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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形成“四轮驱动”教师职业成长的支持策略创新

材料一 “四轮驱动”的三教改革材料

（一）四轮驱动的“三教”改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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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南安职专 2021 年推进“三教”改革工作方案

职业教育的教师、教材、教法都是事关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要素，直接关系到学

生的职业知识掌握、职业技能获取、职业素养提升、职业道德养成。“三教”改革的成效决

定了人才培养质量，抓住“三教”改革就抓住了提升学校办学质量的“牛鼻”。为全面提升

我校办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结合我校的实际，特制定我校 2021 年推进“三教”改革工

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

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业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贯彻落实《国

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国发〔2021〕4 号）、《全国职业院校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建设方

案》（教师函〔2021〕4 号）、《教育部关于职业院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订与实施工作的指

导意见》（教职成〔2021〕13 号）、《福建省职业教育改革工作方案》闽教职成〔2021〕22

号）文件精神以及我校《质量品质提升年实施方案》等文件要求，把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摆

在突出位置，深化课程改革，全面推进教师、教材、教法“三教”改革工作。

二、目标要求：

在教师、教材和教法三者之间，教师是教学改革的主体，是“三教”改革的关键；教

材是教学内容改革的载体,教学内容是课程改革的核心；教法（或教学模式）是改革的路径，

教师和教材的改革目标最终要通过教学模式、教学方法与手段的变革去实现。我校 2021 年

全面推进“教师、教材、教法”三教改革工作，要求以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为主线，围绕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健全德技并修、工学结合育人机制，对接国家教学标准，优化专业

人才培养方案，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优化教师能力结构，加强教学研究、创新教学方式、

提升教学能力，推动我校办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的全面提升。

三、工作措施：

（一） 以课程思政为切入点，推进“三教”改革。

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形成构建以课程思政为切入点，以立德树人为核心，以基层

党支部建设、师德师风建设、校园文化建设为支撑，着力推进“三全育人”改革，切实把

思政育人贯穿于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形成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格局，积

极主动地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思政”元素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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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课堂，做到教好书、育好人的格局。

1、转变教师观念。改变以往对思政课程的认识，充分做好新时期从“思政课程”到“课

程思政”的观念转变。既要充分发挥思政课教师的核心作用，也要充分发挥其他所有课程

教师的育人价值。要求所有教学活动都要肩负起立德树人的功能，强调全体教师都应承担

起立德育人的职责，要牢固确立责任担当意识，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2、挖掘思政资源。深入发掘各类课程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资源，要根据不同专业人才

培养特点和专业能力素质要求，科学合理设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思政课为核心，人文通

识课为补充，专业课程突出实践创新精神，踏实严谨、耐心专注、吃苦耐劳、追求卓越等

优秀品质思政资源进行内容的组织。

3、融入课程教学。各门课程都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全面落实到质量标准、课

堂教学、实践教学和第二课堂等全过程，传播爱党、爱国、积极向上的正能量，培养科学

精神、工匠精神等。一是专业课上积极挖掘思政元素，结合培养方案，设计专业课程；二

是关注时事，及时将时事信息融入课程教学中；三是探索如何推动课程思政常态化以及评

价体系的构建；四是各专业老师将专业教育融入课程思政内容，实现良好的隐性教育。

（二） 以校企合作为平台，推进“三教”改革。

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探索形成产业、行业、企业、职业、专业“五业联动”的

发展模式，推动学校与行业企业合作共建、共享人才、共用资源，形成命运共同体，支持

企业深度参与教师能力建设和资源配置，建立学校优秀教师与产业导师相结合的“双师”

结构创新团队。

1、师资团队融合。推进专业建设“双导师”机制建设。组建各专业建设的“双导师”

团队即教学专家和企业专家团队，开展双导师参与专业建设的系列活动。打造大师工作室、

名师工作室、专业领航团队、技术创新团队、专业技术服务团队建设。

2、教材资源融合。坚持职业面向，着力素养提升，深化教材建设改革。教材采取选用

和校本相结合的模式，在基础科目选用国规教材前提下，专业技能科目采取动态更新措施，

校企合作，将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纳入教学内容，编写校本教材，建立动态

化、立体化的教材和教学资源体系。

3、校企双育融合。开展多种形式的教学工作交流活动，组织各类工作坊、教学沙龙、

讲座等活动，广泛交流教学经验、共同探讨教学问题，实现校园文化和企业文化的“无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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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接，使校企双育机制在校园落地生根。

（三）以教科研为引领，推进“三教”改革。

学校坚持服务引领，加强校本教研，构筑教师专业成长绿色通道。以教育引导，教研

支撑，紧紧抓住课程改革的有利时机，开展以有效教学为核心的校本研修，推进教材及教

学资源建设，推动教学模式教学方法的创新。

1、加强教师的培训与培养。抓好新教师的培养工作，坚持新老组合的“师徒结对”制

度，选定师德高尚、富有教学经验的老教师担任指导教师，给予新教师具体的帮助、指导，

使新教师尽快成熟成长；做好青年教师的专业培训活动，促进青年教师的专业业务能力；

加强现代化教学技术的培训和应用，要求教师能根据学科特点和具体教学要求，自觉运用

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手段辅助教学，进一步推动教师的信息化教学培养。

2、组织课程的研讨与开发。加强各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的研读，继续做好春秋两

季期初教学研讨会工作，邀请全省各学科骨干教师到校指导交流；引入教学专家名师讲堂，

支持教师承担教学发展专项研究，促进教师将科研成果运用于课堂教学和实训教学，建设

教师跨专业教学交流平台；重点开发建设了一批紧跟发展、着眼改革、紧贴需求、着重对

接、紧扣职业素养特色的校本教材及及相应教学资源；做好课题申报，做实课题研究过程

管理等等一系列活动，进一步助推教师教科研等方面业务素质的全面提升。

3、推动模式的改革与创新。

继续推动信息化条件下基于“一包三表”的项目导向教学模式改革，开展项目教学、

案例教学、场景教学等多种教学模式。将企业的生产过程和生产环境融入教学过程，将企

业生产案例转换为教学案例，全面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应用信息技术创新教学模式，专

