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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背景下职业院校实训教学有效性调研报告
——以区域文化艺术大类美术专业群为例
文 / 戴潜挺

施梦丹

摘 要：疫情背景下的实训教学，是一种特定条件下由职业院校主导的远程教学。本文以
笔者所在区域14所学校的美术大类专业为例，根据实训教学有效性评估要素，对2020年初居家
隔离背景下“停课不停学”的实施情况开展调研，从课程开设与资源、策略实施与效果、环境
构建与运用、学生状态与感悟四个方面检视实训教学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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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初全国上下齐心协力抗击新冠肺炎，
在延期开学的“居家隔离”期间，各级各类学校
实施了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线上教学活动。为
此，广大教师调集各种资源，通过网络、移动终
端组织教学活动，开展网上教学、自主学习和在
线辅导，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也暴露了一些短板
与问题。实训是职业教育教学工作的重要环节，
疫情背景下的实训教学成了当下职业教育基层
教学工作者新的关注点。

优化策略

职业院校

应的是“课程”
，即岗位工作能力的承载度。
“有效
性”是与“有效、低效、无效”相对应的概念，因此
各要素又可分为三个层次的衡量指标（详见图1）
。

一、实训教学有效性评估的研究和依据
( 一 ) 实训教学有效性评估的要素与指标
鞠红霞等认为“高职工科实训课教学评价指
图 1 实训教学有效性评估雷达图
标可分为教师因素、学生因素、师生互动因素、
客观因素等四个维度”；韩志孝提出“影响艺术
（二）疫情背景下职业院校实训教学的特征
设计类专业实训教学有效性的主要因素包括机
与常态条件相比，疫情背景下的实训课程教
房的软硬件配置、教学资源的优化设计、教师的
学具有三个特点 ：一是教师（或培训师）与学生
教学模式与方法以及教育教学管理力度等”；徐 （或学员，下同）
、学生与学生处于空间上的隔离
蕊以中职旅游管理专业为切入点进行研究，并
状态，交流方式主要依赖互联网 ；二是实训场
提出“课堂教学过程有效性分析、教学有效性提
所可能在学校，也有可能在家庭或企业，大部分
升策略皆离不开学生、教师、课堂环境这三个因
时间用于自主练习 ；三是实训设施设备供给的
素”；朱孝平的研究相对深入，他认为“不同专
不确定性，可能是实际设备，也有可能是虚拟仿
业的实训教学存在各自特点，但其目标均是培养
真软件。基于区域经济社会的复工复产正在逐
学生岗位工作能力 ；实训教学核心要素包括‘环
步进行中，学校与行业、企业的资源对接相对不
境与角色’
‘任务与进程’
‘作品与强化’
，以此出
完善，因此疫情背景下的实训教学是一种特定
发可以优化实训教学的效果”
。
条件下由职业院校主导的远程教学。
综合以上同行研究成果，笔者认为实训教学
二、疫情背景下实训教学有效性调研的
有效性评估有以下三个视角 ：一是观察实训的主
样本与过程
体——学生，关注点是
“作品”
，其映射的是
“角色”
，
根据针对性的研究与分析，笔者选择美术
即学生在实训过程中的状态和呈现的成果 ；二是
专业群为样本设计调研问卷，于 2020 年 3 月中
观察实训的主导者——教师，关注点是“策略”
，其
旬对所在区域内 14 所职业院校相关专业实训教
映射的是“进程”
，即教师教学目标的可达成度 ；三
学实施情况开展调研，从不同角度观察“居家隔
是观察实训的客体——任务，关注点是“环境”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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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训课程开设与课程资源使用
离”下实训教学有效性各要素与指标的变化。
中等职业学校美术专业群课程包括理论课和
（一）区域内职业院校文化艺术大类美术专
技能实训两部分，其中技能实训占较大比例，低年
业群概况
级以基础性实训为主，高年级以综合性实训为主。
根据宁波市中等职业教育 2019 年度质量报
调研显示 ：疫情期间各校开设的专业技能实训课
告，区域内职业学校涵盖 16 个专业大类、107 个
科目与课时数差异较大，虽然宁波市 13 所中职学
专业，其中以文化艺术大类为主的美术专业群
校开设了专业实训课程，但绝大多数以基础性实
合计 14 所学校、256 名专业课教师、3 188 名学
训为主，如素描、色彩、应用型设计软件等 ；仅有
生，分别占区域总量的 42%、10% 和 5%，涵括
2 所学校开设了面向工作岗位的综合性实训课程，
美术设计与制作、美术绘画、工艺美术、计算机
如广告设计、室内设计、动漫设计等（详见图 2）
。
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与制作、平面媒体印制技
术等专业方向。此美术专业群的人才培养目标， 但在教师、学生分别回答的“虽未开设但你认为
可以开设的专业课程”环节，分别有 90% 的教师、
