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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方案 

一、专业名称 

高铁乘务 

二、入学要求 

初中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 

三、修业年限 

3年 

四、职业面向 

本专业培养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相适应，德、智、体、美

全面发展，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有一定的组织、协调、应变

能力，掌握铁路交通客运组织及票务组织的基本理论和知识，具有客流分

析、车站票务管理、车站客流组织及车站客运安全管理的能力等工作，具

备职业生涯发展基础和终身学习能力，能胜任生产、服务、管理一线工作

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与高等院校通过“2+3”或者“3+2”模

式培养高铁乘务专业类学生。 
表 1职业范围 

序号 对应职业（岗位）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1 铁路客运员 客运员（中级） 

2 铁路售票员 售票员（中级） 

3 铁路行李员 行李员（中级） 

4 高速铁路动车乘务员 

列车员（中级） 5 餐厅服务员 

6 客房服务员 

五、培养目标与培养规格 

（一）培养目标 

1. 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政治热情

高。 

2. 热爱旅游行业，遵纪守法，团结协作，爱岗敬业，树立服务质量第

一的思想，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3. 具有健康的体魄，美好的心灵和健康的审美观。 

4. 具有较好的人文素养、较强的服务意识和规范的礼仪服务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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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具有与本专业职业发展需要的人文素养和职业承受能力。 

6. 具有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应用文写作的能力。 

7. 具有将知识、技能、态度转化为专业所需的能力。 

8. 具有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团队合作精神和应变能力。 

9. 具有较强的自学能力、分析能力、创新意识和适应职业变化的能力； 

10. 具有铁路业从业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就业能力。 

（二）培养规格 

1. 掌握本专业必备的思想政治理论和文化基础知识。 

2.掌握与本专业相应的礼仪和形体知识。 

3. 掌握交通运输业和铁路的基本知识。 

4. 将旅客心理学方面的知识运用于工作中。 

5. 掌握铁路运输的法律法规基础知识。 

6. 掌握现代酒店各部门的基础知识，熟知前厅.餐饮.客房的操作流程。 

7. 掌握处理突发疾病应急基础知识能力、具备基本的安检知识技能和

处理紧急意外突发情况的知识能力。 

8. 掌握掌握基础的购票、检票、退票服务能力。 

9. 熟悉掌握高铁乘务的语言交际基本原则、技巧以及礼仪，普通话水

平应达到较高水平，另外还应能够运用英语进行简单的乘务对话。 

10. 掌握列车客运乘务的相关知识。 

（三）专业技能 

方向 1：客运员、售票员、行李员 

1. 具有扎实的购票、检票、退票服务的能力。 

2. 具有一定的铁路运输的法律法规基础知识。  

3. 掌握一定的讲解技巧，具备较好的语言表达能力。 

4. 能操作常用办公软件和办公设备，具有一定的信息收集和处理能力、

交流合作能力、解决问题能力。 

5. 能制定出团计划，落实接待事宜，处理一般突发事件。 

6. 能进行客运值班员服务，按照客运服务程序和规范要求完成其他相

关客运服务工作。 

方向 2：高速铁路动车乘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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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具备较强的英语口语和计算机能力。 

2. 具有高度铁路动车乘务服务的能力。 

3. 具有与乘客沟通交往的能力。 

4. 具有乘务服务礼仪和化妆的能力。 

5. 掌握形体训练的基本方法。 

6. 具有列车安全应急处理、常规操作和日常维护的能力。 

7.掌握列车售餐、售食品的方法。 

8.掌握引导旅客上下车、认座、咨询的方法。 

方向 3：餐厅服务员、客房服务员 

1. 具有胜任客房服务和客房部基层管理的能力。 

2. 具有胜任餐饮服务和餐饮部基层管理的能力。 

六、课程设置及要求 

主要衔接专业：高职（铁道交通运营管理、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高铁乘务、旅游服务管理、）；本科（交通运输）。 