任教师能够熟练使用信息技术、数字资源开展常态化教学。

（四）以教育信息化为手段，推进“三教”改革。

根据《福建省示范性现代职业院校建设工程实施方案》、《南安职专“质量品质提升年”

工作方案》等文件的要求，学校继续深化内部管理改革力度，坚持把“职业化、规范化、

信息化、特色化”贯穿到整个职业教育的全过程。并以此为基础，以提高效益为核心，以

全员参与、全方位运用为目标，坚持多措并行，积极推广我校的信息化应用，助力推进我

校教育信息化应用水平。

1、加强教师信息化应用推广。有计划地组织以信息化应用推广为主体的现代教育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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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努力培养一批高效运用信息技术的教师队伍，打造一支具有深度研发能力的骨干教

师队伍，建立一支技术一流的网络管理队伍。鼓励教师参与信息化课题研究。将信息技术

与各种学习活动紧密结合，促进信息技术与学科相融合。继续组织信息化比赛，以赛促练

形成氛围。并以此为基础，形成选拔机制，选派教师参加各级各类信息化比赛，促进教师

积极参加全国、全省职业院校教师信息化教学大赛。

2、完善资源信息化平台整合。加大资源建设力度，通过校本开发、校企联合研发、购

买服务等方式，增加“公共基础课”和“专业技能课”，充实试题库，开发和制作教学过程

“微课”视频等课程项目所需的 “一包三表”数字化资源。通过搭建“大数据”资源管理

平台实现教师之间“云端”共享，建立起灵活、可自定义的教学平台，使之成为一个网络

化、数字化、智能化新型教育、学习、实训、进修、管理和研发平台。

3、推进基于信息化模式改革。学校创新教学模式，推进“基于信息化的一包三表项目

教学”模式的改革，优化教学设计和教学过程。加强信息素养的培育。强调全校教师利用

信息技术开课要达到总课时 80%以上。80%以上课程开展混合式教学，确保专任教师能够熟

练使用信息技术、数字资源开展常态化教学。

四、实施措施

（一）准备阶段（2021年1-2月）

成立“推进三教改革”工作机构，初步制定工作实施方案，召开会议研究分析确定实

施方案；组织召开相关处室负责人工作会议，安排制定各项工作实施计划。

（二）实施阶段（2021年2-12月）

召开学校2021年全面推进“三教”改革工作部署动员大会，全面安排“三教”改革工

作的各项工作，各部门按照实施方案制定计划并加强对各项工作的检查督导，确保各项工

作落到实处；按照各自职能分工加强对所辖工作做好工作安排，实施过程性管理，对推进

“三教”改革工作做出阶段性工作质量总结。

（三）总结阶段（2020年1月）

为突出质量第一的主导思想，确保年终总结的真实性，对2021年全面推进“三教”改

革各项主要工作进行汇总、梳理、总结，组织各部门讨论并形成活动的成效，对活动存在

的问题，讨论应对的措施，同时对活动中做出突出表现的给予肯定与表彰。

五、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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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织保障

1、学校成立“推进‘三教’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全面领导“三教”改革工作的组织

实施。

南安职专 2021 年推进“三教”改革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林晓丹

副 组 长：吕文都 黄文辉 傅梅红 侯江淮 李桂阳 尤金姑

成 员： 林勇新 刘友嘉 薛志兴 尤华平 冯燕珍

林耀阳 黄文波 王泗平 郑凤玲

2、“三教”改革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工作组，主要由教务处负责，主要负责学校“三教”

改革工作具体实施方案和配套政策的拟定，组织、协调并督促试点工作的具体实施，保证

“三教”改革工作顺利开展。

“三教”改革工作小组

组 长: 侯江淮

副组长:林勇新 尤华平 薛志兴 林耀阳

成 员：刘友嘉 冯燕珍 黄文波

各专业科组长、教研组长

（二）资金绩效保障

根据《福建省教育厅关于印发〈福建省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考核办法（试行）〉的通

知》和《南安职业中专学校评优评先办法》《南安职业中专学校绩效考核实施办法》抓好

检查督促、年度考核、问责工作；按学校财经制度和示范校年度资金安排足额提供活动经

费，保障各项活动有序开展和取得实效。

福建省南安职业中专学校

2021 年 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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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南安职专 2021 年“三教”改革工作总结

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业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贯彻落实《国家

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国发〔2021〕4 号）、《福建省职业教育改革工作方案》闽教职成

