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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ays to carry out labor edu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clude setting up labor courses, professional 
characteristic training, labor practice week and participating in social practice, so as to cultivate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to establish good labor values and help them form effective labor behavior habits. Focusing on the 
achievement of labor education objectiv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key factors affecting the achievement of labor 
education objectives, and constructs a comprehensive intervention and quality monitoring system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of "credit + learning point, dynamic project, multi-dimensional synchronization 
and platform support"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from the aspects of basic path, practical operation and control 
platform, Finally achieve the goal of labo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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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开展高职院校劳动教育的方式包括开设劳动课程、专业特色实训、劳动实践周、参加社会实践等，培养高职院

校大学生树立良好的劳动价值观念，助力养成有效的劳动行为习惯。本文围绕劳动教育目标的达成分析影响劳

动教育目标达成的关键要素，从基本路径、实践运行、管控平台方面，构建高职院校“学分+学点、动态项目、

多维同步、平台支撑”新时代高职劳动教育综合干预与质量监测体系，通过各个要素建设实施方案的达成，最

终实现劳动教育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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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目前，有关于高职院校为大学生开设劳动教育的

相关研究，大多集中在对高职大学生劳动观形态的研

究
[1]
，如何开设相关课程和相关活动项目的研究，以

及宏观层面的相关系统研究等方面。然而相对于理论

层面，则缺乏专项、系统、深入的有关研究，对高职

劳动教育的效果如何保证质量的研究，以及劳动教育

质量监测环节的专项研究，这些研究类型的成果数量

均较少
[2]
。 

在此，本研究团队首次提出对劳动教育质量监测

的操作方法，将“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相结合

的相关实施路径和有关成果，在深挖平台建设的内

涵、外延、硬件、软件建设等方面均具有一定前沿性；

本研究团队以新的视角，对劳动教育质量监测服务于

人才培养运行机制、提升高职大学生综合素养等进行

了有效探索。 

2.新时代高职劳动教育研究现状及存在问题 

虽然当前关于开展大学生劳动教育的研究进行

得如火如荼，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丰富多样，但不足

之处也相对比较明显。例如，国内有关劳动观教育的

方法和载体创新的研究还很少，对国外研究成果和经

验的借鉴也比较少，导致目前国内高职劳动教育相关

概念尚没有系统的明确界定
[3]
，而且在理论层面上，

对高职大学生劳动教育进行专项系统研究的成果数

量一直比较少
[4,5]

