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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raftsman spirit embodies a kind of professional spirit. Talking about craftsman spirit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vocational education naturally. Pharmaceutical vocational educ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raining skilled talents needed by pharmaceutical related industries. In training 
pharmaceutical skilled talents,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cultivation of craftsman spirit. 
This paper expounds that the integration of craftsman spirit into "order training" is an important way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harmaceutical human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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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工匠精神的药学职业教育“订单培养”模式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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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工匠精神体现了一种职业精神，谈工匠精神自然离不开职业教育。药学的职业教育担

负着培养药品相关产业所需技能型人才的重要角色，在培养药学技能型人才时更应注重工匠

精神的培育。本文在分析了“订单班”现状的基础上，阐述了在“订单培养”中融入工匠精

神是提高药学人力资源素质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工匠精神;药学;职业教育;订单培养模式. 

1. 前言    

工匠精神被誉为职业教育的灵魂，它是职业院校学生必备的素养。鉴于药学专业的特殊性，

更是要高度重视对学生工匠精神的培育。《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要加快建成适应行业特点的

院校教育，是医学人才培养培训体系的重中之重。当前社会对药学人才的需求呈上升趋势，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订单培养”应运而生。目前，我国职业教育的“订单式”培养可谓是

遍地开花，比如江苏省有“职教南北合作”、天津市依托行业办学的职教改革试验、“宁波

模式”等。但是由于专业性质的差异及地域不同，订单培养也应各具特色。国外职业教育发

展的经验也给了我们启示，比如德国“双元制”职业培训模式、美国社区学院、澳大利亚的

“TAFE”模式、日本“产、学、研”人才培养模式［1］。中国企业缺乏的不是专业技术，而

是工匠精神，如何激发从业人员的工匠精神？本课题从真实的案例出发，就这一问题展开深

入研究，将学生工匠精神的培育与“订单培养”有机结合，以期提升药学技能型人才的整体

职业素养。 

697Copyright © 2019, the Authors.  Published by Atlantis Press. 
This is an open access article under the CC BY-NC license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2018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Education Reform and Social Sciences (ERSS 2018)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ASSEHR), volume 300



 

2. 对象与研究方法 

2.1. 调查对象 

滨州职业学院2018级药学专业订单班全体同学。 

2.2. 调查方法 

调查方法包括问卷调查和访谈调查。调研内容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1)对工匠精神的认

知;(2)对专业的认知及就业意向；(3) 学习的动机。本次问卷调查设计了在线问卷，被调查

者59人，问卷全部有效。 

2.3. 统计学分析 

采用加权平均及百分比描述进行分析。 

3. 现状调查与分析 

3.1. 对工匠精神的认知 

为了客观地了解药学订单班学生对工匠精神的认知程度，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显示，从对

工匠精神的认知角度来看，仅27%的同学能够对工匠精神有一定了解；72%的同学能意识到工

匠精神的重要性；有51%的同学把工匠精神等同于对工作无私奉献的精神；其中50%的同学认

为学校对工匠精神的宣传有待加强；42%的同学认为学校实训场地及设施还不能满足上课所需；

60%以上的同学认为学校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渗透专业课程教学、实践活

动、实习实训、校企合作及思想政治教育；超过70%的同学认为课堂教学和专业课程渗透有助

于工匠精神的培育。这表明，药学订单班学生还没有完全理解工匠精神的内涵，但是对工匠

精神的重要性有着较统一的认识。同时，该调查还表明，需要加强药学职业教育中工匠精神

的孵化和养成。 

3.2. 对专业的认知及就业意向 

学生专业的认知度决定了在校的成绩及将来的就业，专业认知度高的人才毕业后更容易受企

业青睐［2］。本调查显示，36%的同学报考时并不了解自己的专业情况；仅有21%的同学喜欢

自己所学专业；50%以上的同学因为方便就业和家人的意见而选择了本专业；高达68%的同学

想过转专业；职业生涯的规划调查显示41%的同学会寻求机会改行。这表明，订单班同学对自

己专业的认知度和认同度偏低，订单班同学思想波动的原因或许是因为对专业还不够了解。 

3.3. 学习的动机 

调查发现，对于学习激励作用最强的两项因素是就业导向和自我发展（见图1）； 在业余时

间的利用调查中显示，高达64%的同学课余时间用来上网娱乐（见图2）；68%的同学表示制定

过学习计划但是坚持不到最后（见图3）。这说明订单班学生学习动力有待提高，学习过程的

自我监督能力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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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影响学习动机的因素 