〔2021〕22 号）文件精神，按照学校校《2021 年推进“三教”改革工作方案》要求，我校

深入开展教师、教材、教法三教改革，围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健全德技并修、工学

结合育人机制，对接国家教学标准，优化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优化教

师能力结构，加强教学研究、创新教学方式、提升教学能力，推动了我校办学质量和人才

培养质量的全面提升。下面将本年度我校开展“三教”改革工作总结如下：

一、成立改革领导机构:

学校成立了以校长为组长的“ ‘三教’改革工作领导小组”，领导组全面领导“三教”

改革工作的组织实施。下设工作组，由分管教学副校长担任组长，组员主要由教学部门考

务处、教研室、实训处 5 位主副主任负责，主要负责“三教”改革工作具体实施方案和配

套制度的拟定，组织、协调并督促试点工作的具体实施，保证我校“三教”改革工作顺利

开展。

二、改革主要工作：

1、以课程思政为切入点，以立德树人为核心，以基层党支部建设、师德师风建设、校

园文化建设为支撑，转变教师观念、挖掘思政资源、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到了

质量标准、课堂教学、实践教学和第二课堂等全过程。

2、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推进专业建设“双导师”机制建设，加强大师工作室、

名师工作室、专业领航团队、技术创新团队、专业技术服务团队建设，与企业合作共建校

本教材。

3、加强教师培训、培养和教育教学研究，组织课程的研讨与开发，推动教学模式的改

革与创新。

4、加强信息化建设，整合信息资源，推进基于信息化的教学模式改革，积极参加信息

化比赛。

三、取得的成绩:

1、打造 11 个教师创新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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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推进三教改革工作方案，以学科主题确定领航人，以创新理念选择团队成员，以

活动出成效为目标邀请专家加入，学校创建管理等 11 个教师创新领航团队。通过一年来各

团队的系列活动，各团队成员取得了很丰硕的成绩，共形成教学管理及学科创新系列活动

91 个成果。

2021 年南安职专创新团队一览表

序号
专业

（学科方向）
领航人 团队成员名单

指导专

家名单

1 管理 林晓丹
吕文都、黄文辉、侯江淮、李桂

阳、尤金姑
陈观诚

2 语文 李桂阳 陈祈蓉、傅紫清、洪丽巧 游金水

3 数学 侯江淮 刘友嘉、傅贵平、许彬玲 郭科文

4 计算机 王泗平 黄觉红、薛志兴、李锦、黄华明
赖文昭

苏碧辉

5 机械 许明聪
尤华平、王文朴、邱贤哲、池传

兴、黄建伟、洪志颖、

黄江波

曹先强

6 电子 冯燕珍 林耀阳、黄文波、董银花
方张龙

张珉豪

7 会计 庄柳敏 戴艺明、陈秀珠、黄珍密
詹朝阳

李德榕

8 电子商务 林勇新 黄丹丹、傅强
黄挺顺

黄德宏

9 学前(音乐) 杨智鸿 李一鸣、曾龙凤
李晓琼

吴春榕

10 美术 刘湘南 李文玲、林映钰
何 靖

苏立勇

11 烹饪 黄文荣 刘文举、吴家伦
胡艺忠

许民强

2、开发 6本校本教材

随着泉州区域经济的发展，企业技术的不断更新、产业模式的不断变更与转型，依据

岗位需求新变化，调整更新教学内容，将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纳入教学标准，

校企合作开发各专业技能实训指导教材，以及开发以立德树人为根本要求，融入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深化人文教育，培养人文情操通识教材。开发的 6本特色校本教材《控铣床

编程与操作加工》、《单片机应用技术》、《基础会计》、《影视后期制作实训指导》、《闽菜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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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教学集锦》和《经典诵读》。截止目前，学校已开发 52 本校本教材。

（1）6本特色校本教材图片

（2）南安职专本校本教材一览表（52 本）

南安职业中专学校校本教材一览表

序号 校 本 教 材 编写人

1 《数控车床加工》校本教材 尤华平 许明聪 池传兴

2 《机械零件的识图与测绘》校本教材 郑连福 王文朴 邱贤哲

3 《PRO/ENGINEER wildfire5.0》校本教材 黄中卿

4 《数控铣床（加工中心）操作实训》指导书 尤华平

5 《数控车加工》实训指导书 雷火炼

6 《工业产品设计（inventor）基础强化与项目指导》 邱贤哲

7 《C51 单片机》 董银花

8 电子线路实训指导（模拟电路部分） 王许烈

9 电子线路（模拟电路部分） 王许烈

10 《PLC 应用技术》 冯燕珍

11 《单片机应用技术》 董银花

12 《会计综合实训》 戴艺明

13 企业财务会计业务实训指导书 陈秀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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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会计综合实训 李雁凌