面向从非遗项目等传统行业到基于现代信息技
84% 的学生勾选了综合性实训课程。进一步交流
术的文化创意产业链，同时为艺术类高校或综
后获悉，除平面媒体印制技术、动漫设计与制作等
合性大学美术专业输送生源。该专业群实训课
专业部分实训需要比较高端或大型的设备外，常
程既有绘画等基础技能模块，也动漫设计与制
态下的设计课程综合实训绝大多数基于 PC（个人
作等综合性较强的专业方向模块，对实训设施
设备的配置要求层级化比较鲜明，学生素养、 计算机）平台，且许多课程已拥有仿真模拟软件并
应用于日常实训教学中。
教师结构在中职各大类专业中具有代表性，以
此为样本开展疫情背景下区域职业院校实训教
学有效性研究，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二）疫情背景下实训教学调研问卷设计
调研采用线上问卷与电话访谈两种形式。问
卷设计根据实训教学有效性评估各要素与指标，
调研对象为教学管理者、美术专业教师和各年级
图 2 疫情期间各校开设的各类实训课程周课时数统计图（单位 ：课时）
段学生三类。对教学管理者问卷的内容为本专业
互联网为特殊时期的教师提供了大量的课程
实训课程开设情况、课程资料来源、专业教师参与
资源，按来源和使用频率分为以下三类 ：一是学
情况、主要教学形式及效果 ；对专业教师问卷的
校自主开发的信息化精品课程（如涌动传媒、3D
内容为线上教学平台、教学组织形式、实训课程内
数字游戏等）; 二是相关企业行业开发的网络资源
容、教学模式、教学方法、教学评价、教学效果和
教学实施设备等 ；对学生问卷的主要内容为对实 （如超星学习通、腾讯课堂等）; 三是国家、省、地
方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发布的网络课程（如中国大
训过程的感受和满意度。设计问卷时，部分题目由
学 MOOC、高等教育出版社中职网络课程平台、
三类对象交叉重复回答，进行相互验证。问卷结果
之江汇教育广场、甬上云校等）
。也有一些教师将
综合统计，合计宁波市 14 所职业学校的 223 名美
自己参加国家级、省级教师教学能力大赛、创新杯
术专业教师、2 136 名学生参与线上问卷，占总数
教师说课比赛中积累的课堂实录、教学课件、微课
比分别为 100%、87%、67%。同时，调研者先后与
和慕课综合运用在课程中，其中宁波第二技师学
30 多名教师开展电话访谈，获得了第一手信息。
院将历届世界技能大赛、行业技能竞赛、院校技能
三、疫情期间美术专业群实训教学工作
大赛优秀作品作为教学范例。与常态下实训教学
状态及效果分析
中教师主要依赖教材和纸质教辅资料不同，疫情
经过对区域内职业院校美术专业师生进行
期间优质教学资源的供给与教师选用范围更广，
线上问卷数据统计与电话访谈，基本掌握了疫
任务的典型性和解析度更强，使用效率也更高。
情期间各校实训教学工作状态，对照有效性评
（二）教学策略的实施与效果
估相关要素和指标，从课程开设与资源使用、教
教学策略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为达到一定
学策略实施与效果、实训环境构建与运用、学
的教学目标而采取的一系列教学方式和行为。网
生状态与感悟四个方面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
络空间拓展了专业课教师实训教学策略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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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转课堂”
“线上评价”等教学策略在疫情期间得
息化环境方面，以 PC 设备（个人电脑）为主的学
到普遍运用，使用率达 91%。教学形式除了“讲授” 习终端师生基本具备，应用性软件、仿真模拟实
外，93% 的教师教学过程包含“研讨”
“演示”
“练
训软件可以安装。统计显示，疫情期间 94% 的实
习”和“在线测试”等环节，有 35% 的教师采用了
训教学平台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是学生喜闻乐
线上集体点评，55% 的教师采用了“集体讲评和个
见的 QQ 群、微信群等社交软件，教师利用平台
别讲解相结合”
，其中 19% 的教师表示尽量采用线
网络会议、个别指导、远程控制、在线测试等功
上个别点评，认为这样针对性更强、效果更好。
能可以顺利实施教学 ；大约 75% 的教师利用了
数据统计和电话采访均显示，为实现特定教
CDR、PS、AI、Maya 等应用性设计软件进行基
学目标，绝大部分教师尝试运用
“任务驱动法”
“项
础性实训课程设计，只有 13% 的教师通过 Painter
目教学法”
“案例教学法”等方法，但师生之间因
等绘画仿真模拟软件进行实训 ；平面媒体印制
网络空间产生了一定距离感，大家对这种线上交
技术、动漫设计与制作等专业设备配置要求较
互方式还不是很适应，普遍反映
“节奏跟不上”
“犹
高，综合性实训基础条件不足，许多教师反映，
如隔靴搔痒”
。另外，疫情背景下“班级授课制”这
如果条件允许会向学校要求配置相关远程教学
种教学组织形式虽然得以延续，但教师对课堂教
设备。总之，疫情期间，美术类专业硬件实训环
学的控制力有所下降，集中反映在“无法即时判
境能够满足所有基础性实训的需求，但对硬件配
定学生是否掌握，很难把控教学节奏”
，原有的
“点
置要求较高的部分课程则力有所不逮。