本专业通过深入企业调研，了解企业人才需求及就业岗位情况，分析

企业职业岗位分布及相应的核心能力。根据调研结果，企业的岗位主要分

为铁路客运员、铁路售票员、铁路行李员，高速铁路动车乘务员，餐厅服

务员、客房服务员等。在就业时，毕业生视自身能力的高低，可从事铁路

客运员、铁路售票员、餐厅服务员、客房服务员等工作。当在企业累积一

段时间后，视自身素质的差别，提升至高级技术员，并进一步上升至主管

的时间各不相同。依据“教学与岗位对接，教学逐级递进”的原则，以增

强学生实践动手能力为本位，以增强学生竞争力及岗位适应力为目标，确

定了与职业发展一致的人才培养模式。 

（一）公共基础课程 

为整体优化教学内容，使教学内容适应新形势、新规则的变化，突出

基础性、综合性、实践性、先进性的特点，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更好适

应社会人才发展的需求，设置学科基础课，主要包括《语文》、《数学》、

《职业道德与就业指导》、《计算机应用基础》、《公共艺术》、《哲学

与人生》等课程。 

（二）专业（技能）课程（含实践能力培养） 

主要培养从事高铁乘务专业的基础理论、技术开发、业务和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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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必须具备的知识，采取“纵向压缩，横向拓宽”的措施，拓宽了专业知

识面，同时避免了课程重复、交叉及遗漏等问题。真正体现了宽口径、厚

基础的特点。设置的专业基础课主要包括铁路客运英语、高铁形象塑造、

高铁乘务实务、铁路客运组织、礼仪基础、饮食卫生与防疫、铁路运输经

济法律法规、铁路运输安全管理、旅客心理学、铁路餐饮服务、乡村导游

基础等课程，专业课以新技术、新观点、新方法、新规则充实各门课程的

内容，培养学生认识观光农业的综合性、复杂性和全球性的特点。 

实践能力的培养通过课程实验与实训、专业与行业调查、社会实践、

生产实习与毕业设计和等方面环环相扣，逐步推进。实验实训课通过现场

教学、模拟教学和实验室教学来实施，一般占课程总学时的 40%。第 1 学

年暑假安排为时 2 周的专业和行业调查，让学生深入基层开展实践调查活

动，了解国情、民情以及国家、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初步接触与本

专业相关的行业发展情况；第 2 学年暑假安排一次为时 2 周的专业社会生

产实践，让学生深入社会了解专业前沿、行业现状及发展前景，了解行业

对人才综合素质和专业技能的要求及人才需求状况，从而认真审视自身思

想、业务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差距，进一步端正学习态度和专业思想，明确

今后努力的方向。第 3 学年开展生产实习与毕业设计，让学生到生产单位

进行顶岗实习，并设计自己的毕业项目。通过这些实践环节的培养和训练，

将理论知识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在实践中增加才干，让毕业生进入社会实

现“零过渡”。 

校内外优越的教学实训基地建设，是“强实践”的有力保障。学校还

在当地或外地选择行业信誉度高，科技含量高或科学管理机制好、有校企

合作意识的企业作为校外课程实训、毕业实习的教学基地和毕业生就业的

桥梁，使学生在走上社会之前就有熟悉行业企业的实战经验，实现职业教

育与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零距离的理念。 

七、教学进度总体安排 

 1.公共基础课 
表 2公共基础课 

序号 课程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和要求 
参考学

时 

1 职业道德与就 理解职业生涯规划的意义和作用，了解成功职业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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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指导 人所应具备的要素条件，掌握职业生涯规划的设