15 《FLASH 动画角色绘制实训指导书》 吴啊丽

16 二维动画项目综合实训指导 王爱清

17 动画造型技术实训指导 吴啊丽

18 3DMAX 三维动画制作实训指导 黄钊伟

19 运动规律设计实训指导 黄华明

20 动画场景设计实训指导 黄瑜蓉

21 MAYA 动画技术实训指导 黄婉阳

22 《ILLUSTRATOR 综合实训指导》 李锦

23 《影视后期制作实训指导》 黄觉红

24 《AE After Effects》 黄觉红

25 《计算机组装与维护》 黄觉红

26 《闽菜案例教学集锦》 黄文荣

27 《中西点制作技术》 黄文荣参编

28 《烹饪专业实践菜谱》 刘文举

29 机械知识培训 赵世限 苏志伟

30 数控加工技术培训 黄中卿 苏志伟

31 财经基础知识 戴艺明 黄超元

32 育婴师

33 保育员

34 烘培短期培训 黄文荣 添家伦

35 电子商务 傅强

36 烹饪热菜实训 刘文举 陈信男

37 维修电工（初级） 陈德恩 吴云流 高群东

38 维修电工（中级） 陈德恩 王许烈 黄文波

39 Word Excel PPT 实例教程 2010 黄华明

40 战胜 PhotoShop 必做练习 李锦 黄华明

41 数控铣床编程与操作加工 黄中卿 黄建伟 林丹阳

42 单片机应用技术 董银花 林贵宝 黄春集

43 基础会计 戴艺明及会计组 11 人

44 影视后期制作实训指导 黄觉红 李锦

45 《心理健康教育》 尤金姑副主编

46 《普通话训练手册》 黄夏景

47 《经典诵读》

48 《硬笔楷书校本教程》 刘湘南

49 学业水平考试（语文学科）校本培训资料《选文汇编》

50 学测（语文学科）校本《语文复习指导用书》

51 中职语文通识教材 陈祈蓉

52 2500 常用汉字书写与注音 刘湘南 黄夏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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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创新多种教学模式

继续推动我校教学成果奖——信息化条件下基于“一包三表”的项目导向教学模式改

革，开展项目教学、混合式教学等多种教学模式。将企业生产案例转换为教学案例，与企

业联合开展实训周活动，总结形成多个改革与创新经典案例。

（1）《信息化条件下基于“一包三表”的项目导向教学模式》荣获福建省教学成果奖

二等奖；

（2）《推进项目导向教学，提升学生职业核心素养》--信息化条件下“一包三表”项

目导向教学模式改革典型案例；

（3）9个混合式教学模式案例。

（4）12 个由企业典型生产案例转换学校实训教学案例。

（5）春秋 2次校企联合开展实训教学周活动。将企业的生产过程和生产环境融入教学

过程，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

4、开展多项教科研活动

（1）13 个省级、1个泉州市级、3个县级教学改革课题结题或立项。

（2）15 篇教学改革 CN 级论文发表；10 篇参加福建省职业教育优秀论文评选获奖论文；

33 篇教学论文选入南安市职业教育技术中心论文汇编。

（3）11 堂教学改革示范公开课，突出了 2021 年南安市教学公开周的“培养学生核心

素养，提高课堂有效教学”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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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课题结题证书（图片）

5、提高师生信息化应用水平。

（1）教师的信息化教学水平较大提升。

教师参加 2021 年福建省教师教学能力比赛，2组选手进省赛第 2轮，获得省赛二等奖

2项，三等奖 2项。通过参加比赛，提升教师信息化教学应用能力及理论水平，参赛老师发

表基于信息化教学模式改革论文 3篇。5年来参加各级信息化教学大赛，硕果累累。

信息化教学大赛、教学能力比赛国赛奖状



269

教学能力比赛获奖证书

全国信息化教学说课比赛奖状

（2）学生学习能力素质提升

学校深化“互联网+教学”的改革模式，教学方法更加新颖，多媒体教学、微课教学、

电子白板教学等多种信息技术为支撑的现代化教学为课堂带来了无限生机。呈现知识的方

式变得多种多样，学生的学习体验也得到了优化，学习兴趣倍增。同时通过多方位展现动

态和静态的知识点，学生学习、理解的效率也得以提高，学生学习能力大大提升。

四、问题与思考

在推进 2021 年三教改革，进一步加强了学校师资队伍建设，加强课程改革，推进教学

模式改革，在各个领域虽取得了不少荣誉与成绩，但对学校的长期发展，仍须思考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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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课程思政问题。除了原来的思政课程，需考虑加强其他课程思政的融入，更好地落

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2、信息化教学资源的开发与应用问题，如何建立长效更新机制，确保资源应用的常态

化。

3、校企合作问题，如何建立产教融合的机制，而不是简单的校企合作。

4、“1+x”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试点工作，如何满足学生多元化专业技能的需求，复合型

人才培养机制的建立。

思考:

1、加强“三全育人”改革，树立立德树人观念，切实把思政育人贯穿于教育教学的各

个环节，承担起立德育人的职责，勇于担当责任意识。

2、建立长效机制，打破专业藩篱、整合资源、共建共享，提升专任教师教学能力和教

学质量。

3、进一步拓宽专业建设与课程改革思路，建设模块课程。加强企业调研，开发更多更

好的校本教材。

4、密切产教整合，校企合作，更多地做好教学与工作环境的实践，更直接、更有效促

进学生专业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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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二

“三教”改革在数控专业建设中的体现

十八大以来，为贯彻党中央关于职业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贯彻落实

福建省职业教育改革工作方案等文件精神，我校深入开展教师、教材、教法三教改革，围

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健全德技并修、工学结合育人机制，对接国家教学标准，优化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优化教师能力结构，加强教学研究、创新教学方

式、提升教学能力，推动了我校办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的全面提升。其中我校拳头专业

—数控技术应用专业在专业建设中“三教”改革体现尤为明显。下面将几年来“三教”改

革在数控专业建设中的体现小结如下：

一、三教改革工作

1、以课程思政为切入点，以立德树人为核心，以基层党支部建设、师德师风建设、校

园文化建设为支撑，转变教师观念、挖掘思政资源、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到了

质量标准、课堂教学、实践教学和第二课堂等全过程。

师德师风建设动员大会 专题讲座《当个好老师，为国家培养人才》

读书分享会 身边人说身边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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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德讲座《尚德修身、抚爱育人》 师德讲座

