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职教论坛/2017.32

高职艺术设计类人才培养融入地方文化的研究与实践
□陈 芷 费诗伯

摘 要：传承地方优秀文化是高校的重要使命，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人才培养融入地方文化无疑是最

为有效的方式。 以泰州职业技术学院艺术设计类专业的具体实践为例， 从传承和弘扬地方文化的重要意

义、人才培养融入地方文化的系统设计、人才培养融入地方文化的具体实践三个方面进行论述，为高职院

校如何传承地方文化提供了行之有效的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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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其

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特点，传承地方优秀文化

成为高职院校的重要使命。 本文以泰州职业技术

学院艺术设计类专业的具体实践为例，对高职院校

人才培养中如何融入地方文化进行研究与探索，以

期对高职院校的文化传承与创新提供一些可供借

鉴之路。
一、高职院校传承和弘扬地方文化的重要意义

（一）加强高职院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途径

2017 年 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

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
其中明确指出，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

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三种文化中以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为先，可见中华传统文化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的推进作用尤为突出。 地方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大地不同区域物质财富和精

神财富的总和，高职院校身处不同区域，应积极扎

根地方，为地方文化的传承和弘扬作出应有的贡献。
（二）丰富高职院校校园文化的重要方式

高职文化是高职教育发展过程中积淀形成的

办学理念和价值追求，是被普遍认同、内化和奉行

的文化特质[1]。 学校文化与地方文化形成与发展过

程中有着相对的独立性， 相互融合有一定的难度。
但高职院校与本科院校不同的是，高职院校大多建

校时间不长，文化的积淀略显不足，因而适时将地

方文化融入校园文化有着一定的可行性，同时高职

院校服务的对象目标明确，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

务，将地方文化融入校园文化有着合理性，与学校

发展目标相一致。因此在高职院校传承和弘扬地方

文化应成为丰富校园文化的重要方式。
（三）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思想保障

高职院校自成立之初就扎根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学校前身也大多源自地方性中等职业学校或者

职业大学，在地方经济发展战略中寻找自我定位，
真正融入地方发展战略中，传承好地方优秀文化，
从而完善自己的办学风格和特色，成为学院服务地

方的重要思想保障。
高职院校为地方输送更多的高素质技术技能

型人才是学校的重要使命，这就需要高职学生对地

方有着较高的认同度和归属感。高职院校在人才培

养中将地方文化融入，为学生投身地方经济发展做

好铺垫，增强学生对地方文化的认同度和归属感，
提高本地就业的比率，因此传承和弘扬地方文化是

高职院校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思想保障。
二、高职艺术设计类人才培养融入地方文化的

系统设计

积极推进中华传统文化进教材进课程进头脑，
是党中央对高校提出的明确要求。要使地方文化能

够真正得到传承和弘扬，融入专业人才培养全过程是

最为有效的方法。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艺术学院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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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开始研究如何在艺术设计类人才培养中融入

地方文化，经过多年实践，逐渐有了较为系统的设计。
（一）科学确定融入地方文化的核心内容

泰州是一座历史文化资源非常丰富的城市，有

着 5000 多年文明史和 2100 多年建置史，是一座享

有“汉唐古郡，淮海名区”美誉的历史文化名城，兼

具三水、学派、教育、文学、艺术、戏曲、方言、宗教、
民俗、建筑、盐税、古镇及红色文化、闲适文化等诸

多文化形态。 要在高职人才培养中融入地方文化，
就要找到与学校文化相契合、与专业相匹配的方面

传承与创新，选择核心内容，才能使之相互认同 [2]。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设有广告设计与制作、视觉传播