计步骤及实施要求。 

2 
职业道德与法

律 

了解礼仪讲文明，知荣辱，有道德。使学生基本

掌握法律基础常识增强守法意识。 
32 

3 
经济政治与社

会 

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全面发展的“四位一体”，

的新格局，牢固树立并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

同理想。 

32 

4 哲学与人生 

掌握哲学的基本知识，学会运用哲学原理和方法

解决人生问题，用哲学指导人生，以人生体验哲

学，把哲学与人生结合起来。 

32 

5 语文 

掌握阅读现代文和浅易文言文的.欣赏文学作

品.应用文写作技能；具备日常口语交流能力，

养成自学和运用语文的良好习惯，接受优秀文化

熏陶，形成高尚的审美情趣。  

180 

6 数学 

掌握代数.方程组.集合与逻辑用语.不等式.函

数.指数函数与对数函数.任意角的三角函数等

知识。 

144 

7 英语 

掌握听.说.读.写的基本技能和运用英语进行交

际的能力，能听懂简单对话和短文，能围绕日常

话题进行初步交际，具有自主学习和继续学习的

能力，并为学习专门用途英语打下基础。 

180 

8 体育与健康 

掌握科学锻炼和娱乐休闲的基本方法，养成自觉

锻炼的习惯；养成自主锻炼，自我保健，自我评

价和自我调控的意识，全面提高身心素质和社会

适应能力。 

144 

9 
计算机应用基

础 

了解计算机文化的历史和发展，计算机的主要应

用领域，掌握操作系统的基本知识，熟练掌握电

脑英文键盘击键技术，至少掌握一种汉字输入

法；了解 Word运行环境，掌握文档编辑，文档

预览.保存和打印操作，掌握文本框.画图.图形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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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及版式控制，掌握表格的建立.编辑.计算，

表格的修饰，表格的排版，表格与文档的转换方

法；掌握利用 PowerPoint创建演示文稿.在演示

文稿中插入文本.图形.表格和声音，制作动画效

果，制作交互式文稿的方法；掌握利用 Excel创

建数据表.格式化数据.计算数据.查找数据.对

数据排序.制作图表和打印表格的操作。 

10 
公共艺术 

以审美欣赏为主题，以古今中外的优秀美术作品

为基础，介绍、分辨中外美术作品；以平面美术

作品及工艺美术作品为内容媒介，使用通俗易懂

的文字语言解说，努力提高中职学生美术欣赏能

力和培养其健康的审美情趣 

36 

11 
历史 

从历史的角度了解人类和思考人与人、人与社

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增强历史使命感，培育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健全的人格，树立正确

的历史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36 

 

2. 专业核心课 

表 3 专业核心课 

序号 课程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和要求 
参考学

时 

1 铁路餐饮服务 

学习理解旅客列车餐车运营管理、餐饮制

作、餐厅服务和高铁沿线特色饮食四个项

目内容 

72 

2 旅客心理学 

主要培养学生对旅客消费心理、旅客服务

心理、旅客企业管理心理有一定的认知，

学生应掌握游客的心理，从中领悟对客服

务技巧灵活运用服务技能，进一步提升自

己在实践工作中心理的储存能力。 

72 

3 高铁乘务实务 掌握旅客运输过程各环节的服务技能与技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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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教学主要内容有车门迎接服务技巧、

