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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一带一路”是重要的国家文化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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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是经济的互通互联，更是文化的互通互联

2.文化先行，民心互通



第一部分“一带一路”是重要的国家文化战略

第二部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职业教育的思考

第三部分 北京市商业学校的实践探索



两个方面——两个动力

一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和国家领导班子的高度重视，以及

国家的大力提倡。

二是学生成长教育的精神资源和精神源泉。



中国的自信，本质上是文化自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贯穿国民教育始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职业教育，极大的必要性就是

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厚学生终身成长和发展的底蕴，

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学生成长发展的精神资源和精神

源泉。



基本命题

我们不能把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融入职业教育当成知识灌输。

精神的东西不能靠知识灌输。

基调

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找到

学生成长发展的精神资源，要

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成精神

源泉，精神宝藏来看待。

给我们的学生奠基塑魂。

方向

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职

业教育区别于一般的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学习，重在精神

养成。

这是我们职校学生全面职业

素养教育的迫切需要。



一是，坚守文化立场

二是，去粗取精，挖掘中华传统文化的优质精神资源

三是，与学校德育工作相融合



立场问题：坚持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文化本位”

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
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

习近平总书记：“文明特别
是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
个民族的灵魂。无论哪一个
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
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
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
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
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
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 。

-----习近平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2014.10.15



教育部《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 全
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

（2015）》--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五）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系统

融入课程和教材体系，在相关课程中增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比重。

各地、各职业院校要充分挖掘和利用本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资源，

开设专题的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有条件的职业院校要开设经典诵读、

中华礼仪、传统技艺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修课，并拓宽选修课覆盖

面。



（1）核心思想理念

（2）中华传统美德

（3）中华人文精神

三个方面内容：

“去粗取精”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键是“优秀”
二字，不是什么传统文化都要学，要有选择。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作为

德育教育的重要内容，是“中国精

神”的教育内容

“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

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以

文化人、以文育人，就是讲“文化

德育”。

——习近平

要从课程、德育活动、校园文化多方面展开工作，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德育工
作广泛结合起来，打造更持久、更有底蕴、更有成效的文化育人模式。

将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与德育

结合起来其实

就是为德育工

作找到根和魂、

找到抓手、找

到渠道和方式，

更好地服务

“立德树人”

的教育任务。



把握新政策新精神和新形势新要

教育部部长陈宝生谈传统文化教育的三句话、四件事 2017.3.3

”

第一句话：覆盖教育的各个学段,从小学到大

学,我们把这项工作看成是一个固本工程。

第二句话：融汇到我们教材体系中去,我们把

这项工作看成是铸魂工程。

第三句话：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我们把这项

工作看成是中国人打底色的工程。

第一件事是教材体系建设。

第二件事是拓展校园文化。

第三件事是加强研究和阐释。

最后一件事是推进国际传播。



产业文化史，教育的另一重天地——刘占山2017.7

四个组成部分
产业文化包含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

三个重要来源
第一是中华悠久的、优秀的传统文化；

第二是近代工业革命以来，全球工业文明传播对我国行业的文化
影响；

第三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发奋图强形成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行业文化，它
代表了先进行业文化的发展方向。



第一部分“一带一路”是重要的国家文化战略

第二部分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职业教育的思考

第三部分 北京市商业学校的实践、探索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职业教育，注重的是精神教育，

特别强调文化立场和优秀文化，要与德育工作广泛结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职业教育，才能更有效地服务于

职业院校的立德树人工作



多年来，学校坚持“文化育人，育人文化，育文化人”的
文化建设理念，初步构建了具有时代特征、职教特色和商校
特点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文化育人体系，形成了具有
“积极向上、自信阳光、温暖友爱”的文化特质和以“育人”
为核心的学校文化生态环境。

以文化人，建设师生快乐幸福的精神家园



BEIJING BUSINESS SCHOOL

北京市商业学校是一所以现代服务业为主要服务对象的职业学

校，重点服务商业、金融、信息、交通、物流、学前和养老等

领域。学校占地560亩，建有8个校区，开设20个专业，现有

教职工近500人，中职在校生4000多人，年培训鉴定30000人

次。



BEIJING BUSINESS SCHOOL

党员干部

培训

成人教育

中职教育
The main body

培训鉴定

社会服务

中高本

衔接

多层次办学多元发展



全国五四红旗团委
全国“文明风采”竞赛优

秀组织奖

国家中等职业教育
改革发展示范校

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

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 北京市现代化标志学校北京市职业教育先进单位

北京市依法治校示范校



七个经营

企业

五大业务

范围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坚持立德树人，

以服务发展为宗旨，

以促进就业为导向，

坚持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充分发挥行业企业办学优势，

形成具有国企特色的祥龙教育模式。



育人原则——面向人人，尊重、关爱、指导、服务学生全面

健康成长和科学教育，热情关心，严格管理

人才观——人人有才，人无全才，扬长补短，个个成才

成才观—— 行行能成才，人人争成才，学习助成才，实践促成才

五育人格局——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环境育人，实践育人

学生行为准则——铁的纪律，金的人格

实训文化——上学如上班，上课如上岗

人人成才，人人出彩

千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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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始
于
目
标

千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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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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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以文化人，建设师生快乐幸福的精神家园



• 1. 以课程为载体的训练

• 2. 以学生教育管理服务为载体的训练

• 3. 以晨读训练为载体的训练

• 4. 以礼仪训练为载体的训练

• 5. 以校园文化活动为载体的训练

• 6. 以社会实践活动为载体的训练

• 7. 以实训“8S”管理为载体的训练

• 8. 以“文明风采”竞赛为载体的训练

• 9. 以安全能力训练为载体的训练

九训
合格证书

综合职业
素养训练
达标证书

十个证书

构建学生职业素养成长模式

九

训

载

体



创新实践，打造职教特色德育品牌

四满意

三结合

两服务

五育人

一目标

立
体
德
育

十个证书

九训载体

8S管理

七化原则

六个环节

成
长
模
式

德能兼备

九训共育

人人出彩

构建了“立体德育，学生综合职业素养成长模式”



实施“读训赛评四位一体”晨读训练，提升学生人文素养和职业素养

提升素

养

读

训

赛

评



立体德育，构建学生职业素养成长模式

实施以礼训为载体的训练，提升学生礼仪素养



内容体系的科学性？

怎么解决内容的规范性？

怎么解决职业教育的适应性？

三个
层面
问题

一、开展有效融入的基础研究



课程体系

二、构建融入教育的系统课程体系



1.内容的体系化和科学性

三、把握科学、规范、适应性的课程内容

2.创新内容形式，增进适应性

《中华传统文化》-----“体验中学”
《中华经典诵读》-----“诵读活动中学”
《中华文明礼仪》------“行为训练中学”
《中华传统技艺》------“实训操作中学”



四、建设文化传承主线的多元师资队伍



进教育：是要有教材，有课程体系；

进课埻：是教学要抓好，要发展活动教学、体验教学、实训教学模式；

进校园：是形成“事事育人、处处育人、时时育人” 传统文化教育新模式。

主要的任务是建立“中等职业学校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教学示范基地”

五、未来工作：推动中等职业学校传承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示范基地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