。”高职院校在提高学生技术能力的同时，也要注重培养学生的人

文素质，保障学生的质量。 

2.3 有利于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创新 

高等院校是培养人才和文化输出的重要场所，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阵地。在全

球化不断加剧的今天，欧美文化对大学生的影响日益加剧。例如美国，其电影生产总量只占

世界电影总产量的 6％—7％，但是却占据了全球电影总放映时间的一半以上，全世界放映的

电影有 85％出自好莱坞，但美国电影市场上播放外国电影的比例却不足 3％。电影对人思想

意识的影响是无声无息的，比起直观的说教，电影的文化渗透更全面更深入。在各国文化交

流日益频繁的今天，我国大学生深受欧美文化影响，民族精神、民族意识不断淡化，严重影

响了我国文化的传承。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是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家园。能够汲取并利用国外优

秀的文化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坚守民族的文化阵地，传承和弘扬我国优秀的民族文化，

提升我国在世界的文化影响力，已经成为当前刻不容缓的任务。高等院校是青年人才的聚集

地，是弘扬社会文明、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在校园里传承和创新民族文化，增强大学生的

民族文化认同感，不仅是培养人才的必要条件，也是高等院校必须承担的历史责任和时代使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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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文素质教育的改革措施 

3.1 科学设置课程体系 

人文素养的培养是一个长期过程，难以在短期内出显性成效，因此，需要制度上的保障

和政策倾斜。高职院校过度重视高职学生的专业素养培养，在课程设置上充分体现了以专业

为中心的特点，压缩人文素质课程。而课程是教育的主要载体，没有课程，教育便无从谈起。

因此，合理设置课程，明确人文素质课程的重要性，科学安排专业课程和人文素质课程的比

例。高职院校应该将人文素质课程与专业课程并重，将职业素养的培养和人文内涵提升相结

合。 
在课程设置中，在保证必要专业课的基础上，增设人文素质课程。人文素质课程的设置

要与专业相结合，可以根据各个专业的不同特点开设，如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在全校所有专

业中开设，有助于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像唐代小说鉴赏、古诗词鉴赏等课程需要一定的文

学基础，可以在文科类专业开设；理工科类专业的学生相对文科学生而言，文学基础较弱，

可以开设西方电影文化、书法与艺术鉴赏等各种趣味性较为浓厚的课程。合理科学的课程设

置，不仅能够让学生掌握专业的知识和技能，并且能够增加学生的知识面，提升学生的人文

素养和综合素质。 

3.2 采用多样化教学方式 

在传统的课堂中，往往是教师讲、学生听，教师处于绝对主体的地位。这样满堂灌的教

学方式已经无法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而在培养学生的能力效果方面也明显不足。人文精神

不是显性技巧，手把手就可以教会，而是需要学生从内心去感受、去领悟，需要学生以主动

参与者的身份积极思考和领会，被动的灌输无法完成人文思想的传授。因此，课堂教学必须

要重新调整角色，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两者建立合理的互动方式。 
当今社会信息技术发展快速，已经渗透到各个领域。高职学生学习自主性不高，学习能

力不强，在高职课堂，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的改进尤为重要。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把人

文精神的传授和现代技术的采用有机结合起来，利用各种信息教学平台和手段，增加课堂内

容的趣味性；并利用各种教学 APP、多媒体，结合案例教学、情境教学、体验教学等多种教

学方法，活跃课堂气氛，提高学生的课堂参与度，完成人文精神的教学目标。 

3.3 提升教师人文素质水平 

人文精神宽广而深厚，无处不在，与教师的学识经历密切相关。要加强人文教育，提升

教师自身的人文素养至关重要。师资队伍建设是教育的重要保障，教师是传道受业解惑的主

要实施者，其人文素养的高低直接影响教育结果。要对学生进行人文素质的培养，首先要提

高教师的人文素养。当今社会知识更迭速度越来越快，教师要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不断提

高自身修养，更新知识结构，增加人文内涵。高职院校可采用多种方式加强教师的人文教育：

既可以采取全校统一的培训，也可以制定政策，鼓励教师积极参加自主培训；既可以邀请专

家开展专题讲座，也可以创造条件，让教师们互相之间进行交流。 
人文素质的教育不仅是教师课堂上传授的知识本身，也包括教师传授知识的过程。教书

和育人是不可分割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必然会对学生的思想产生影响，言传不如身教，作

为一名教师，对学生有较强的示范作用。教师如能树立良好的教师形象，在一言一行都体现

出人文素养，那么，对学生的榜样力量是显而易见的，教师也才能真正成为人文精神的引领

者和传播者。 

4.结束语 

成功的高职教育不是让学生成为技术机器，而是培养学生成为全面发展的职业人。现代

社会发展，科学技术是桨，人文精神是舵，技术绝不是高职教育的唯一目的。只有技术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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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同抓同建同进，培养同时具备职业技术和人文素养的青年人才，高职院校的教育价值才能

得到最大的体现。 

References 
[1] HANG Guo-ying,WU Fei,WU Shao-xia, On Constructing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Humanistic Quality Edu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vol.7, pp. 68-74, 2011. 

[2] LIU Bo-yu, QIAN Chen, Research on the Pattern of Humanity Quality Edu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Heilongjiang Researches on Higher Education, vol.9, pp. 128-130, 2016. 

[3] ZHOU Jing-xue ,YANG Chang-yong, On the Quality-oriented Education Based on Professions, 
Fudan Education Forum, vol.6, pp. 17-21, 2014. 

 

428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ASSEHR), volume 3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