列车上的服务技巧(致迎宾词、供送茶水、

车容整理、验票、特殊人群的服务、列车

广播)和立岗送别服务技巧等。 

4 铁路运输安全管理 

学习铁路行车安全的基础管理知识，以及

安全系统工程、事故致因理论、安全心理

学知识等，掌握行车安全管理的法规，初

步具有案例分析、事故预测和事故防止的

知识和能力。 

36 

5 铁路客运组织 

通过学习，学生应具备铁路交通客运组织

及票务组织的基本理论和知识，具有客流

分析、车站票务管理、车站客流组织及车

站客运安全管理的能力，具有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良好的语言表达、

团队协作、小组管理、沟通和决策能力。

教学主要内容有铁路客运系统，铁路客流

分析，铁路票务管理，车站客运工作组织，

铁路车站岗位管理，铁路客运安全管理。 

36 

6 高铁形象塑造 

纠正学生的不良站姿.蹲姿.走姿等，培育

学生身体直立和挺拔.伸展和柔韧度，培养

学生良好的走姿.站姿.坐姿，让学生在日

常生活中把自己仪态调整好，使学生的肢

体更加协调，从而达到教学目标和工作岗

位的需求。 

72 

7 高铁安检技术 

安检人员主要加强运输场所安全检查，实

行地面安检制度。掌握安检法规、犯罪心

理、防火防爆、安检英语、X光图像识别、

民航安全管理、安检设备管理维护等专业

技术技能。 

36 

8 运输经济法规 
以经济法律关系、合同法律制度为基础，

以与铁路运输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规
7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B%8F%E6%B5%8E%E6%B3%95%E5%BE%8B%E5%85%B3%E7%B3%BB/5030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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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为核心，重点阐述铁路运输合同和铁路

运输法律规范的理论、规定和应用，主要

内容包括经济法、合同法、铁路运输合同、

铁路运输法律法规和经济纠纷的调解、仲

裁与诉讼 

 

3. 技能方向课 

表 4 技能方向课 

序号 课程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和要求 
参考学

时 

1 导游基础 

了解华北、华南、西南、西北地区各省市

的基本概况，主要包括：地理与气候.区划

和人口.交通和资源.历史文化.民族和宗

教.旅游资源.特产和美食.民族风情；认识

东北地区各省市的基本概况，主要包括：

地理与气候.区划和人口.交通和资源.历

史文化.民族和宗教.旅游资源.特产和美

食.民族风情；掌握华东地区各省市的基本

概况，主要包括：地理与气候.区划和人口.

交通和资源.历史文化.民族和宗教.旅游

资源.特产和美食.民族风情。 

72 

2 高铁公共关系实务 

掌握高铁乘务人员与旅客沟通技巧、高铁

乘务人员品牌服务、高铁乘务人员与旅客

心理问题疏导等内容。 

36 

3 铁路运输服务礼仪 

学生掌握铁路服务业服务礼仪的基本理论

和基本技能；了解礼仪的起源和古代礼仪；

能够熟练掌握手势礼仪.表情礼仪.物品递

交礼仪.握手礼仪.站姿.坐姿.走姿.面试

礼仪等；熟悉酒店服务相关礼仪和旅行社

礼仪；了解各少数民族的礼仪以及其他国

家的礼仪与习俗，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形

3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B%8F%E6%B5%8E%E7%BA%A0%E7%BA%B7/9914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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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4 卫生防疫 

