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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全员培训的中职教师能力

提升模式探索与实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职

业教育，强调“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培养更多高素质技

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将职业教育摆在了前所未有的突出地

位，而提升职业教育人才质量的关键是教师队伍建设，就我校为

提升学生护考通过率进行的教育教学改革问题、专业教师数量不

足等问题，进而在 2017年对甘肃省内 81所中等职业学校师资队

伍现状，采用调查问卷，查阅文献的方式进行了调研，发现甘肃

省中等职业学校普遍存在着教师队伍老化，没有形成梯队，师资

结构不合理，综合能力薄弱，专业教师数量不足，教师缺乏团队

凝聚力等诸多制约中等职业学校发展的关键问题，就此，课题组

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和研究。

一、成果简介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教师大计，

师德为本；建设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配置均衡、

充满活力的教师队伍是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作为职业教

育的主力军，中等职业教育承载着培养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要求相适应，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综合职业能

力，在生产、服务一线工作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随着

我国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我国西部地区尤其是甘肃省中等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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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师资队伍建设中，存在的问题集中表现在着教师专业能力薄

弱，学历合格率低，文化课、专业课比例不当，“双师型”教师数

量不足，学生培育质量普遍不高等方面。基于此，课题组于 2017

年分别立项甘肃省教育厅教改课题“甘肃省中等职业教育教学师

资队伍发展与研究调查”和第二届人卫杯全国护理课题“提升护

士职业资格考试辅导效能的改革”，通过研究提出了“制度规范、

考核牵引、一中心（师德培养为中心）、两强化（强化双师素质、

强化业务能力）、两突出（突出全员培训、突出团队建设）” 的

师资能力提升模式。

经过前后三年多的实践，证明该路径能够助力中等职业学校

打造了一支思想政治素质过硬，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强，结构合

理的师资队伍。涌现出了以吕建伟老师为代表一批教书育人的优

秀教师。教师业务水平逐年提升，取得了以教改论文、研究报告、

教材、教学竞赛奖项等为代表的一批标志性成果，教学质量显著

提升。本成果是学校在实践中获得的教学成果，对中等职业学校

师资队伍建设具有示范作用和较强地推广应用价值。

二、成果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及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

问题一 教师综合能力不足、青年教师岗位能力薄弱。

解决方法 一是制度规范，完善继续教育证书制度，制定了

教师岗位职责。实行教师资格认证制度，鼓励教师定期参加培训，

更新知识，提高实践技能，采取宽进严出的办法，加快中等职教

师学历达标进程，根据教育部《关于建立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到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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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实践制度的意见》精神，出台相关管理办法，安排非师范类院

校毕业和无实践经历的专业课教师，到相关企业进行阶段性实践

锻炼，提升实践能力。同时，积极鼓励教师参加各种专业等级培

训和技能鉴定，获取相应证书，提高“双师型”教师的比例。二是

考核牵引 立足全员培训、建立教师培养培训考核评价制度，将

教师参加进修学习、专业培训记入教师业务档案，作为教师专业

技术职务评聘的重要依据。三是以教学能力比赛为抓手，通过参

加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大赛，形成了优秀教师率先突破，通过

传帮带覆盖全员教师。通过比赛教师适应了新时代对技术技能人

才培养的新要求，提升了课程思政的融入水平，践行了文化育人、

实践育人。积极实践了项目教学、案例教学、情景教学；推行了

“教学做一体化”教学，实践技能的示范和传授能力明显增强。加

强了教学团队建设、提高了专业实践、课程开发、专业建设的教

学能力，提高了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解决了教师教学综合能力不

足的问题。实施“蓝青结对”青年教师培养计划，建立老中青教师

队伍培养梯队，充分发挥学科带头人和骨干教师的“传、帮、带”

作用，形成全员参与培训学习的大格局。通过结对子帮扶青年教

师快速成长，同时为青年教师提供更多优质的的外出培训学习机

会，打造一支业务能力超群、专业技术精湛的青年师资队伍，为

中职教师队伍建设注入新鲜血液，发挥更大的能量，力争实现青

年教师“一年入门，三年懂行，五年成为胜任本职工作的”优秀教

师”，成为学校发展的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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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二 教师团队缺乏竞争力，教师凝聚力不强

