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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机械专业教育为社会培养出很多高质量的优秀人

才。现阶段，青少年的工匠精神对于国家的工业发展

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当前，我国正由工业大国逐

步迈向工业强国，工业机械行业的优秀人才缺口亟待

填补。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建设知识型、技能

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发扬“工匠精神”，营造出劳

动最光荣的社会文化以及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在工

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各个行业对于专业人才

的质量要求逐渐提高，要求技术型人员精细化、多元

化。在技能型人才培养的过程当中，方向以及内在精

神的塑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对于人才的培育质量，

对此，需要从事职业教育的人员对相关规划给有效的 
落实。

1    工匠精神的简介

1.1    工匠精神的由来

2016 年 3 月，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

明确提出“工匠精神”之后，这一概念就得到了各行各

业的关注。不仅是中职教育重视对学生工匠精神的培

养，社会各行各业都融入了工匠精神的培养。简单来说，

工匠精神体现为能够放下一切，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

当中，精益求精、一丝不苟地完成自己的工作。换言之，

工匠精神就是对工作时刻保持认真的态度，高质量的

完成任务。对于中职院校来说，将工匠精神潜移默化

地渗透在教学中，能够有效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使

教学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为社会培养出更多优秀的

专业人才，为中职院校的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中职教师想要落实课堂中工匠精神的融入，应注重为学

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让学生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

为日后的工作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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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工匠精神融入到中职教学中的重要性
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不仅是对历史的传承，也是为了

更加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现阶段我国正处于迈向工

业强国的关键时期，尤其是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

各行各业的用人需求都提出了更高的标准。中职院校是我

国培养优秀人才的主要阵地，肩负着非常重要的使命，能

够为我国培养出专业、高质量的复合型人才。在这样的背

景下，中职教师应当重视对人才的培养质量，将工匠精神

潜移默化地融入到教学中。但是，在实际的教学中，大部

分的中职院校工匠精神培养开展得并不顺利，课堂教学也

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还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在课堂教

学中，通过对工匠精神的融入可以有效提高中职教师的教

学能力。有效落实教学的精益求精以及教学过程的一丝不

苟，应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可为中

职院校未来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中职机械类专业是中职学校非常重要的一门学科。

在教学中融入工匠精神，能够帮助学生更加了解社会、

适应社会。机械行业的用人需求，有着非常高的标准，

要求员工具备专业的知识以及职业素养。但是，在实际

的教学中，很多教师因为受到传统教育理念的影响，对

于学生的培养缺乏科学性、系统性，导致学生的学习效

果不佳。因此，中职教师在课堂中应当将工匠精神融入

其中，充分发挥出教师的优势以及价值，彰显教师的专

业性，能够更好、更顺利地开展教学工作。在教学的过

程中将工匠精神传递给学生，有助于端正学生的学习态

度并且提升其在未来工作中的职业素养，为学生后续的

职业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让学生能够快速适应社会以

及岗位工作。

2    机械专业课程教学中出现的问题

2.1    工匠精神内涵理解不充分
工匠精神涉及的领域较广，例如职业技能、职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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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以及创新精神等。现阶段的中职教育中，大部分的教