含疾病预防控制、卫生监督检测、预防技

术咨询与服务、基层防疫人员培训和卫生

健康教育的业务技术指导，流行病防治、

计划免疫、消杀灭、地慢病防治、结核病

防治、性病防治、寄生虫病防治、食品卫

生、环境卫生、劳动卫生、放射卫生、学

校卫生、健康教育、卫生检验、预防医学

等内容 

72 

5 铁路客运英语 
学习站、车客运接待英语，初步掌握站车

服务中的英语会话能力 
36 

4. 选修课 
表 5公共选修课 

序号 课程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和要求 
参考学

时 

1 音乐基础 

①丰富情感体验，培养对生活的积极乐观态

度、②培养音乐兴趣，树立终身学习的愿望。

③提高音乐审美能力，陶冶高尚情操。④培

养爱国主义情感，增强集体主义精神。⑤尊

重艺术，理解世界文化的多样性。 

36 

2 形体训练 

形体训练是一项比较优美、高雅的健身项目，

主要通过舒展优美的舞蹈基础练习（以芭蕾

为基础），结合古典舞、身韵、民族民间舞

蹈进行综合训练，可塑造人们优美的体态，

培养高雅的气质，纠正生活中不正确的姿态。

可以说它是所有运动项目的基础。 

36 

3 茶艺 

茶叶品评技法和艺术操作手段的鉴赏以及品

茗美好环境的领略等整个品茶过程的美好意

境，其过程体现形式和精神的相互统一，是

饮茶活动过程中形成的文化现象 

7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E%A1%E5%88%92%E5%85%8D%E7%96%AB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5%A2%E7%97%85/90060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F%84%E7%94%9F%E8%99%AB%E7%97%85/469977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E%AF%E5%A2%83%E5%8D%AB%E7%94%9F/1105336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D%A6%E6%A0%A1%E5%8D%AB%E7%94%9F/483071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D%A6%E6%A0%A1%E5%8D%AB%E7%94%9F/483071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2%84%E9%98%B2%E5%8C%BB%E5%AD%A6/669018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2%84%E9%98%B2%E5%8C%BB%E5%AD%A6/6690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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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跟岗实习及顶岗实习 

（1）实习时间：第五、六学期 

（2）安全保障措施：加强对学生的劳动纪律.安全（人身安全.交通安

全.食品卫生安全.生产安全等）.生产操作规程.自救自护和心理健康等方

面的教育，提高学生的自我保护能力。学生必须具有安全保障意识，未办

理劳动保险的学生学校坚决不安排参加顶岗实习。 

（3）顶岗实习学习主要内容 

了解车站工作组织流程及分工情况，了解动车服务的工作流程，熟悉

企业各部门各岗位工作职责，掌握典型工作任务。 

（4）实习地点 

桂林火车站、广州地铁、深圳地铁、南宁地铁、旅游服务等等相关公

司岗位. 

（三）教学时间安排 

1.基本要求 

（1）每学年为 52周，其中教学时间为 40周（含复习考试），累积假

期 12 周。1 周一般不超过 30 学时，顶岗实习每周 30 小时（1 小时折 1 学

时），3年总学时数约为 3000学时。 

（2）文化素质课程学时约占总学时的 1/3，专业技能课约占总学时的

2/3，任选课学时数约占总学时的 10%。 

2.教学安排 

（1）教学活动周安排 
 

表 6 教学活动周安排统计表 

学期 学期周数 
教学周数 

考试周数 机动周数 
授课周数 其他教学活动 

一 20 18 1（军训） 1 0 

二 20 18 / 1 1 

三 20 18 / 1 1 

四 20 18 1（技能鉴定与考证） 1 0 

五 20 18（顶岗实习） 2（顶岗实习前教育） / / 

六 20 18（顶岗实习） 2（毕业教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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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计 120 108 6 4 2 

八、实施保障 

（一）师资队伍 

1.教学团队任职要求 

（1）专业带头人任职要求： 

①具有良好的师德素质，有强烈的事业心和奉献精神，学风端正，治

学严谨，勇于开拓。关于团结协作，具有作为专业带头人的组织管理能力； 

②具有现代职业教育理念、扎实的专业基础和宽广的专业视野；具有

丰富的教学经验与过硬的专业技能，掌握现代教育技术；具备制定专业建

设方案、开发核心课程、指导新教师、对企业技术服务等方面能力； 

③具有 5 年以上与本专业相关的教学和实践经历，具有高级职称或硕

士研究生学历，女 50岁以下，男 55岁以下； 

④最近一年担任专业课程教学，教学效果良好以上。 

（2）骨干教师任职要求： 

①应具备本专业或相近专业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或具有 5 年以上企业实

践的企业技术骨干； 

②政治素质较高，职业道德良好，执教严谨，学风正派； 

③具有现代职业教育理念，具有较扎实专业基础，能参与制定专业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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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方案； 

④具有参与核心课程开发与建设的能力； 

⑤掌握现代教育技术； 

⑥能够指导新教师完成教学任务； 

⑦具有丰富的教学经历和熟练的专业技能； 

⑧能够参与对企业技术服务。 

（3）青年教师任职要求： 

①应具备本专业或相近专业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或具有 3 年以上企业实

践的企业技术骨干； 

②专任专业教师应接受过职业教育的培训，具有开发职业课程的能力 

（4）兼职教师任职要求： 

①热爱教育事业，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具有良好的职业首先和协

作意识，能服从学校管理，有一定的语言表达和知识传授能力； 

②具有相关的专业知识和实践能力，有三年以上行业企业生产一线工

作经历，熟悉行业企业工作流程，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③担任校内外实习教学的兼职教师，应为该行业企业技术技能的业务