洪志颖《身边人说身边事》 师德讲座《中职教师工作压力与自我调适》

2、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推进专业建设“双导师”机制建设，加强大师工作室、

名师工作室、专业领航团队、技术创新团队、专业技术服务团队建设，与企业合作共建校

本教材。

(1)双导师机制建设

专业建设专家指导委员会暨双导师合影 数控双导师教学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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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双导师教学研讨会 2017 年双导师教学研讨座谈会

2018 年双导师教学研讨 2020 年双导师教学研讨

(2)大师工作室建设

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数控车、铣） 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维修电工）

工作室活动 工作室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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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名师（大师）荣誉证书（数控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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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校企合作共建校本教材

(4) 校企合作课程资源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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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强教师培训、培养和教育教学研究，组织课程的研讨与开发，推动教学模式的改

革与创新。

（1）新教师培训（部分图片）

新入职教师宣誓

“新老帮带”签约仪式

新教师业务培训 新教师教学能力比赛

（2）双师型教师企业实践（部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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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明聪企业实践图片 邱贤哲企业实践图片 陈家跃企业实践图片

企业实践图片 企业实践图片 企业实践图片

（3）教师业务提升培训（部分图片）

双师型骨干省级培训 泉州信息学院进行师资培训

广州教学软件培训 专业骨干省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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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干教师厦门培训 假期校内业务培训

（4）校企合作课程研讨（部分图片）

（5）教科研活动（部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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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教学模式创新：基于 “一包三表”项目导向教学模式

我校基于 “一包三表”项目导向教学模式率先在数控专业作改革，改革实验成功，《中

国职业技术教育》曾于 2015 年第 17 期对我校此教学模式做过专版推介。我校此教学模式

先后在省级和市级的教育教学改革成果交流会上进行交流，且通过 1 次“厦漳泉三地市公

开教学活动”、2次“泉州市公开教学活动”和 2次“南安市公开教学活动”向兄弟学校展

示我校的改革成果，均获得兄弟学校的好评，并在 2017 年获评福建省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福建省教育教学改革成果交流 泉州市教育教学改革成果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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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职业技术教育》专版推介 2017 年福建省教学成果二等奖

4、加强信息化建设，整合信息资源，推进基于信息化的教学模式改革，积极参加信息

化比赛。

（1）信息化培训

（2）信息化教学研讨、教学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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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改革取得的成效:

1、师资队伍水平实现质的飞跃

近几年，通过各种校本培训、企业实践、高校培训和企业引进，本专业的师资队伍水平实现了质的

飞跃。目前，共有专任教师 26人，

多名教师获评各级各类的荣誉称号。本专业科并于 2016 年先后获评为泉州市“工人先锋号”和福建省

“五一先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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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专业科获评福建省“五一先锋号”

机械专业科名师能手汇总表

名称 人数/人

全国技术能手 1

全国优秀指导教师 5

福建省技术能手 2

泉州市技术能手 2

泉州工匠 2

泉州高层次人才 2

泉州技能大师 2

南安技能大师 2

南安工匠 1

全国技术能手证书 福建省技术能手证书

全国优秀指导老师证书

2.人才培养的质量显著提高

本专业建设一直坚持四对接：专业培养目标对接企业人才需求；课程内容对接职业标准，课程方法

对接工作过程，课程评价对接职业素养。通过重构课程内容、改革教学模式、改革评价模式等方法，不

断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本专业连续 11 年代表福建省参加全国职

业院校技能大赛，硕果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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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参加技能大赛获奖情况统计

赛项名称 级别 奖项 人次

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

现代制造技术类

全国

（27 人次）

一等奖 6

二等奖 5

三等奖 16

福建省

（120 人次）

一等奖 35

二等奖 50

三等奖 35

第 44 届世界技能大赛 福建省选拔赛
第 3 名 1

第 4 名 1

第 7 届全国数控技能大赛
福建省选拔赛 第 2 名 1

全国选拔赛 第 18 名 1

第 45 届世界技能大赛福建省选拔赛 福建省选拔赛
第 3 名 2

第 6 名 1

第 7 届全国数控技能大赛 福建省选拔赛
第 2 名 1

第 7 名 1

3.校企合作深度加深，对外服务能力显著提升。

积极参加各种职业教育集团和行业协会，着力构建资源共享渠道，着力与企业创建人才培养新模

式，先后与嘉泰股份科技有限公司、福建群峰机械有限公司联合探索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更是大

幅提升专业教学质量。

本专业近三年完满承办三届福建省职业技能大赛、三届泉州市职业技能大赛。同时，依托实训基地

及职业技能鉴定站，面向行业、企业培训企业员工，采取“迎企入校、送教入企”形式，实现校企优势

互补。近 5年，总共为社会培训 10000多人次，鉴定 5000多人次。

泉州市智能制造职业院校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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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机械教学委员会

现代学徒制拜师（嘉泰数控） 师傅授课现场（嘉泰数控）

现代学徒制拜师（群峰机械） 师傅授课现场（群峰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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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形成“招、引、转、培、用、带”教师培养模式创新

