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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文章研究了有关素养和核心素养的概念界定；
研究了思想政治素养的核心内涵和高职学生发展的核心素养的思想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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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地位的素养，称为“核心素养”。素养作为一种品

为满足信息时代、全球化和新技术等带来的

质，非先天固有，靠后天养成。事实上，每一位个体

社会发展和职业变化的需求，也为满足人们个性

面对自有的生活环境氛围 （包括接受的系统教育

化追求和发展的需要，培养高职学生发展的核心

或培训）而具有各自的素养。也就是说，素养可因

素养十分必要。2016年以来，关于核心素养研究的

“教化”养成及“阅历”自成，是人人终将拥有的。无

文献陆续出现，但如何将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落

论从事什么工作、充当什么角色，素养是每一位个

实到教育教学中，如何将思想政治素养居于人才

体生活经历的结晶，而其亲历的实践则是素养养

培养的首位，如何突出思政教育的引领作用，是值

成的重要源泉。

得进一步研究和关注的课题。

2.核心素养。个体在解决若干现实问题过程

本文重点研究了有关素养和核心素养的概念

中表现出来的包含知识、能力和情感态度三个维

界定，研究了思想政治素养的核心内涵和高职学

度的综合品质。具体而言，能够综合运用学习所积

生发展的核心素养的思想政治内涵，从思政教育

淀的专业观念、思维方式、知识和技能及情感态度

的内涵、作用和功能等方面，厘清了高职学生核心

（包含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三观”在内），在发

素养培育必须以思政教育为引领的重要性和必要

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所表现出

性。紧紧抓住思想政治素养的核心内涵和核心素

来的综合品质。这就意味着，
培育并形成学生发展

养的思想政治内涵两大核心理念，遵循立德树人

的核心素养，要在具备素养的基础上，抓住必备品

第一的原则，深刻把握思想政治素养的内涵，在高

格和关键能力。这两者是学生具有的综合的品质，

职核心素养培育中引领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是学生终身发展过程中和社会发展需要中的必须

观，在专业教学中培养和锤炼职业核心能力，在教

最具生长性的
具备并适应的。核心素养是最基础、

育教学中内化和提升专业核心素养。

关键素养，其过程是需要分类培育、循序渐进的。

二、关于素养、核心素养、专业素养概念界定

当然，核心素养也并非由先天秉承，作为在校学

1.素养。通过自学和接受教育后形成的解决

生，教师是学生核心素养培养的引导者。因此，需

问题的素质与能力，其中最关键、必要且居于核心

要通过后天的教育和学习来培养学生的综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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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高职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及其思

质，课堂教学和实践训练便是高职学生学习的主

。理想信念

想政治内涵

要渠道。
三、关于我国学生发展的核心素养要点

（一）高职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架构

坚定信念

我国学生发展的核心素养着眼于“全面发

高职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的建构依据，一

展”，即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引领，整个架构由

是《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对核心素养内涵的界

六核心、
“三方面、
十八要点”构成。具体包括“三方

定；二是高职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的不同特点；三是

“ 六核
面”为“文化基础”
“自主发展”
“ 社会参与”；

高职学生发
学校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再者，

社蠹膏任

，—９必备品格展的核心素养依然离不开必备品格与关键能力。

“健康生
心”为“人文底蕴”
“科学精神”
“学会学习”
活”
“责任担当”和“实践创新”
；
“十八要点”分别是

同时，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不同学段的学生，其核

人文积淀、人文情怀、审美情趣、理性思维、批判质

高职
心素养的内涵和体系架构应有所不同。为此，

疑、勇于探究、乐学善学、勤于反思、信息意识、珍

学生核心素养应有自己的体系架构。在充分研究

爱生命、健全人格、自我管理、社会责任、国家认

和分析的基础上，我们从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两

同、
国际理解、劳动意识、问题解决、技术应用。其

大维度出发，构建了四类素养，展开为14个基本要

／

，

墨墨墨团圈
中，
各相互关系见图1。

置尚ｔ业

ｅ职业品质一、

诚实守信

素，构成高职学生发展的核心素养体系。具体结构

由三个方面构成的我国学生发展的核心素养

｛

如下图所示[３]。

积极主动

总框架，其内容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
社会性等本质属性的观点，有效整合了个人、社会
和国家三个层面对学生发展的总体要求，同时呼
应了我国的文化传统，例如：治学、修身、济世的文