解决方法 ：一是突出师资团队建设。

加强教师团队建设，强化团队合作意识，形成合力促进学校

发展，如，×××学校形成以教学能力比赛为载体的教学竞赛团队，

以科研科题研究为载体的科研团队，基于常规集体教育教学活动

的教研团队，基于技能提升的以护理课教师+实训指导教师相结

合的实践技能团队，各团队之间互补交流，进一步扩大引领示范

辐射效益，创新团队合作机制，落实团队梯队建设，发挥老中青

相结合梯队优势。引入竞争机制，通过示范课、公开课、实训课

以及应用技术成果推广等活动，激励青年教师争先进、争骨干、

进梯队，以此增强教师教学科研能力，提高团队竞争力和凝聚力。

立足校本培训，教研室通过校本教研活动如听、评、说、教案查

评、集体备课等活动，共同研讨教学设计、专业建设、扩大引领

示范辐射效益，实现教师全覆盖。解决了教师团队竞争力和凝聚

力的问题。

问题三教师实践能力薄弱，师德师风建设落地不实。

解决方法 一是以“四有好教师”为标准，建立师德师风长效

机制，通过宣传、监督、考核与奖惩相结合的工作机制，着力解

决师德师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引导教师在工作中⼀ 心⼀ 意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牢牢守住课堂阵地，爱岗敬业，严谨治学、

依法治教，履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借助甘肃党

建、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相关文件开展师德师风建设专题教育培

训，帮助教师了解最新师德师风素质能力内涵及相关政策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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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升华教育理念，提高师德师风建设科学

性，规范教师职业道德，切实做到教书育人，用正确的理想信念

去感染年轻⼀ 代，促进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二是以校企共

建“双师型”教师培养基地为依托，强化双师素质。实施“双师型

教师培养计划”，开辟双师型教师培养绿色通道，通过校企合作，

建立教师实践技能培训基地，加强教师实践能力培养。“专业教

师-走出去，行家能手—请进来”，学校积极争取培训项目，从相

关行业聘请专家、行家能手，发挥传帮带作用，轮流安排教师到

企业参加实践锻炼，实现教中做，做中学，有效提升教师综合素

质,有效解决双师型教师实践能力薄弱和数量不足的问题。三是

借助“基地培训+企业实践”的培训模式,强化教师业务能力。依据

教材内容，开发设计项目课程以培养理实一体化教学的专业教

师。

三、成果的创新点

（一）模式创新：构建了师资队伍能力提升模式

基于问题导向提出了“制度规范、考核牵引、一中心（师德

培养为中心）、两强化（强化双师素质、强化业务能力）、两突出

（突出全员培训、突出团队建设）”的师资队伍能力提升模式。

(二)方法和路径创新：提出了师资队伍全员培训的实施方法和路

径----突出全员特色培训，打造精英团队

一是立足校本培训，实施全员分层培训：×××校实施专技

人员“职业道德修养与自主专业发展”专项全员培训；“公共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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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与服务能力读本”全员培训，全面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

加快职业教育内涵发展；建立“青蓝工程”青年教师培养计划，双

师型教师培养计划，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培养计划、信息化教学

实操综合能力教师全员培训。通过青蓝结对、观摩教学、教案查

评、说课、听课、评课、岗位练兵，集体备课、教育教学研讨、

名师专家入校授课等具体活动对教师进行有目的的分层式全员

培训，以达结构优化，提升素质的目的。

二是科研水平是衡量学校教学质量的重要标准之一，本着

“立足教学，以科研促教学”的理念，加强教师团队建设，强化团

队竞争力和凝聚力，打造精英团队。×××学校形成基于教学能力

提升的教学竞赛团队，基于科研能力提升的科研课题团队，基于

开展常规教育教学活动的以教研室为单位组建同门课程集体备

课的而形成的教研团队，基于技能提升的以护理课教师+实训指

导教师相结合的实践技能团队，各团队之间进行展示交流，进一

步扩大引领示范辐射效益，达到创新团队合作机制，落实团队梯

队建设，发挥老中青相结合梯队优势的基础上，引入竞争机制，

通过示范课、公开课、实训课以及应用技术成果推广等活动，激

励青年教师争先进、争骨干、进梯队，提高团队竞争力和凝聚力。

鼓励教师撰写论文、编写教材、申报课题综合提升教师教科研水

平，提升教学质量，改变教师职称结构，稳定教师队伍；

三是利用为教师提供学习新成果、新理念，提素质、强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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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优质国培、省培项目学习平台，开展教师素质提升培训需求调