材料一

福建省南安职业中专学校文件
南职综[2017] 5 号

★

南安职业中专学校师资队伍建设五年规划

(2017 年-2021 年)

教师是教育的主体,组建设一支质量优良、结构合理、技能突出、师德高尚的师资队伍

是不断提高学校教学、科研和学术水平的关键，关系学校的兴衰成败，关系学校发展的重

要工程，是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根据国家和省教育主管部门关于中职学校师资队伍建

设要求，结合我校师资队伍建设现况以及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的需要，特制定南安职业

中专学校 2016-2020 年师资队伍建设五年规划。

一、指导思想和建设目标

师资队伍建设的目标是，发展与建设适应中职教育规模和科研工作、产学研结合需要

的师资队伍，组建学科发展对各类人才需求的学术梯队。贯彻落实中央提高中等职业学校

教师素质的相关文件精神，结合省市教育主管部门关于建设中等职业学校师资队伍的要求，

以《教师法》和《职业教育法》为依据，以全面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为中心，以培养中

青年学科带头人和骨干教师为重点，坚持依法治教、深化改革、调整结构，内涵发展的方

针，遵循开放、创新、精干、高效的原则，建立促进教师资源合理配置与开发利用和优秀

人才成长的有效机制，建立一支师德高尚、素质优良、结构优化、富有活力的师资队伍。

二、学校师资队伍现状

学校历来重视师资队伍建设，相继出台了《南安职业中专学校教职工业务培训、进修

管理办法》、《南安职业中专学校青年教师培养制度》等制度，从制度上保证、经济上支

持，统筹协调，分步实施，深入推进学校教师队伍建设工作，经过几年来的努力，学校师

资整体水平有很大的提升。尽管我校的师资队伍建设取得很大的进步，但从学校长远的发

展角度来看，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主要体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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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师资队伍结构有等进一步优化。从学校目前整体师资来看，文化课和专业课老师的

比例有待进一步优化，专业课教师特别是在编专业课教师还有一定的欠缺。同时，专业教

师在各专业中的分布也不是十分科学合理。

2.高学术水平带头人数量偏少，部分学科各层次人才梯队不尽合理。

3.专业教师的引进缺乏政策支持，师资培训经费相对紧张，师资队伍的建设和培训还

不能完全做到经常化和常规化。

4.个别教师科研水平和教学能力相对较差，团结协作共同攻关的团队精神有待加强。

三、具体建设目标

1.建立和完善校本培训、教研的制度、途径和方法；

2.强化师德建设，建立一支乐于奉献、积极反思、合作研究、群体优化的教师队伍；

3.加强教师教育教学能力、教育科研能力的培训，提高教师的专业水平和动手能力；

4.重视青年骨干教师、教学能手、学科带头人的培训，培养一支具有一定数量的省级

以上的骨干教师队伍，以点带面，促进学校师资整体素质提高；

5.根据各专业建设的要求，抓好以专业学科带头人为核心的学术梯队建设，形成一个

教学、科研、学术水平高的学术梯队；

6.实施教师学历提升计划，通过培训培养，不断提高我校教师的学历层次，力争到 2021

年专任教师本科学历达到 100%，硕士以上学历的比例达到 12%，专业教师“双师型”达到

90%。

四、师资队伍建设措施

1.引进必须的专业人才，提高增强师资水平。

积极协调，择优引进人才。根据我校师资情况，主要是在政策及当地政府大力支持下

引进部分在编专业技术教师，以及在师资力量相对薄弱的学科补充高水平的中青年学术骨

干，使人才梯队结构更科学合理。

2.加强培训，提升师资内涵。

提倡教师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崇尚爱岗敬业、乐于奉献、为人师表、

教书育人的精神，通过教师技能竞赛和学生专业技能竞赛等各种方式建设业务精湛、团结

协作、学风正派、勇于实践的教师队伍。

3.加强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培养，带动全员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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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实行新老帮扶制度，除安排本校教育教学能力强、业务精的教师外，同时聘请行

业、企业的一些经验丰富和专业能力高的人员，组成各专业专业建设专家咨询指导委员会，

定期到校指导师生的专业技能和实践操作。多提供学习深造的机会，资助培养对象进行提

高学历层次，更新知识结构的研修深造，多提供参加一些专业学术交流活动的机会。同时，

通过教师自已的竞赛及指导学生参加专业技能竞赛，多压重担，促使他们在实践中增长才

干。

对确定为学校各专业重点培养对象应定期考核，动态管理。建立培养对象的业绩档案，

强化过程管理。

学校每年拨款用于资助培养对象的培训进修、深造提高，教育教学研究和改革实验，

成果奖励等。

4.规范管理制度，健全评估机制。

为保证师资队伍建设规划总体目标的实现，学校对培训的组织过程实行制度化管理，

对教师参加校本培训的时间、要求、考核等应作具体的规定，建立相应的制度办法。

成立以校长为第一责任人，分级负责管理的师资建设领导小组。领导小组承担督促教

师、指导教师参加各类教育培训和研修，组织多种形式的校本研修活动。

针对学校教师的特点，密切关注学校师资发展中的不平衡问题，加大指导力度，对教

师教育提出规范化的管理要求，对教师教育的质量予以监控，形成严格的考评机制。

落实保障机制，建立与人事制度改革相配套、教师自我发展、自我提高的运行机制。

积极探索内部管理体制，增强教师自我发展的内驱力；完善参加培训与教师职务聘任，续

聘挂钩的激励、制约机制，逐步形成人员能进能出，职务能上能下、待遇能升能降，优秀

人才能够脱颖而出、充满生机的用人机制；加大经费投入，做到专款专用，保障师训工作

的开展。

5.健全激励机制、调动教师的积极性。

深化分配制度改革、按劳分配、优劳优酬，稳定学术骨干、吸引高层次人才，奖励做

出突出贡献的教师。严格考核机制，以考定绩、以绩定岗、以岗定薪、优胜劣汰，不断吸

引和补充高质量人才充实到教师队伍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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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南安职业中专学校