设计与制作、 环境艺术设计等 3 个艺术设计类专

业，办学定位是为地方文化产业培养高素质的技术

技能型人才，根据这一根本任务，学院对泰州地方

文化综合分析，决定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入手，理

论方面指以提升文化素养为主要目的，以泰州学

派、泰州地方史等为主要学习内容，使学生了解泰

州悠久历史和文化；实践方面指提升学生造型和设

计能力为目的，以传承传统手工艺（木雕、玉雕）为

主要学习内容，使学生专业技能得以拓展和提高。
（二）积极搭建融入地方文化的主要载体

真正要使人才培养融入地方文化，应当在人才

培养的全过程中搭建载体，精心设计与实施，方能

取得实效。泰州职业技术学院艺术学院开展了多年

实践，开始之初，以讲座、参观、课外实践等形式进

行地方文化的学习， 这些形式取得了一定效果，但

不够深入不能形成长效机制。 经过专家论证、教师

研讨，逐渐形成了以“课堂＋工坊＋工作室”为三大载

体，分层次分阶段不断融入的方式，使得学生熟悉

了地方文化，提升了运用传统文化进行创作的专业

技能，取得了较好效果。
第一大载体是课程，因为课程是人才培养的落

脚点和基本保障，任何培养理念最终均应在课程中

得以实现，因此开设相应课程是融入地方文化的主

要载体， 这里的课程包括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课

程性质包括专业课和公共选修课程。第二大载体是

工坊，这里的工坊是指在校内建立的传统手工艺的

训练场所，根据确定的传承内容，在校内建立木雕、
玉雕等工作场所，由校内外教师共同指导，学生在

课程之余进入工坊实践。 第三大载体是“工作室”，
是指与相关行业企业紧密合作的校内实训基地，在

高年级选择对传统技艺有兴趣，将来有可能从事相

关工作的学生进入工作室进行实战训练，从而真正

培养一批地方文化的传承人。
（三）建立健全融入地方文化的保障机制

人才培养融入地方文化的探索是一个长期的

过程，没有一定时间的积淀难以看出成效，而这个

过程中的难点就在于是否能够坚持长抓不懈，因此

建立行之有效的保障机制是一项重要内容。泰州职

业技术学院艺术学院在实践中探索建立了组织、制

度、资金等保障机制，较好地保障了研究与实践工

作。在组织保障方面建立了艺术设计类专业群共建

共管委员会，指导专业建设，其中将地方文化相关

校 内 外 专 家 学 者、相 关 企 业 负 责 人 纳 入 委 员 会，
并成立分理事会，负责专业建设融入地方文化方案

的制订、指导和实施；在制度保障方面制定了相关

选修课程的规定，以及教学管理、实习管理等相关

规定；资金保障方面学院每年均有专业建设费用作

为教学资金保障，新校区建设中有专项资金建设工

坊，合作的行业协会和企业有经费和师资的免费投

入。三个方面的保障机制确保了人才培养顺利地融

入地方文化。
三、人才培养融入地方文化的具体实践

（一）以政行企校为平台，集聚资源，建构文化

传承培养体制机制

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文化的传承，需要通过

聚集多方资源，形成合力来传播文化。 以泰州职业

技术学院艺术设计类专业为例，在具体实施中有三

点举措：一是在艺术设计类专业群共建共管委员会

之下设立地方文化传承合作理事会。学院联合泰州

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泰州市工艺美术协会、泰

州市青山玉雕有限公司、泰州世泽木雕有限公司以

及多位工艺美术名师形成资源集聚平台，以传统文

化传承为主旨，以泰州传统文化和非遗项目中的木

雕、玉雕、面塑等文化技艺为实践内容进行项目实

践，同时政行企校四方联动定期召开人才培养专题

会议进行文化传承人才培养的专题研讨。二是制定

文化产业优秀传承人培养计划。 在具体实施中，泰

州市工艺美术协会每年提供 2 万元的传承培养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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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和名匠培训计划，为在校的大学师生提供捐资助

