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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the cultiv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professional consciousness,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professional
ability, we can improve their professional accomplish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make them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employers, and improve the employment rate of college students. Through the cultiv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psychological quality and innovative ability, they can become innovative people with the potential of
entrepreneurship.

Keywords: Professional accomplishment, Employability, Innovative consciousness, Entrepreneu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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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通过对大学生职业意识、职业知识、职业能力的培养，提高大学生的职业素养，使之适合用人单位的要求，提

高大学生的就业率。通过对大学生心理素质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使之成为创新型人，具备创业的潜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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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代大学生尤其城市出生的基本都是独生子女，

由于长期在家庭的爱护、保护下生活，养成了很多不

良习惯，难以适应社会的要求，又遇到大学扩招带来

的就业难问题，很多大学生无所是从，有的干脆重新

回到父母的怀抱，靠啃老生活。从学生的实习单位访

谈得到的信息，普遍反映现在的大学生职业素养低，

沟通能力差，不能适应用人单位的要求。有些单位反

映“我们缺人，而且正在招人，有适合的大学生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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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要，但是能达到我们要求的不多”。这个说明了

我们对大学生的培养出现了问题，与社会和企业的人

才需求出现了脱节，只重视了学生专业知识的培养，

忽略了专业技能的培养，尤其是缺乏职业素养的培

养。这就要求我们在大学里就开始对大学生的职业素

养进行培养，养成一个良好的学习、生活、工作习惯。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者也”，我们不能简单的