2017年 3 月 2日

材料二 “双师型”建设工程工作材料

（一）2020 年工作安排

福建省南安职业中专学校文件
南职综[2020] 1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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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双师型”建设工程实施培养方案》

工作安排

为切实加强“双师型” 教师队伍建设，努力提高中、青年教师的技术应用能力和实

践教学能力，以满足学校以就业为导向，强化技能型和实践性教学要求。根据我校师资的

实际情况和专业发展需要，特制订 2020 年度“双师型” 教师队伍建设工作安排，各专业

科组根据现有专任教师数量、目前已符合“双师型”教师标准的人员情况和年度“双师型”

人才培养数量、内容和具体措施，报学校汇总审定后组织实施。根据“双师型”教师的具

体要求，可以结合实际采取以下措施:

1.组织教师参加国家组织的本专业相关的各类职业资格、行业资格和职称资格的考试、

评审。

2.应充分利用学校资源进行“双师型”人才培养，鼓励教师从事项目研发、教学设施

建设，通过科研、社会服务、技术开发等方式带动一批教师参与社会实践和科研开发工作，

提高教师的实践能力。

3.重视教师到企业进行专业实践锻炼，顶岗实习，提高专业技术素质和实践经验，以

及其它提高实践教学能力的方式。

4.选派专业教师到企业进行挂职锻炼。

附表：南安职业中专学校 2020 年度“双师型”培训安排

教研组 集中培训时间 备注

计算机 2020.5.6-6.1

电脑美术 2020.7.3-7.25

学前教育 2020.8.2-8.23

财经 2020.8.24-9.24

机械 2020.10.12-－11.10

电子 2020.11.1－11.22

烹饪 2020.11.23-12.15

注：1.请各科组长将报名参加培训的老师于 3月 13 日前报送至教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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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培训时间为安排时间期间的每周六、日，严格按照上课时间考勤，请各位老师

准时参加。

3.如遇其它情况需更改时间将另行通知。

南安职业中专学校

2020 年 3 月 9 日

（二）2021 年工作安排

福建省南安职业中专学校文件
南职综[2021] 1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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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双师型”建设工程实施培养方案》

工作安排

为切实加强“双师型” 教师队伍建设，努力提高中、青年教师的技术应用能力和实

践教学能力，以满足学校以就业为导向，强化技能型和实践性教学要求。根据我校师资的

实际情况和专业发展需要，特制订 2021 年度“双师型” 教师队伍建设工作安排，各专业

科组根据现有专任教师数量、目前已符合“双师型”教师标准的人员情况和年度“双师型”

人才培养数量、内容和具体措施，报学校汇总审定后组织实施。根据“双师型”教师的具

体要求，可以结合实际采取以下措施:

1.组织教师参加国家组织的本专业相关的各类职业资格、行业资格和职称资格的考试、

评审。

2.应充分利用学校资源进行“双师型”人才培养，鼓励教师从事项目研发、教学设施

建设，通过科研、社会服务、技术开发等方式带动一批教师参与社会实践和科研开发工作，

提高教师的实践能力。

3.重视教师到企业进行专业实践锻炼，顶岗实习，提高专业技术素质和实践经验，以

及其它提高实践教学能力的方式。

4.选派专业教师到企业进行挂职锻炼。

附表：南安职业中专学校 2021 年度“双师型”培训安排

教研组 集中培训时间 备注

计算机 2021.5.7-6.3

电脑美术 2021.7.3-27.25

学前教育 2021.8.2-8.23

财经 2021.8.24-9.24

机械 2021.10.12-11.10

电子 2021.10.9-11.20

烹饪 2021.11.12-12.13

注：1.请各科组长将报名参加培训的老师于 3月 15 日前报送至教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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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培训时间为安排时间期间的每周六、日，严格按照上课时间考勤，请各位老师

准时参加。

3.如遇其它情况需更改时间将另行通知。

南安职业中专学校

2021 年 3 月 11 日

材料三

开展《给教师的建议》读后感分享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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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快教育事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和《南安市全

面提升教育质量三年行动方案》等文件精神，有效落实校长专业标准要求，提高校长队伍

专业领导力，打造一支学习型的教师团队，南安职专在 2019－2020新学期开展了 “校长三

带”系列活动。8月 26日上午，南安职专在实训中心二楼报告厅举行了《给教师的建议》读

后感分享活动,本次活动由南安职专工会尤主席主持。

为促进全体教职工积极参与活动，本次活动分为 12个小组，从每个小组现场随机抽取

1位老师上台分享感言，并进行现场评分，对获得前 7名的小组进行奖励。通过此次分享

活动，老师们体会到了苏霍林姆林斯基教育思想具有的时代性和先进性。教师要平等对待

每个学生，作为教师要广泛地阅读，多彩的课外活动也是培养学习兴趣的有效途径。书中

的建议和劝告看似浅显，实际上却能解决我们教师经常遇到的问题。南安职专校长林晓丹

最后进行了点评，并结合学校的工作实际从教育思想点滴、致未来的教师、读后感悟等几

个方面分享自己对《给教师的建议》的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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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代表分享感言