对面”式线下教学组织形式面临挑战，问卷显示，
艺术类专业实训有其特殊性。研究表明 ：
“独
绝大多数教师没有建立线上学习小组，开展协作
处”与艺术家人格心理及艺术创作存在关联性，能
性学习的比例不高。但在教师问卷的“你认为疫
够激发人的专注力和创造力。疫情下的实训过程
情期间本专业能否有效实施实训教学”勾选环节
基本特征表现为“线上听课交流、线下自主练习”
，
中，有34%的教师选择
“如果精心设计、策略得当， “居家隔离”
客观上为美术专业学生营造了一个
“独
可以达成预期目标”
（详见图 3）
。由此判断，疫情
处”的环境。同时，线上办公已是平面设计行业常
背景下教师教学策略实施可以部分达成目标，但
态之一，许多设计师往往足不出户，通过互联网与
绝大多数教师对这种远程教学模式与方法并不适
客户沟通、与同事研讨，就可以完成任务。专业教
应，需要进一步学习、探索与应用。
师表示 ：基于以往实训的习惯养成和有意识引导，
疫情期间学生每天用于自主实训的时间一般在 3
基本没有效果 5%
个小时以上，绝大多数能按时完成作业。
（四）学生实训中的状态和感悟
如果精心设计，
对于完整的实训过程而言 , 其目标指向是最
策略得当，
终的产品或是服务 , 即要导出一个“有形”的结
有时不错
可以达成预期目标
有时不好
果——作品。一个多月的实训也许无法准确评
34%
31%
估单位时间内每一位学生作品的优劣，但学生
可以，学生线上
在实训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状态和自身感悟可
学习积极性高
以部分反映实训效果。问卷显示，疫情期间学
30%
生实训课程平均到课率为 95%，高于公共基础
文化课 ；在回答“在校与在家实训，效率哪个
图 3 教师对疫情期间实训效果总体评价图
更高”时，41% 的学生选择“差不多”
，23% 的学
（三）实训环境的构建及运用
生选择“在家更高”
，19% 的学生选择“在校更
实训环境是实践教学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
高”
，还有 17% 的学生选择“说不清”；在回答
对实训效果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形态上它 “对于在线学习后仍不会的问题，你会怎么办”
可分为物理环境和人文环境。疫情背景下学校采
时，33.3% 的学生选择“网上搜索解决”
，30% 的
取了“居家隔离”的措施，教学设备设施无法发
学生选择了“与同学讨论”
，25% 的学生选择“求
挥作用，硬件匮乏给实训的教与学带来了困难。 助老师”
，只有 5% 的学生选择“放着不管”
。由
但不同于工科类专业，美术类专业基础性技能实
此判断，疫情期间美术专业学生参与实训的积
训器材相对简单，纸张、画具等不成问题。在信
极性较高 , 对教师教的方式和自己学的成果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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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线下实训小组，引导学生开展协作性学习，
大多数表示满意，但面对疑难问题更倾向于自
同时加强现代信息技术条件下的实训教学策略、
行检索网络或与同学讨论解决。
综上所述，疫情背景下实训教学有效性受损， 教法学法研究，提高远程实训教学能力。
（三）学生职业素养与自主学习养成
既有“居家隔离”造成的实训设备简陋、师生线
育人是实训教学的根本。疫情是危机也是教育
上互动不适应引发的课堂掌控力下降等一些客观
契机，教师要结合时事引导学生进行设计创作，培
因素，也有教师因为教学组织形式单一、远程教
养设计师的职业使命感和职业规范，指导学生在
学能力不足等导致的主观因素，更有常态下产教
融合不深、实训任务真实度不够等教学改革中的 “独处”中尝试深度学习，体验深度工作，训练专注
力，培养创造力，让匠气、匠心、匠技内化于心、外
瓶颈问题。同时，教师根据艺术类实训教学特点
化于行 ；教师应把疫情的“危机”转变为“机会”
，
实施的专注力、创新力培养和绝大多数学生积极
引导学生学会自我管理、自主学习，锤炼学生的自
参与实训的正态表现，以及优质信息化课程资源
制力，提升学生的学习力，为其终生学习夯实基础。
的高效应用，弥补了部分短板。据此，特定条件
下实训教学有效性各要素呈现“此消彼长”的状
五、结语
态，根据专业特点因势利导，再结合现代信息技
在可预见的“后疫情”时代，人们的生活、学
术进行优化，可以实现课堂效益的最大化。
习方式将发生较大变化，学校和相关机构线上线
四、职业院校实训教学有效性优化策略
下混合式实训教学和学生自主在线学习将成为新
疫情如同一面镜子，照出了区域内职业学
常态，终身学习理念进一步受到人们推崇。不同
校美术大类专业信息化教学近年来积累的“家
专业有其固有特征，因势利导可以实现职业院校
底”
，也映射出了课程教学改革中的一些顽疾与
实训教学有效性的最大化，依托现代信息技术，
固症，更对新时代教师教学能力提出了要求， 调整和优化教学策略，提高学校和教师的应变能
这次调研暴露出的一些问题、短板与不足，需
力，是职业院校实训教学质量持续提升的保证。
要引起各方重视和反思。
（一）学校精准投入与政府政策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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