研活动，重视选派教师参加国培、省培项目，开眼界，促进教师

的专业发展，树立终身学习目的，同时进一步深化教师国培、省

培学习成果，扩大培训成果辐射面，结合教育教学实际情况，开

展一人培训、多人受益活动，分享学习成果体会，营造了示范引

领，携手共进的教师合作交流氛围，以促进教师共同进步、发展。

四是开放“移动图书馆”“学习通”等学习平台，提升教师信息

化素养，积累教学资源，展现良好的教学效果；做好教师教科研

成果及竞赛获奖信息登记和考核工作，并以此为依据作为教师年

终业绩考核，评定优秀等级的依据，调动了教师参与科研，参与

竞赛的积极性；

四、成果的推广应用效果

该成果通过 XXX学校研究室在全校应用推广，最后向兄弟

学校推广，实践证明该模式成效显著，师资队伍结构改善明显，

教师能力提升迅速。

1.师德师风良好，践行教书育人的责任

学校形成了“爱岗敬业、严谨治学的良好氛围，教师的职业

道德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涌现出了象南华、何得平老师等一批

德技双擎事迹突出的师德典型，形成了学校教育教学新风尚，影

响和感动了周围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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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师能力的提升促师资队伍结构改善明显

3.教师教科研能力提高明显

2017-2021×X校中职阶段教师在各级各类学术期刊发表省

级以上论文 46 篇，参编教材 18 部，各级各类竞赛获奖 51人

次，州级拔尖人才 1人，州级立项课题 4项，省级课题研究 7项，

1人获全国优秀园丁，3位人获省级技术标兵称号。

4.学生质量明显提高

近年学生在甘肃省中等职业学校技能大赛、护理技能比赛中

64名学生获省级奖。其中 2019年 1名学在全国职业院校学生技

能大赛获国家级三等奖，实现了在国家级学生技能大赛获奖的零

突破。

5.成果在中职兄弟学校推广和应用，效果明显

学校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X
X
X
学

校

教职工人数 100人
专任教师教师 81人
双师型教师 21人
本科学历教师 75人
高级职称教师 26人
研究生学历教师4人

教职工人数 97人
专任教师 80人
双师型教师 23人
本科学历教师 72人
高级职称教师 25人
中级教师 39人
初级教师 16人
研究生学历 5人

在编教职工 93人
专业技术岗位教师 82人
高级教师 24人
中级教师 45人
初级教师 13人
第一学历本科 36人，继续教育获
取本科 教师 40人，
研究生学历 6人
双师型教师 23人

XXX校并中高职一体化办学
2020年 2021年

X
X
X

（校）

教职工：245人
专业技术人员：203人
正高级教师 4人
高级职称 58人
中级职称 116人
研究生学历 9人

教职工：470人
专业技术人员：398人
高级 87人 中级 172人
双师型教师：106人
研究生学历 32人
正高级讲师：6人
外聘学科带头人和兼职教师 1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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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在 A学校、B学校、C职专、D学校得到了应用和推广，

效果显著。

A学校参与了我校成果调研，如下教师教科研（近三年）、

竞赛获奖等情况：

总之，成果在研究和实践中，其理论具有科学性、指导性，

其策略具有可行性、值得推广应用。

教师结构 数 量 科研、论文、竞赛 数量

专任教师 168人 省级以上发表论文 83篇

本科学历 128人 编写教材 15部

研究生学 40人 科研鉴定验收 13项

正高级职称 7人 省级教学、护理技能比赛 160人次

副高级 41人 学生省级获奖 110

双师型 71人

学生获奖等级
一等奖 23人次、二等奖 33人次
三等奖 43人次

其中：2018、2019年 2名学生获得全国护理技能大赛三等奖
2019年教师团队在全国职业院校教学能力比赛中获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