师缺乏对工匠精神的理解，没有意识到工匠精神的重要

性，导致教师在培养学生工匠精神时出现了一定的偏差。

教师普遍认为工匠精神的真正意义就是为了彰显学生的

职业素养以及职业道德，例如，机械专业的教师在培养

学生的工匠精神时，认为其意义主要是凸显学生的职业

技能，让学生挖掘自己的潜力，通过职业技能来体现自

己的价值。

2.2    缺乏正确的教学意识
在学习机械类专业课程时，部分学生缺乏精益求精

的学习态度，没有正确认识工匠精神，以致不能积极主

动地参与到课程学习中。同时，很多教师在进行机械类

专业课程教学时，没有将实践与理论相结合，在课堂中

没有突出工匠精神的讲解，使得实践与理论学习出现脱

节，工匠精神的传播没有得到有效落实，导致学生工匠

精神培养效果不理想。现阶段，中职院校在培养学生工

匠精神时，主要方式为校园讲座、榜样力量、比赛训练、

校企合作等，在构建良好校园文化的同时，在潜移默化

中培养了学生的工匠精神。中职阶段的学生正处于青春

期，缺乏自我控制能力以及约束能力。因此，在实际教

学开展的过程中，中职教师应当言传身教，为学生渗透

榜样的力量，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实现有效落

实工匠精神培养的教育目标。

2.3    学生缺乏正确的学习心态
（1）机械类专业课程教学时，很多学生对于工匠精

神的意义没有真正领悟到，导致学生无法全身心地投入

到课堂的学习当中，大部分的中职教师在机械类专业课

程教学时并没有将实践与理论进行有效结合，在教学中

也没有彰显出工匠精神的重要性，导致学生在上课时没

有调整好自己，因为受到外界的干扰导致暴躁、烦闷，

在课堂中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很多机械专业的学生没

有深入了解工匠精神的内涵，使良好工匠精神培育的效

果不尽人意。

（2）学生缺乏专业的学习目标。部分学生学习机械

专业时，有着非常明确的学习目标，并且想要更加深入

地了解机械专业，从而成为工业领域中的优秀人才。但

是，仍然有部分学生对自己的学业诉求较为模糊，对于

自己未来的人生规划缺乏目标，没有正确的职业方向，

导致学生对于工匠精神的了解比较浅显，对其未来发展

造成一定的局限。在中职机械专业课程的学习时，很多

学生缺乏对自我的正确认知，过于重视自己的理论考试

成绩，从而忽视了对机械专业的实操练习，在实践与理

论之间无法得到平衡，导致学习效果不佳。

3    机械专业课程教学中工匠精神培育的有效措施

随着双高计划的提出，我国新时代的职业教育也启

动了全面改革。职业院校应当满足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的

趋势，将职业素养以及职业技能纳入人才培养方案中，

将德育纳入教学体系、课程体系中，将工匠精神融入到

校园文化建设中，为其构建多个层次、多个纬度的现代

职业教育培养体系，构建“人文素养、职业精神、职业

技能”整合的育人文化，充分发挥校园文化对职业精神

养成所起到的特殊作用，有效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为

社会输送更多的综合性人才。

3.1    充分发挥榜样作用
新时期，我国机械专业人才需求发生了非常大的变

化，学生在学习专业课时不仅要了解工匠精神，还应当

将工匠精神作为学习的方向以及努力的目标。在技术理

论知识的学习中，应当注重提高自己对机械设备的钻研

以及创新精神。实践课程中，要一丝不苟、精益求精，

保证产品的质量。不仅如此，在实习的过程中，应向有

经验的机械工人学习，寻找专业化的指导帮助，从而更

好地践行工匠精神，不断提升理论知识以及专业技术知

识，扩大自己的知识储备量。工匠精神不仅仅是机械专

业的价值追求之一，也是一种对人生的态度。因此，教

师应当重视对学生良好习惯的培养，让学生在未来的工

作中能够一丝不苟、严谨认真，从而落实工匠精神的培

养任务。

3.2    职业精神与思想教育的有效融合
中职学校教师日常工作中的具体内容和工作质量对

学生的思想教育质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中职学校教师

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应该根据学生的实际情

况，将思想政治教育合理落实在教学中。教师与学生之

间的沟通也影响着学生的思想政治和未来发展方向。学

生被培养成什么样的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职学校教

师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水平。因此，中职学校教师对自

身所肩负的责任应当有深刻的了解，发挥出自身的价

值，根据现代社会的发展需求，逐步优化和完善教育体

系，并以此为基础，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进行创新和改

革，将多种新型的教学手段融入其中，进一步促进我国

中职院校的可持续发展。对于职业教育来说，技术型人

才的培养定位，以及职业学校在培育学生工匠精神时，

中职教师应当将思想教育与职业教育培育进行有效地融

合，在实操以及岗位操作时，应将工匠精神的信念纳入

思想教育当中，更好地帮助学生树立基本的岗位定位认

知，并且让学生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建立起责任担当意

识，为岗位素养的构建奠定良好的基础。

3.3    学校和教师创新教学模式，关注学生工匠精神的培养
现阶段的中职机械专业课程教学中，教师应当改变

传统的教育理念以及培养方式，在课堂中重视学生工匠

精神的提升，基于此，教师应当顺应时代的发展，创新

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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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中职教师应当全面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以及

个人能力，为学生制订针对性的教学计划，如在课堂中

列举机械行业的模范人物以及先进人物的工匠精神案

例，帮助学生更加全面的了解工匠精神的内涵，帮助学

生制订良好的学习目标。

其次，教师应当对课堂教学模式不断进行创新和完

善，从而达到高质量的课堂教学效果，并以趣味性较为

浓厚的教学思路，突破传统教学的约束。提高学生对专

业知识的深入研究和学习，让学生能够积极参与专业学

习，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自信心，为其树立工匠精神的

价值追求。不仅如此，教师还应当坚持以人为本、以学

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改变学生在传统教学中被动的学

习方式，让学生更加重视机械专业课程中的教学互动，

为学生灌输工匠精神理念并树立专业价值目标。在互动

中为学生提供更加专业的指导，在潜移默化中提高学生

的工匠精神，进一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为我国工业

行业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例如在学习“平面机构运动副和运动简图”时，通

过“低副和高副”这一章节重点，让学生能够通过学习

掌握运动副的概念以及特点从而进行比较。具体教案设

计如下。

使两物体直接接触而又能产生一定相对运动的联

接，称为运动副。

根据运动副中两构件接触形式的不同，运动副可分

为低副和高副。

（1）低副是指两构件之间作面接触的运动副。按两

构件的相对运动情况，可分为以下几项，见图。

转动副：两构件在接触处只允许作相对转动，由滑

块与导槽组成。

移动副：两构件在接触处只允许作相对移动，由滑

块与导槽组成。

螺旋副：两构件在接触处只允许作一定关系的转动

和移动的复合运动，由丝杠与螺母组成。

（2）高副是两构件之间作点或线接触的运动副。

让学生通过学习能够清楚地了解低副和高副，同时

对知识点能够有更加全面的理解。

4    结语

综上所述，中职机械类课程改革应当顺应时代的发

展，符合机械行业对于人才的动态需求，持续丰富机

械类教学的教学手段。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

社会对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不仅要求人才质量以及

专业技能，更注重人才的职业素养以及综合素质。因此，

中职院校在教学的过程中应当重视对学生综合能力的

培养，而工匠精神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有效提

高学生的综合能力。通过在教学中融入工匠精神，能

够进一步促进学生工匠意识的提升，满足市场对人才

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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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低副构件相对运动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