骨干、能工巧匠； 

④原则上具备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职业资格，具备全日制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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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以上学历的人员优先聘任； 

⑤身体健康，能胜任兼职工作。 

2.教学团队建设目标 

（1）专业带头人比例应不低于 5%；骨干教师比例应不低于 35%，“双

师”型教师比例达到 85%以上； 

（2）行业企业兼职教师比例应不低于 30%，企业兼职教师担任专业课

时数占不低于 50%，实行课程教学团队。 

（3）教学团队中硕士学历比例应不低于 30%，学士学历比例应不低于

55%。 

（4）师生比就不低于 1：20。 

（二）教学设施 

本专业配备了校内实训室和校外实训基地。 

1.校内实训室 

校内实训室场所及设施设备情况如下： 

表 7 校内实训室及设施设备使用情况 

序号 名称 实训功能 实训教学要求 

1 
高铁乘务实训

室 

各种茶具茶叶的识别和质量的鉴定、

茶具的使用方法训练，各种泡茶方法

的训练。 

能够识别不同茶具和茶叶的质

量，熟练各种茶道的训练等。 

7 中餐餐台 摆设中餐台面 能够熟练酒店管理与服务中中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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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服务技能 

8 形体实训室 礼仪训练、形体训练 
能够熟练操作旅游服务接待礼仪

相关技能 

9 
旅游综合模拟

实训室 
导游讲解训练、导游技能训练。 

能够熟练掌握导游相关技能 

10 语音实训室 练习普通话、旅游心理测试 

能够熟练掌握普通话、应用文写

作、语文等语言类课程技能，为

成为合格导游做好准备。 

 

2.校外实训基地 

校外实训基地是校内实训室的外延和提高，主要包括如下功能： 

①学生进行暑期校外实习； 

②学生进行顶岗实习。 

（1）选择校外实训基地 

计划选择 3 家合作企业开展校企合作培育人才。选择的企业应该是行

业内技术较为先进、管理水平较高、规模大、效益好的企业作为紧密合作

对象，共同建设以学生实习为主，教师科研实践、成果转化、科技推广、

社会人员培训的基地，使之具有示范性、辐射性，实现校企之间资源共享。 

（2）共建校外实训基地 

计划与深圳地铁、广州地铁、南宁地铁等合作共建 3 个集教学实训、

教学生产实习、顶岗实习和教师挂职锻炼等多功能，“深度融合”、长期

稳定的的校外实训基地，满足观光农业经营专业教学实训需要。在人才培

养、课程开发、教学团队建设、企业员工培训、顶岗实习等方面开展合作，

实现互惠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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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资源 

1.专业技能课选用教材 

表 8专业技能课选用教材 

序号 课程名称 教材名称 出版社 主编 

1 语文 语文 高教 倪文锦 

2 数学 数学 高教 李广全 

3 英语 英语 高教 编写组 

4 职业生涯规划 职业生涯规划 高教 蒋乃平 

5 经济政治与社会 经济政治与社会 北师大 沈越 

6 职业道德与法律 职业道德与法律 人教 焦洪昌 

7 哲学与人生 哲学与人生 高教 王霁 

8 计算机应用基础 计算机应用基础 高教 黄国兴 

9 体育 体育与健康 河北大学 何会香 

10 历史 中国历史 人民教育 编写组 

11 公共艺术 音乐 武汉大学 邓炎树 

12 旅客心理学 轨道交通运输心理学 西南交大 苏颖 

13 铁路客运英语 高铁客运英语口语 西南交大 王慧 

14 铁路运输安全管理 高铁乘务安全管理与应急处理 西南交大 王慧 

15 高铁乘务实务 高速铁路动车乘务实务  西南交大 马海漫 

16 运输经济法规 铁路运输经济法规  西南交大 孔荣 

17 铁路客运组织 高速铁路客运组织  西南交大 马海漫 

18 汉语技巧 普通话培训与测试 广西教育 卞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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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铁路餐饮服务 高速铁路动车餐饮服务 西南交大  