 

 
图2.课余时间利用情况 

 

 
图3.学习计划制定情况 

4. 对策与建议 

4.1. 在教学活动中融入工匠精神 

吴秋桃[3]等通过一年的课程融入工匠精神培育，使得学生课程平均成绩均高于对照组，不及

格人数大幅降低，该研究为其他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设计和修订提供参考。将工匠精神融入

到教学活动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基于工作岗位和技术过程设计课程。以工作岗位和

技术理论为驱动进行组织教学，把岗位职责与课堂知识进行有机融合；二、开展第二课堂活

动。基于专业特点组织相关的职业活动，不定期举办专题讲座，邀请优秀的“工匠”向学生

宣讲工匠精神，第二课堂的开展即可以充分利用学生的课余时间又极大的丰富了学生的课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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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三、赛教联通。技能大赛在技能型人才的培养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也是工匠

精神的试金石。以赛促学，精益求精，一批批新的“工匠”在技能大赛的舞台上不断的脱颖

而出，最大限度的激发了学生学习专业技能的兴趣和积极性。 

4.2. 促进校企合作深度与广度 

校企合作不能仅仅流于形式，止于文件。“订单培养”是以就业为导向的，“订单班”学生具

双重的身份，他们既是学校的在校大学生，同时又是企业的学徒工。在“订单培养”中，学

校与企业各司其职，学校在订单培养过程中必须坚持职业技能培训与理论学习“两手抓，两

手硬”，确保学生入学时即实习相同步。同时提高企业的参与度，坚持工学结合。我们可从

以下几个方面促进校企合作的广度与深度：一、与企业专家共同开发课程。邀请企业师傅走

进课堂，为学生面对面传授工作一线所需的知识和经验，保证课程能力培养方向与岗位零距

离対接；二、充分利用企业现场实训条件。加大校企联合建设实训基地的力度，以弥补校内

实训基地配套设施陈旧、短缺等不足，满足学生培训的需要；三、将校企文化深度融合[4]。

企业文化侧重于爱岗敬业、团队合作及创新意识等职业操守，更能体现工匠精神的精髓，企

业文化的优势不亚于技术能力。校企文化的深度融合有助于培养学生严谨的工作态度，能把

岗位上最平凡、最简单的事情做好；四、建立多方评价机制。改变传统的“以成绩论英雄”

的考核方式，将企业带教师傅的意见纳入考核评价。在学生的考核评价中加入可以展现工匠

精神风貌的实操案例。 

4.3. 加强学生的思想引导教育 

在思想上，鼓励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职业素养和行为，深刻理解工匠精神的内涵，积极培养

实践工匠精神的意识。为促进学生良好职业素养的形成，学校注重引导学生：一、在传承中

创新工匠精神。工匠精神并不是按部就班，摒弃因循守旧，在传承的基础弘扬工匠精神，传

承与创新的并存。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工匠精神也要与时俱进，在执着中革新，体现职业

教育的当代价值；二、在思想上培育工匠精神的价值观。一种精神的培育和养成非一朝一夕，

学生的“工匠意识”不能仅仅停留在工作时，需要把它融入到日常的点点滴滴中，植根于学

生的行为习惯之中，让“匠心之花”在各个领域绽放出耀眼的光彩。 

5. 结论  

通过本课题的研究，将进一步完善药学“订单培养”中的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把工匠

精神潜移默化的融合到学生的养成教育中，为培养出一流的“药学工匠”建立保障机制、激

励机制和评价机制，实现教学效果最大化，充分调动学校、企业和学生三方的积极性，真正

实现“三方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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