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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Humanistic quality education is the foundation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Strengthening humanistic quality educ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higher education reform in china. Engineering students' comprehensive quality promotion also 

determines the level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of China, All this requires Vocational College of engineering students have 

a good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accomplishment. Besides, pay more attention to cultivate their humanistic quality to meet the needs 

of soci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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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加强高职院校理工科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必要性

和有效途径 
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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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文素质教育是大学教育之根本，加强人文素质教育已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理工科学生综

合素质的提升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高低，这一切都要求高职院校理工科学生除了具备良好的专业知识与素

养外，更应该重视培养自身的人文素质，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本文试图从分析我国高职院校理工科学生的人文素质现状入手，阐

述加强高职院校理工科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必要性和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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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当前，高等职业教育的重要目标是培养“下得去、用得

上、留得住、上手快”的生产、经营、服务第一线高级应用

性专门人才。对我国而言，高职院校理工科学生综合素质

的提升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高低。

因此，这要求高职院校理工科学生除了具备良好的专业知

识与素养外，更应该重视培养自身的人文素质，以适应社

会发展的需要。但实际上，许多高职理工科院校只把培养

学生的技术作为终极目标，而忽视了对学生的人文素质教

育。再加之受其他诸多因素的影响，势必会影响到学生的

全面发展。如何使学校和学生对人文素质教育有一个清晰

的认识，如何积极探索并采取有效措施改进人文素质教育，

已成为高职理工科院校所面临的刻不容缓的任务。 

2．高职院校理工科学生人文素质现状不容乐观 

近些年,在对理工科学生实施素质教育的过程中，高职

院校注意加强了对学生人文素质的教育和培养，在进行人

文素质教育的过程当中，也确实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从现

状看，在高职理工科专业中，仍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重技能、

轻人文，重专业、轻基础，重智育、轻德育的倾向，学生

人文素质的教育和培养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忽略。不少理

工科学生基本的应用文不会写，写文章时错别字连篇。他

们专业技能不错，但人文精神缺失，他们关注物质，急功

近利。他们进入社会以后，由于人文修养的缺乏，存在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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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诸如无法正确处理和同事之间的人际关系、无法及时适