交藏台作

化传统。

在国家层面提出的上述学生发展6大核心素

养，
均为社会各界关注和期待的内容，也借鉴了世

挥究刨新

界其他主要国家的研究成果。其中6大核心是主体
架构，涵盖了学生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所需

ｏ社蠹麓力一

的品格与能力，
6大素养相互密切关联、互相补充、
相互促进。

自鲁曜｝理

（二）高职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政治内涵

为了适应21世纪科学技术发展和经济社会发
展的总体需求，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培育必然已

高职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政治内涵包含理

成共识。学生核心素养培育的根本是按照人的全

想、信念、责任和品质四个方面的要素，具体如下

面发展，以适应个人终身发展需求和适应不断发

页表所列。

基Ｅ磁

国髓肆

国际国内所研究
展变化的社会需求为目的。目前，

五、
核心素养的培育必须以思政教育为引领

的学生发展核心素养，针对高职学生发展核心素

思想政治教育是核心素养培育的灵魂，决定

养的研究不多，特别是培养路径的研究几乎没有。

着学生核心素养发展的方向，起着重要的引领和

高职教育培养的学生终将是走向社会的职业人，

导向作用。正确认识和充分把握思政教育在高职

最终，要成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单靠一

学生核心素养培育中的核心地位，对于全面贯彻

技之长是远远不够的。尤其当我们高职院校的毕

党的高等教育方针，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

业生要对经济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职场

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讲话精神，实现中华强国梦

的急剧变化，以及职场团队成员的迥异性格等问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自主学习

曩性丑●

ｅ方法麓力一

题。因而，非常有必要构建适合我国高职学生发展

高职学生核心素养涵盖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

核心素养体系，并结合各校各专业实际在培养过

力具有丰富的教育内容 [５]，其中思想政治素养作

程中加以实施。

为高职学生核心素养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整个

信■处曩

核心素养培育体系中居于核心和本质的地位，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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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思想政治内涵呈现表

素

—业

立论依据

建立个人中长期的职业发展规划，树立人生
目标和远大理想，并把个人理想与实现民族
复兴的共同理想相结合。

想

支配人们行动的强大精神力量。一个人如果没有理想，
就会失去了前进的动力和力‘向。因此，远大的理想对个
人具有重要的人生价值。｜一Ｊ时，从社会层面看，个人理
想是社会共同理想的基础。只有将个人理想与国家发展
和社会需求相结合才具有社会价值。
肓念是对理论的真理性和实践行为的正确性的内在确

坚 理解和认同国家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 肓，是发闩内心的对某种思想或观念的真减信服和履行
定 新战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接受 阳应义务的强烈责任感二理想和信念相互依存、缺一不

理 并向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正确 。Ｊ‘。理想是信念的前提，而信念则是实现理想的重要保
丰目

ｍ 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理解、认｜一Ｊ、 正。因此，纳入核心素养就是要教育引导学生志存高远，

信 坚信和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 吏之在实现自己奋斗目标的过程中，既能够发挥自己的
念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才Ｊ能、实现人生价值，也能够为国家建设和发展贡献个
人的力量：

勇

担
社
会

自尊自律，宽和待人，助人为乐；热心公益，
奉献社会；履行公民义务，行使公民权利，
维护公平正义；具有规则与法治意识，遵守

在人类社会中，个人的生存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发展密不
可分。也就是说，远大理想和坚定信念与社会紧密相联：
因此，当今大学生应对国家和社会的繁荣富强，对他人

贯穿于核心素养培育的始终。这就决定了高职学
教育是通过掌握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使人拥有
的生存发展具有社会责任意识和使命感。应热心公益，