。 

本研究团队首先对高职大学生进行劳动教育过

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梳理，并根据梳理出的问

题，进一步基本理清了对高职劳动教育的开展有影响

作用的因素，初步构建出高职劳动教育的目标，并制

定了相关标准。再通过运行中出现的新问题，继续对

国内高等职业院校劳动教育现状进行广泛调研，进一

步找准核心问题。 

3.高职劳动教育综合干预与质量监测研究 

在前期找到高职劳动教育开展的核心问题的基

础上，本研究团队通过调查接受相关劳动教育的学生

们对核心问题的反馈，进一步修改系统实施方案，明

确学生对劳动教育的核心诉求，找准核心问题改进目

标。通过调研、中期数据平台分析，进一步改进标准，

提升劳动教育质量。 

3.1 建立“学分+学点”劳动教育人才培养方
案 

国家职业教育规划中明确提出，“探索建立适应

弹性学习、学分制和主辅修制的教学管理制度”。各

高职院校除了通过正常人才培养方案中的实施计划，

开设进行的专业实习、实训、见习、实验等教学安排

之外，还可在各种课程的授课内容中融入工匠精神、

职业素养、职业认同、职业价值、核心素养养成等既

属于课程思政，又属于劳动教育的专题教育内容，并

设置开设课时要求不少于 20 学时，配套设置相应“学

分”；另外，还可结合高职大学生的校内劳动实践周

进行劳动专项教育，在课余时间、周末、小长假、寒

暑假等假期期间开展社会实践活动等，并配套设置相

应的“学点”，以促使各高职院校的大学生们将劳动

行为习惯有效养成
[6]
。 

首先，通过探索构建高职院校劳动教育质量指标

体系，来探索劳动教育的弹性学习机制，以“学分+

学点”的配比来完善人才培养方案，并纳入对学生毕

业的要求。并在劳动教育的具体教学实施过程中，利

用“教务教学”平台+“到梦空间”平台的协同作

用，建立实时数据的监测、预警和改进等的综合评价、

监测系统。 

其中的“学分”，即根据各学科、各专业的不同

特点，以及各自不同的育人目标，将劳动教育有机融

入各种课程的教学实践之中，将劳动教育的学习成效

融入到学生的“修学分”过程当中。一方面，在开发

劳动教育相关课程的过程中，可以采用阶梯式的方法

来设计能力目标，例如以服务性劳动与创新创业项

目、生产劳动与创新创业项目等，项目化阶梯递进式

的课程，学生完成课程目标即可获得学分。另一方面，

可以设置限定选修课，例如日常生活劳动技术及创新

课程、服务性劳动与创新创业课程、生产劳动与创新

创业课程等，完成课程学习通过考核后，即可给予学

生相应学分。 

所谓“学点”，即结合“到梦空间”平台，定期

或不定期地设计并发布劳动教育活动项目，并做到形

式多样、动态管理，高职大学生们通过自主选择感兴

趣的活动项目，线下参与活动，可以大大提高活动参

与率、完成率与好评率，完成效果也更佳，最后或通

过学生之间的互评，或由指导教师根据学生参与活动

的情况打分，学生即可获得相应学点。通过完成有关

课程的学习，及相应活动项目的参与，学生可以获得

相应的“学分+学点”，即可全方位考核学生综合的

劳动素质能力。 

3.2 构建劳动教育线上管理平台 

根据教育部《关于建立职业院校教学工作诊断与

改进制度的通知》要求，高职院校要积极推进“高等

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采集与管理平台”

(简称“状态数据平台”)的建设和运用，本研究团队

应用 DM 技术，借助“教务管理平台”和“第二课堂

管理平台”，发挥其在宏观管理、教学改革、质量提

升、年度报告、用户画像中的基础性作用。在此背景

和基础之上，进一步协同实现劳动教育管理的制度

化、规范化和标准化，有效促进了人才培养质量的不

断提升。这些效果都是通过深挖以上各平台的硬件、

软件、内涵、外延来共同实现的。高职院校还可以通

过网络管理系统云存储的大数据，监测各门课程进展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volume 634

338

和各种项目的动态，并能及时做出调整，合理化时间

分布情况，还可以监测学生劳动时长，以及跟踪学生

对评价的反馈情况等。 

3.3 完善劳动教育质量监测体系 

质量监测模型的设计是基于“PDCA 循环”、

“SWOT 分析模型”、“质量改进螺旋”等先进的质量

管理理论。本研究团队通过横向调研、纵向比对，开

展研讨制订监测标准
[7-9]

，以“策划—实施—检查—

改进”为实现的工作循环，确定劳动教育具体项目的

教学目标、设计质量标准、制定教学计划、组织教学

项目资源、实施实践教学，并通过平台数据分析、学

习效果总结、改善人才培养方案，及相关标准的制定。

进行过程化监测，监测发现问题时能及时预警，再通

过问题的反馈、改进，进一步优化标准和计划，优化

实施方案，从而构建起质量监控基本流程，保障劳动

教育开展的效果与质量
[10]

。 

而对质量监测实施路径的构建，需要理清质量监

测内部质量体系架构基本要素的内涵、内外部关系和

运行机制原理等内容。本研究团队从具体劳动教育项

目的劳动目标、劳动标准、机制体制、实施途径、实

施效果等多个维度进行监控
[11]