应进入社会以后角色转变等的问题，也因此直接导致其社

会适应能力较为低下。另外，当今的物质社会也让学生在

学校所接受的专业教育在不知不觉中带有了复杂的功利色

彩，实用主义和物质化的心态在高职院校理工科学生心中

不断蔓延，导致学生在进入社会以后容易表现出注重眼前

既得利益而缺乏内心人文关怀的心态，对他人、对单位、

对社会缺乏奉献精神，在某种程度上容易丧失个人对自我

和社会责任感。这与高等教育应当培养出德智体美全面发

展的高素质人才的要求是不相符的。 

3．影响高职院校理工科学生人文素质的原因分析  

3.1 社会大环境导致高职理工科学生缺乏人文素质培养意

识 

中国是一个有着优秀传统的国度，但是改革开放以来，

市场经济的逐渐深入，人们关注更多的是经济生活和物质

享受，出现类似的很多“拜金主义”。高等职业院校的教育

是由学生到社会人的一个过度的环境，学生思想没有成熟，

是非的辨别能力还不够明确，高等职业院校的学生又是一

个很敏感的群体，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风吹草动都会对他们

的思想和意识有一定的影响。 

3.2 知识结构不合理导致高职理工科学生文化素养薄弱 

受实用主义思潮的影响，高职院校专业设置往往过紧、

过专，学生缺乏对除自己专业之外的其他专业的了解，这

就导致高职理工科学生普遍人文知识面偏窄，知识结构单

一。尽管部分高职院校也开设了各类人文学科选修课程，

但相对于重头的专业课来说，少量的课时及落后的教学设

备却无法满足学生对人文知识的需要。这样往往导致一些

学生人文知识缺乏，审美情趣偏低，对一些基本的历史文

化知识缺乏了解，对现实世界、现实社会的认识肤浅，还

有一些学生语言文字功底较为薄弱，甚至缺乏基本的对语

言文字的理解与表达能力。 

3.3 学生个人素质导致高职理工科学生缺乏正确的自我认

识 

在高考招生的过程中，高等职业教育被放在最后一批

录取，又由于高等教育的大面积扩招，最终被录取的高等

职业院校的学生的普遍分数较低，甚至有些学院的分数不

到 300 分，虽然分数不是学生人文素质的直接体现，但是

分数的高低多少反映高等职业院校学生的一些问题，如学

习态度不积极，自身的责任感差，沉溺网络，对学习没有

兴趣。高职学生进入学校后普遍缺乏普通本科学生的自信

心和自豪感，特别是一些刚刚升格进入高职高专层次学校，

由于各种原因，常常让学生感到缺乏大学氛围。在这样的

环境中，学生大都觉得没有“上大学”的感觉，而有这种情

绪状态导致的悲观、失望、冷漠等情绪波动，更易导致学

生心理失衡，从而无法正确认识自我，产生深深的自卑感。

在这样的情况下，高职理工科学生的人文素质普遍较低的

现象就可想而知了。 

4．加强高职理工科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有效途径 

4.1 抓好课堂主渠道，构建针对理工科学生的人文教育课

程体系 

构建针对理工科学生合理的人文素质教育的课程体

系，是加强人文素质教育最基本的途径。现阶段高职理工

科学生的人文素质课程主要包括“思想政治教育课”和学校

的各类选修课。除了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积极探

索提高教学质量以外，选修课的开设就成了提高学生人文

素质的重要途径, 因此, 必须构建选修课科学的教学内容

和课程体系。要在高职理工科专业的教学计划中开设几门

覆盖面广、有代表性，能包含文科教育核心内容的必修课

程, 如大学语文、政治经济学、文化科技史等；另外, 还应

开设面向全校的人文素质类公共选修课，起到必修课的补

充和延伸的作用，在其内容上，应强调文、史、哲、艺术

等多学科门类知识的融合，如开设逻辑学、伦理学、心理

学、法学、历史学、公共关系学、应用写作、艺术欣赏等

类课程，规定学生按各自不同专业完成相应的人文素质教

育学分,不断丰富学生的人文知识，提高学生的自身修养，

提升学生的人文境界。 

4.2 在各学科教学过程中渗透人文教育，注重专业渗透和

实践体验 

在专业理论课与专业技能课教学中，高职理工科专业

可尝试将人文教育内容纳入专业培养目标，落实到教学计

划和课程设置之中。因为从现实来看，无论我们怎样看重

人文教育的作用，高职院校学生最关心、花时间和精力最

多的还是专业教育课程，所以如何使人文教育突破学科的

界限，以渗透的方式融进专业教育之中，这也是加强人文

教育的关键。可尝试开设从专业课或专业基础课中分化或

延伸出来的专业文化课，引导专业课教师在专业教育中主

动承载起人文教育的责任。通过在专业教育中渗透人文教

育，可以让学生正确认识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技术与人的

关系，克服技术至上的观点，懂得技术是为人服务的，在

技术服务中也要体现对人的关怀。同时，任何一门自然科

学、专业技术科学都有自己发展的历史，在其发展历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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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透着哲学的思想，体现着杰出的科学家和科学工作者敬

业奉献的精神。挖掘这些学科古今中外科学家的成就、治

学的精神、成才的道路、研究的方法和哲学思想，以他们

为楷模，教育青年一代，也是最好的人文精神教育。 

4.3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发挥教师在人文素质教育中的主

导作用 

教师的一言一行，对学生都可能产生重要的影响。因

此，教师首先要深入认识到人文教育的重要性，坚持以人

为本的理念，树立人才培养中的科学发展观，为每一位学

生的成长，成材负责。职业学院在引进新教师的时候，不

仅要重视应聘人员的专业方面的考核，更重视其人文素质，

如写作能力，交际能力，各方面的人文综合能力。鼓励在

职教师积极进行教学研究，发挥教研室的作用，教研室会

议不仅探讨专业方面的知识，更要探讨强化人文教育的好

方法，取得经验并加以推广。学院要不断组织教师、班主

任、辅导员参加培训，学习和交流经验，提高自身人文素

质和管理水平，建设一支思想素质好、业务水平高、勤奋

敬业、责任心强、热爱学生、有奉献精神的高素质教师、

管理队伍，以其自身的人文素养熏染学生，提高他们的人

文素质。 

4.4 营造健康高雅的校园文化氛围，拓宽人文素质培养途

径 

一方面，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加强人文素质的

培养，有计划地聘请著名科学家、艺术家、社会学家等担

任学校的兼职教授，为学生进行人文社会科学系列讲座与

自然科学讲座；充分利用学生资源，广泛开展各种主题活

动，发挥学生组织在人文素质培养中的作用，通过各种宣

传形式，弘扬良好的人文精神，优化育人环境；加强校园

文化和校风教风学风建设，定期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

另一方面，有计划、有重点地加强校园人文景观的建设，

如历代文化名人的塑像、各种体现人文主题的雕塑建筑等，

既可以美化校园环境，又可以对学生进行历史文化教育和

审美情操的陶冶，间接地提高了学生的人文素质。 

4.5  加强社会实践环节，拓展人文素质培养空间 

多彩的现实生活，也是进行人文教育的最好课堂，因

为在不断涌现出的时代英雄和先进人物身上，都体现着深

刻而富有时代特征的人文精神。因此，学校要有计划、有

目的地组织学生深入社会，深入生活，亲身感知和体验人

文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说，来自社会实践的人文教育，其

深刻性、丰富性和持久性是校园所无法比拟的。 

5．结语 

综上所述，加强高职院校理工科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

对社会、对学校、对学生自己都是十分必要的，在高等职

业教育中应该重视理工科学生人文知识与人文精神的培

养，努力提高其人文素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出

更为优秀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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