生核心素养的培育必须以思政教育为引领。
± 社会公德；热爱并尊重自然，具有环保意识

谋生的基本手段，成为职业人的需要，是自我发展

奉献社会，遵守社会公德和法律，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使
（一）高职学生核心素养培育，必须将思想政
的基础。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和根本意义在于，
和绿色生活方式＝
治素养放在重要地位
人们能够正确认识世界的本质、确立科学的人生
任
理性行使公民权利，自尊自律。
贝

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04年颁布了《关于进一

爱岗
良

敬业

定位和价值目标，正确理解和有效承担其应负的

热爱、珍惜和敬重ｒ作，愿意为之付出
一个人要热爱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愿意为之付出，ｒ作
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大学
社会使命和责任；高度张扬其作为人所应具备的
生思政教育是一项关系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国家战
良好的品德，提升做人的品位和境界[６]，是一个人
和奉献：忠于职守、尽职尽责、精益求
踏实认真，总是力争把Ｔ作做得尽善尽美。爱岗敬业是
略工程。2016年，中共中央召开全国高校思想政治

拥有健全和完善的人生的根本所在。

精、善始善终。
职业精神的首要内涵，是职场第一美德，是立业之本。
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
现代高等职业教育的意义就在于不仅要把人

调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
培养成为能够自食其力、拥有某种具体职业的职
好 诚实 成实做事、诚恳待人，具有契约意识、
一个人不弄虚作假、不白欺欺人，表里如一，对自己的
业人，更在于培养眼界开阔、拥有信念和理想、具

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职 守信 言守承诺，遵时守约。
言行负责，是做人的根奉，也是具有高尚人格的前提。
从本质上说，思想政治教育是唤醒人性、健全
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社会人。因
业

人格、完善人生、指导如何做人，使人成其为人的
此，必须将政治认同、科学精神、法治意识、公共参
安照自己ｉ殳定的日标自主行动，而不依赖外力推动的品
活动。一句话，思政教育是一种内在要求，能够实

Ｌ『

口几

质

积极
主动

与四大思想政治核心素养放在首位[７]。

满腔热情地勤奋Ｔ作；面对问题，勇于
贡。其推动力源白于个人的需求、动机、理想、抱负和
现人的全面发展与和谐发展。而专业的技术技能
（二）高职学生核心素养培育，必须坚持以马
担责；坚守职责和使命，主动与人沟通 阶值观等。积极主动本质上是源白内心的一种激情，驱
-179合作；敢于竞争，勇于进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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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

高职学生核心素养的内涵凝练和总体框架的

值准则，高职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从个人角度对高

构建，是基于高职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和职业特

职学生提出了道德要求，集中体现在坚定信念、敬

性，依据国家和行业对高职人才培养的要求，注重

业爱岗、诚实守信等基本要点中。例如，坚定中国

学生成长全面发展而形成的。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积极主动、勤奋工作；坚

马克思曾深刻揭示了全面发展的人的社会性

守职责和使命、勇于进取等。

的内涵，即人的文化性[８]。高职学生核心素养的内

最后，思政教育的作用决定了高职学生核心

涵构建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对全面发展的人的经典

素养的培育必须以思政教育为引领，高职学生思

论述作为高职人才培养的目标指向的。因此，高

政教育不仅决定着高职学生思想意识和发展的政

职学生核心素养的培育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

治方向，决定着必备品格的形成，也对关键能力培

指导，必须以思想政治教育为引领，正确领悟党

养和提高有着重要的制约和积极的影响，更重要

的路线、方针、政策，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的是，它决定着高职学生最终能否成为合格的社

观和价值观。

会主义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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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Guiding Rol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Cultivation of Core Literacy of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ZHANG Xue-long, HAN Tian-xue
(Shanghai SIPO Polytechnic, Shanghai 201399, 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studies the definitions of literacy and core literacy. It also studies the core connot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literacy and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notation of the core literacy of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and clarifies the importance and the necessity that the cultiva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core literacy must be guided b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rom the connotation, effect and fun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order to cultivate the core literacy of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we must pu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first place, adhere to the guidance of Marxism, and practice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The connotation of the core literacy of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determines that their cultivation must
be guided b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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