，通过运行-反馈，构

建“需求库”+“动态项目”，以“劳动时长”+“多

种类型”+“劳动成果评价”，作为评价指标，以保

证劳动教育的质量可以得到稳步提升。同时，明晰项

目实施各方“权责利”的关系，构建相互协同的有效

工作机制；建立课程教学资源——动态项目需求库；

构建劳动教育实践场所，满足多样化劳动实践需求；

完善评价、反馈、激励等配套机制，综合各个方面，

最终可以收获相对完善的高职劳动教育质量监测体

系。 

3.4 构建劳动教育实施路径 

首先，构建“学分+学点、动态项目、多维同步、

平台支撑”体系的具体实施路径，需要基于相对完善

的管理平台，以过程化监测和及时预警的运行机制，

及时动态改进劳动教育的目标和标准，进而改进高职

劳动教育项目实施方案，即可形成监测闭环。其次，

以构建高职劳动教育质量指标为目的进行探索的弹

性学习制度，以“学分+学点”的运行机制，完善高

职院校各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并纳入对学生毕业条

件的要求之一。最后，建立高职劳动教育课程相对完

善的教学体系，形成“学分”基础劳动教育课程、

“学分”专业技能型劳动教育课程、“学分”劳动教

育选修课程，以及“学点”项目劳动教育课程等，这

样才能使得层层递进的高职院校劳动教育课程体系，

最终真正形成劳动教育学分体系、课程体系、考核体

系等较完善的系统。 

动态项目一般需要根据劳动教育的“能力目标—

类别统筹—项目匹配”来进行制定。这需要以高职大

学生的长远发展需求为标准，来构建劳动教育项目的

动态需求库，通过“六横三纵”的分阶段课程及动态

项目供给，精准对接高职大学生的能力提升。以“劳

动时长”+“多种类型”+“劳动成果”等多维的形

式，依托“教务教学”平台+“到梦空间”平台，建

立相应模块的对应管理平台，进行实时数据的监测、

预警和改进的管理系统。 

4.劳动教育综合干预与质量监测创新之处 

4.1 研究视角的创新 

本研究团队从高职劳动教育工作开展中的综合

实施、反馈干预和质量监测等全视角切入，全面、系

统地考察分析了高职院校开展劳动教育的现状、体系

构建、培养路径、实施方法等方面，目前普遍存在的

问题，这在相关研究中属于较为新颖的研究体系与研

究结果。 

4.2 硏究方法的创新 

本研究团队一方面选择了定量研究的方法，这适

合从宏观层面进行大规模调查和预测；同时还选择了

质性研究的方法，则是可以通过与高职大学生的高频

互动，了解他们对所接受劳动教育的看法、想法和感

受，同时对其劳动观的“质”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全面

的把握。两种方法相结合，更能够比较真实、客观、

有效地展示出高职大学生的劳动观和高职院校开展

劳动教育的现状，为提出针对高职大学生劳动教育的

对策，提供了非常有参考价值的依据。 

4.3 硏究内容的创新 

本研究团队首次提出了“第一课堂”与“第二

课堂”相结合的高职劳动教育相关实施路径，并取得

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一系列的成果在深挖平台建设的

内涵、外延、硬件、软件建设等方面均具有较好的前

沿性；并以新的视角对劳动教育质量监测服务于人才

培养运行机制、提升高职大学生综合素养等方面，均

进行了深入探索。 

5.结语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社会背景下，高职教育起到

了为未来经济建设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艰巨任务。

因此，高职院校创新劳动能力素质的教育教学，决定

了高职大学生是否能够具备可持续发展的综合能力

和内生动力。 

本研究团队开发的管理平台，可以以“中心经

营”的模式推广到其他相关高职院校共用。该项目还

将为其他开展劳动教育的高职院校提供可选择的模

式和具体对策，具有广阔的推广空间，帮助各高职院

校开展劳动教育的工作以适应新变化、解决新问题、

把握新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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