20 高铁形象塑造 高铁乘务人员形象塑造 西南交大 王嘉嘉 

21 高铁安检技术 安检防爆技术与应用 中国铁道 董明 

22 铁路运输服务礼仪 铁路客运服务与礼仪 西南交大 李增和 

23 高铁公共关系实务 高铁客运公共关系实务/ 西南交大 李晓芳 

24 茶艺 茶艺-实训技能 农业 冯小琴 

25 卫生防疫 卫生防疫概论/ 学苑 鲁昌贵 

（四）教学方法 

1.文化基础课 

文化基础课要符合教育部有关教育教学的基本要求，按照培养学生基

本科学文化素养、服务学生专业学习和终身发展的功能来定位，针对中职

学生的特点，文化基础课教学主要采取教师讲授、课堂提问与班级讨论或

分组讨论的方法，同时辅以角色扮演等实践方法，并充分利用现代信息化

技术，采取多媒体教学方法，以幻灯、投影、计算机作为直观教具应用于

各门基础课。职业生涯规划、职业道德与法律、经济政治与社会、哲学与

人生、语文教学中可以采取提出探究主题、目标，让学生通过图书、报刊、

互联网查找相关资料，教师给予点拨和归纳的方式，侧重于训练和提高学

生的学习能力和素质；数学教学中多给学生留出自主学习和讨论的空间，

让学生独立思考、相互讨论、自主地动手动脑动口参与数学思维活动；体

育与健康课程是以体育为手段增强学生体质，教学中要让学生主动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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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手段则以游戏、竞赛为主；公共艺术课程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人文

素养，陶冶学生的道德情操，教学中则可以大量采用情境教学来激发学生

的个人表现力，让学生自然地进入审美期待和冲动。总之，文化基础课要

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让课堂活起来、学生动起来、效果好起来，为学

生综合素质的提高、职业能力的形成和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2.专业课 

专业技能课包括专业核心课、专业技能方向课、专业技能任选课及顶

岗实习。专业技能课实行“理实一体化”教学和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改

变“以课堂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以书本为中心”的教学模式，突出教

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参与作用，强调学生的实施、发现和探索过程，

建立符合职业教育课程理念的教学方式、教学组织形式和教学方法。 

（1） 依托校内实训基地，开展场景教学 

在实施《形体训练》.《铁路客运组织》.《高铁安检技术》《高铁乘

务实务》等专业课程的教学时，将课堂设置在形体房、和高铁乘务实务实

训场地，利用校内实训基地进行现场“理论-实训”一体化分段教学，使学

习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 

（2）依托周边单位，开展综合实践教学 

在教学过程中，专业技能学习贯穿始终，尽早让学生进入工作实践学

习，为学生提供体验完整工作的机会，增加学生在学习期间职业体验和职

业能力训练。逐步实现从学习者到工作者的角色转换，体现职业技能培养

循序渐进、不断提高、递进式上升的认知规律，突显理论知识扎实、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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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过硬的特点。学校周边单位为本专业的核心技能方向课进行教学综合