停留在授业这个层面，而是要全方位的进行。而且这

方面的工作不能等到学生大四快找工作了才突击进

行，而是从大学生进入大学的第一天就开始，经过四

年不间断的培养，那么职业素养已经得到培养的学生

一定会适应社会和用人单位的需求，他们的就业不会

再难。职业素养的培养包括：职业意识，职业知识、

职业能力三个方面的培养。

2. 大学生职业意识培养

培养目标是使学生不仅掌握知识与技能，同时具

备职业意识所要求的核心内容：公平正直、敬业爱岗、

团结协作、诚信负责、自律、自信、自强不息。从大

一入学开始，这项培养工作就可以有计划的开展。在

入学教育的时候，这些方面的内容都要给学生讲到，

包括一些名人传记、成功案例都要推荐给学生课外阅

读。而且这方面的工作要制度化，例如每周固定一天

下午，由辅导员或班主任老师专门进行这方面学习和

讲座。有时也可以在辅导员、班主任老师的主持下，

邀请企业或其他社会人事来给学生做这方面的报告，

学校从经费上给与支持。在学校的组织下，鼓励学生

参加各种班级、年级或者院系活动，让学生真正参与

进去，在活动中加强互动、协作。这些方面也可以制

度化，例如每月固定一天在辅导员、班主任的带领下

参加社会活动，尤其是公益活动，学生必须参加，不

得缺席，学校给与一定经费支持，学生在这些活动中，

学习到团结、协作、互助、吃苦耐劳等精神。对学生

的日常生活进行管理，例如对学生宿舍的 6s 管理，

让学生学会整理、整顿、清扫、清洁、素养、安全的

准则，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这些习惯带到工作中，

就是良好的工作习惯。学生在宿舍里可以分工互相管

理，例如有人负责管卫生，监督大家搞好宿舍和个人

卫生；有人负责管学习，监督大家按时到课，按时自

习；有人负责管理生活，监督大家打开水、洗碗等。

在这些日常小事的管理中，学生自然而然的学习到了

公平、正直、负责、自律等好的品德和管理能力。这

些工作长期坚持下去，潜移默化，到学生参加工作的

时候，职业意识已经培养出来了，到工作单位适应很

快，很容易的就融入集体、融入工作。

3. 大学生职业知识培养

职业知识可以分为专业知识和通用知识，专业知

识指劳动者具备从事某项职业活动所要求的特殊知

识和技能，通用知识包括经济管理知识、社会文化知

识。对大学生职业知识的培养体现课程设计中减少专

业必修课，拓宽专业基础，增加经济、管理、人文、

社科、艺术等选修课程门类和课时，突出能力培养，

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经济、管理课程的设置注重以

市场需求为导向，树立“大管理”理念，通过融合和

创新管理类学科知识，满足市场经济浪潮中快速崛起

的各种企业的需求。培养学生应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工

商企业经营实践中所需要的发现问题、捕捉商机、开

拓进取、团结协作、提升业绩等市场意识和创新精神。

教学内容应以实用性知识为主，强调针对性，争取做

到学即能用，适当补充企业管理实务中新出现问题的

研讨专题课，使毕业生具有更强的适应能力。

4. 大学生职业能力培养

4.1. 沟通能力培养

现代复合型人才要求有良好的沟通能力，理解并

真正领悟对方的真实意图，并把自己意义阐述清楚，

是建立良好合作关系的基础。 “听”和“说”同样

重要，要达到好的沟通效果，首先得学会“倾听”。

上课就是教师和学生的沟通过程，学生在这个过程里

要学会“倾听”。首先要注意力集中，专注教师的一

举一动，跟着教师的思维。学会和教师“互动”，对

教师的口头语言和肢体语言都要给与适当的回应。学

会抓住教师讲解的重点，并记录下来形成笔记。这也

是一种职业能力的培养，如果不能有效的记录教师的

讲话要点，以后工作了怎么去理解领导的意图和要点

呢？实际上，掌握了记录要点，一是备忘，好复习。

二是抓要点并记录本身就是一种能力，而且这种能力

是很多职业必备的。比如办公室主任、甚至总经理助

理等，都需要这种能力。在练好“听”的基础上，就

要加强“说”的锻炼和练习。当众表达自己的想法，

很多时候会面临很大的心理压力。教师必须帮助大学

生克服这种压力，让大学生从敢于表达到善于表达。

首先，教师的风格应该诙谐、幽默，这样课堂的氛围

会比较好，大学生在这种氛围下心态得到了放松，不

会那么紧张。第二，教师要善于鼓励和表扬学生，只

要敢站起来回答问题，不管对错都给学生一定的平时

分。第三，多设开放型问题，让学生自由发挥，各抒

己见。甚至可以提前留问题，让大学生下去以团队的

形式准备。学生准备的越充分，胆子就会越大，越敢

当众表达自己。如果就某个问题，设正反两个答案。

让学生分组辩论，效果会更好。

4.2. 执行能力培养

锻炼执行能力的前提，是让学生学会服从。在团

队里面，民主和集中都存在，关键是让学生知道什么

时候民主，什么时候集中— 团队决策以前讲民主，

该说的话说透，该表达的意见畅所欲言，一旦定下来，

就必须执行。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

执行中加强理解，这就是纪律，这就是执行力。服从

是军人的天职，军队铁的纪律也是军队战斗力的体

现。自信心对于执行力也是非常重要的，很多事情本

来有能力做到，但是因为缺乏自信没有勇气去做，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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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很多人错失了宝贵的机会。就像很多大学生在实习

推销员的时候，不敢去敲顾客的门。其实这也是一种

心理障碍，老师一种要鼓励学生去突破。可以组织学

生参加拓展训练，去挑战自己的心理关。拓展训练是

美国训练海军陆战队执行力的方法，源自于二战时

期。当时美国有艘潜艇出事故，很多船员依靠救生圈

漂浮在海面上，等第二天救援人员赶到时，发现已经

有很多人遇难。事后，军方对幸存者进行了调查，结

果非常出人意料，幸运者并不是那些最强壮的人，而

是求生欲望最强烈的，最自信的人。那些最强壮的人

不是死于饥饿，而是死于绝望，通过拓展训练可以培

养学生执行任务的自信、胆略和勇气。胆大、心细、

脸皮厚，是现代开拓性人才的必要条件，胆大指的有

勇气、有魄力；心细指的是严谨、一丝不苟；脸皮厚

指的是指坚强、抗压能力强、抗屈辱能力强。具备了

这些心理素质的人，执行力就得到基本保障。

4.3. 创新能力培养

中国有几千年的教育发展史，其中有一些简单而

朴素的创新能力培养的思想和方法。例如，两千多年

前，在《道德经》中老子提出 “天下万物生于有，

有生于无”的创新思维；孔子提出要“因材施教”以

及“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而不以三隅反，则

不复也”的创新思想。

这说明学生创新的思维就是由课堂上举一反三开

始的，有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不够的，还要试图

找出另外的方法。所以给学生标准答案的方式严重的

限制了学生的思维，破坏了学生的创新能力，虽然标

准化考试能够提高阅卷效率，也看似公平，其实弊大

于利。我们提倡不设标准答案，让学生空间自由发挥，

只要能运用所学知识自圆其说，就给高分。长期用此

方法培养，学生就会打破应试教育带来的思想僵化问

题，敢用所学的所有知识解决问题，而不是用某门课

的知识。或许悟性强的学生遇到苹果落到头上，就像

牛顿一样灵感一闪，万有引力公式就创造出来了。还

要培养学生敢为天下先和敢于承担责任的精神，创新

的难度往往不是创新本身，而是创新带来的风险。只

有敢想、敢干，不惧艰难、不怕失败，创新才会成为

可能。如果 100 种方法里有且只有一种能够成功，那

么失败一次，下一次成功的可能性就大一次。这是是

个简单的概率问题，第一次成功的可能性是 1%，第

二次就是 1/99,第三次是 1/98…,以此类推，99 次失

败了，第一百次肯定成功，创新型的大学生一定要有

这样的信念。

当然，不必要的风险是不能冒的，模仿是创新的

第一步。教会学生善于模仿，善于学习，善于从模仿

中引申而不是抄袭，就教会了学生创新的第一步。师

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只要我们在大学里给学生灌

输了创新的思想，教会了学生创新的方法，加强了学

生创新的胆略，那么，这样的大学生走上了工作岗位

后必是创新型人才，具备创业的潜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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