校长点评 分享感言

据悉，南安职专将在新学期连续开展读书分享活动、职教讲坛、骨干教师专题讲座、

教学计划进度集体研讨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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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四

福建省南安职业中专学校文件
南职研〔2020〕13 号

★

南安职专 2020-2021 学年度新老帮带方案

各位老师：

为推进师资队伍建设，帮助新教师迅速成长，促进学校的可持续发展，经校务会研究，

决定在 2020-2021 学年度安排骨干教师对部分青年教师进行帮带，现将有关工作安排如下，

请遵照执行。

一、指导教师、科目安排

被指导青年教师 55 名，指导教师 55 名，具体名单见附件 1。

二、工作要求

结对帮带的指导老师和青年老师签订《“师带徒”协议书》，帮带时间为 1年。

（一）教育教学新老帮工作要求

1．指导老师方面

（1）每学期初与青年教师共同制定培养行动计划。

（2）每学期听青年教师至少 6 节课。听课后及时反馈,并做好听课记录。听课记录经

当天值日行政签名后复印，1份交教务处，1份交教研室。

（3）每周与青年教师共同备课至少 1次，重点指导青年教师的教案设计、教材处理、

课堂结构、组织教学和教学反思、公开课等。

（4）每学期末就学期帮带工作进行专题总结，总结材料提交教研室。

2.青年教师方面

（1）每学期初与指导教师共同制定、撰写培养行动计划，并及时将计划提交教研室。

（2）每 2周至少听指导教师 1节课，碰到教学问题和难题及时求教。

（3）每周与指导老师共同备课至少 1次，主动约定时间并负责撰写备课活动记录。

（二）学生管理新老帮工作要求

1．指导老师方面

（1）每学期初与青年教师共同制定培养行动计划。

（2）每学期听青年教师至少 6节主题班会课。听课后及时反馈,并做好听课记录。

（3）每周与青年教师交流学生管理至少 1次，重点指导青年教师的班团队建设、班级

布置、家校联系、学生思想转化工作等。

（4）每学期末就学期帮带工作进行专题总结，总结材料提交教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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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青年教师方面

（1）每学期初与指导教师共同制定、撰写培养行动计划，并及时将计划提交教研室。

（2）每周与指导老师交流学生管理至少 1次，主动约定时间并负责撰写备课活动记录。

福建省南安职业中专学校

2020 年 9 月 1 日

附件 1新老帮带名单

附件 2 师带徒协议书

附件 3学生管理新老师徒结对方案

附件 4 新老帮带工作计划

附件 5 新老帮带活动记录

附件 6 新老帮带活动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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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五

开展校长“三带”之新教师岗位培训活动

根据《南安市教育局关于开展中小学校长（幼儿园园长）“带教师、带教研、带教学”
专业练兵活动的通知》精神（南教综【2021】87号）， 为了尽快提高新教师的专业素养

和教学能力，促进新进教师更快、更好地发展，南安职专于第 10、第 11周开展校长“三带”
之新教师岗位培训活动。此次培训活动由南安职专教研室牵头组织，面向近两年招聘的新

老师 29人，培训活动设计了教学能力、信息化运用、教育学心理学等专题，并开展了新教

师教学技能比赛, 培训前后历时 2周,
本次活动于 11月 10日上午在照华楼一楼报告厅举行了培训开班仪式，侯江淮副校长

对教学常规提出要求与希望，傅梅红副校长介绍本次培训内容安排并提出培训期待，吕文

都书记作强调讲话。开班仪式由傅梅红副校长主持。10日上午学校邀请了福建省晋江职业

中专学校正高级讲师，福建省特级教师，福建职教省级名师，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

究所特聘研究员吕子微老师作《突出学科特点，彰显职教特色－中职教学设计浅析》专题

讲座。10日下午，南安职专教研室薛志兴副主任、教务处林勇新主任分别作了《信息化工

具应用》、《新教师如何执行好教学常规的几点思考》的专题讲座。最后在实训中心三楼

微机室五开展了全体新教师在无网络、无教参、无手机的“三无”状态下电子教案编写比赛，

比赛现场抽题，时间为 1个小时。

新教师岗位培训已成为南安职专的一个传统专业练兵项目，它是摇篮，推动着新进教

师茁壮成长；它是契机，促进新教师不断提高业务水平；它是动力，激励新教师始终保持

积极探究的精神!相信，通过学校的用心培养和新教师自身的不懈努力，他们一定会快速成

为南安职专教师队伍中合格的一员。

据悉，南安职专外聘新教师通过学校平台的锻炼和磨砺之后，每年都有 2-3位不等的

新老师通过统一招考进入 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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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探索出愿景+平台结合的教师成长规律创新

一、实施六项师资建设工程

1.师德师能锻造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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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业（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培养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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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名师（大师）造就工程



303

4.“双师型”建设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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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青蓝”培育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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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教科研强校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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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搭建四个培养平台

1.建立产教实践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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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构筑校本培训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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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依托教学教研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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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构建竞赛指导平台



310

三、双导师制引领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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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设一支“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知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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