性实践教学实习提供了充分的实习条件。 

（五）学习评价 

高铁乘务专业实行过程性评价与结果性评价结合，教师评价、学生互

评与自我评价结合，职业技能鉴定与作业考核结合的教学评价体系。 

教学应客观的评价，评价内容应兼顾认知、技能、情感等方面，评价

方法应采用多元评价方式，如观察、口试、笔试与实践技能等评价，教师

可按单元内容和性质，针对学生的作业、实训效果、实际操作和其他表现，

相互配合使用；教学评价过程中，应考虑学生的资质，以建立学生兴趣与

信心；未通过评价的学生，教师应分析、诊断其原因，并适时实施补救教

学；对于资质优异或能力强学生可增加教学评价项目，使其潜能得以充分

发挥。 

1.理论课程 

理论课程考核分为过程考核和结果考核两部分。过程考核主要考查学

生的出勤、平时作业、课堂表现等方面；结果考核以学生段考、期末考试

成绩为评价标准。 

2.实习实训课程 

实习实训课程以项目为考核单元，按照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技能的掌

握程度、工作态度、操作规范、实训结果、爱护生产设备、保护环境等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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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通过学生自评、小组互评、教师评定等方式综合评定学生的学习成绩。 

3.职业资格认证 

考核与鉴定相结合，凡通过国家职业资格鉴定考核的课程均以鉴定成

绩为准。 

4.顶岗实习考核与评价 

考核成绩由实习单位对学生的考核成绩，学校对学生实习报告、实习

总结评价成绩两部分组成。对学生在企业的工作态度、遵守纪律和掌握的

专业技能进行综合评定。实习成绩按百分制记分，学生按照实习计划完成

实习任务，经考核合格者，予以通过。不及格者由学校重新安排实习后再

进行考核。 

5.教学评价 

本校对学生学业的评价包括公共基础课程评价、专业技能课程评价、

任选课程评价、顶岗实习评价，将平时成绩与考试评定相结合。通过评价

对学生学业成绩进行横向和纵向比较，确定学生文化基础优劣及其潜能所

在。根据专业标准，制定考核的多元评价机制，使评价真正能够反映学生

的知识、能力与素质。 

 

2.图书、数字化（网络）资源 

优先选用国家级、省级获奖教材、规划教材。鼓励教师与行业企业专

家合作，共同开发突出中等职业教育特色、体现基于工作过程和职业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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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内容特点的教材。本专业图书的数量不少于每个学生 30本，图书的新

添置量每年不少于 5%。 

表 7学生学业评价说明表 

课程分

类 
评分项目 分值比例 评分说明（评价内容） 

公共基

础课程 

平时成绩 30% 

由学生自己、小组及教师根据学

生在课堂出勤及纪律、学习态

度、学习兴趣等方面进行评定。 

期中考试 30% 期中统一考试 

期末考核 40% 期末统一考试 

专业技

能课程 

平时成绩 20% 

由学生自己、小组及教师根据学

生在课堂出勤及纪律、学习态

度、学习兴趣等方面表现进行评

定 

技能成绩 30% 

老师根据技能项目考核标准，结

合学生技能实践表现进行评定。

技能成绩为该门课程所选技能

项目成绩的平均分。 

期中考试 20% 期中统一考试 

期末考核 30% 
期末统一考试或有关职业资格

证书考试的成绩替代。 

选修课

程 

平时成绩 50% 

由学生自己、小组及教师根据学

生在课堂出勤及纪律、学习态

度、学习兴趣等方面表现进行评

定 

期末考核 50% 
期末总结报告或期末统一开卷

考试等 

顶岗实

习 

平时成绩 70% 

由学生自己、小组、校内教师及

校外教师根据学生在思想素质、

工作情况两方面表现进行评定。 

实习报告 30% 

根据学生总结能力予以评定。实

习报告中应包括实习计划的执

行情况、质量分析与评估、存在

问题与解决措施、经验体会与建

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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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学管理 

教学管理要更新理念，改变传统的教学管理方式。教学管理要有一定

的规范性和灵活性，可实行工学交替等学制。要合理调配专业教师、专业

实训室和实训场地等教学资源，为课程的实施创造条件；要加强对教学过

程的质量监控，改革教学评价的标准和方法，促进教师教学能力的提升，

保证教学质量。 

九、毕业要求 

（一）成绩：修完全部课程，理论与技能考核成绩合格； 

（二）职业资格：取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颁发专业相关职业资格

证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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