学以及传统技艺的培训。三是建构从学校到职场的

专业技能上升体系，学院和泰州市人社局等多个部

门合作，以学院文化传承人才培养为主题，合力撰

写了新的工艺美术专业中、初级技术资格评定条

例，从而为文化传承中的优秀学生可持续的职业

发展提供保障机制。 自 2014 年首评开始，目前已

经 有 2010 级 至 2014 级 21 位 学 生 通 过 工 艺 美 术

专业初级职业资格评定，毕业后拿到工艺美术师

助理专业技术资格，融入了行业市场，有了较好的

职业归属。
（二）以兴趣为基础，以职业技能为主题，创建

传承地方文化技艺的人才培养模式

传承地方文化需要建立一套科学可行的人才

培养模式，而其中最主要的是进行基础课和专业课

模块教学的改革，即在低年级建设启发文化传承兴

趣的基础工作室和课程，在高年级建设与文化产业

相结合的产业工作室和课程。在具体实践中，学院通

过“高低搭配”，形成文化传承课程模块，在低年级

基础课程中以启发兴趣为主要培养目的，通过在多

个泥塑、雕刻等基础工坊内试验操作，培养学生对

传统文化技艺的兴趣，同时了解一些常识性的传统

工艺技巧并在课程结束后进行评定，双向选择进入

高年级的文化产业工作室；在高年级则是与产业结

合，以市场产品和将来的工作就业岗位的职业技能

为目标进行项目训练，并在文化传承合作理事会的

推动下，学生最终进入文化行业相关企业工作。
（三）建设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校内文化传承

工坊和产业工作室

在国内外的文化传承人才培养中，实施的基础

是建设校内传承基地，比如德国的包豪斯学院在建

设自身的实训体系时就是通过建设校内基础工坊

和产业工作室来实现的。传承基地是课程实施和文

化传播以及师徒传承的主要场所。 在具体建构中，首

先在低年级建立多个契合专业的“工坊”，给学生提

供接触、了解传统文化的机会，并使得学生有可能

逐步产生对传统文化技艺的兴趣。 在具体实施中，围

绕泰州文化特色、传统工艺门类及非遗项目，学院建

立了雕刻、泥塑、印染、金工等多个门类的基础工坊，
通过基础工坊的训练让学生了解工艺、掌握工艺，并

通过在工艺的学习过程中了解泰州的历史文化。
（四）以文化传承和产业发展为主题，吸引优质

行业人才，拓展专兼职教师队伍

良好的专兼职教师队伍是文化传承的核心，学

院在文化传承的过程中以师徒制的方式开展，主要

有三点举措：一是通过建构的专业群共建共管委员

会，从泰州市区人社局工艺美术专业专家库遴选出

具有较高工艺技术和职业素养的行业大师到学院

进行教育教学；二是和园区政府合作邀请大师入校

进行产业建设； 三是和泰州市政府行业定期举办

“名匠学堂”，吸引周边地区的大师来泰州进行讲学

和业务合作，并在实施的过程中实行专兼职双导师

制和互聘制，不仅使得地方文化技艺得到了传承，
同时还带动了区域产业经济的发展。

（五）开展文化专题课程，以文化项目为主题进

行课程改革

围绕泰州市地方文化特色，学院在传承文化培

养人才课程改革方面做出了两点举措：一是开设以

泰州文化艺术为主题的专题课程，重点介绍泰州的

历史脉络和文化思想， 并定期邀请专家进行讲学；
二是围绕地方文化，在课程实施中进行文化项目的

实验试做，通过项目的开展，使得学生不仅学习了

专业技能，还了解文化内涵。比如 2010 年学院师生

以泰州历史文化名人郑板桥、梅兰芳、吕岱、范仲淹

的历史典故为原型，设计并建设完工了泰州市明园；
2015 年设计建设了以泰州市著名教育家吴同甲生

平为主题的故居改造项目；2016 年设计了以泰州

市海事文化历史发展为主题的泰州市永安基地文

化环境建设项目等等。
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泰州职业技术学院艺术

设计类专业学生就业率稳定在 98%以上，其中留在

泰州工作的比例较以往有所增加，年均本地就业率

超过 30%，毕业生对学校及泰州的认同感显著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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