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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国际国内大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国际

形势日趋复杂，国内改革不断深化，我国正处在大发展、

大变革、大调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与此同时，各种价

值观念和社会思潮互相激荡，思想意识逐步呈现多元多

样多变的新特点，这也使得高校干部作风建设在价值观

领域遭遇很多新的挑战。为有效应对，就要求要有一个

科学正确的价值观的引领，并与作风建设紧密结合，作

为作风建设的价值指导。党的十八大分别从国家层面、

社会层面和个人层面提出了“三个倡导”， 即“倡导富

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1]，“在新的历史时期 , 党要保持同人

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 加强作风建设 , 尤其要通过大力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推进 , 这是党的宗旨的本质体

现 , 是党员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思想指南”[2]。将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下简称“核心价值观”）的主旨贯

彻到推进高校干部作风建设之中 , 进一步强化干部的自

我教育和价值认同，将核心价值观内化为思想、行为的

准则依据，外化为好的作风，发挥其独特的引领、整合

和规范功能，必然会推进作风建设，紧跟时代、丰富内涵、

上升水平，形成进一步深化作风建设长效机制的良好工

作格局。

1. 用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主导思想作风，

坚定理想信念

1.1 坚定理想信念，激励干部斗志

“理想信念是干部思想道德教育的永远不变的主题，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高校干部作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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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理想信念的缺失而造成的道德滑坡也是当前领导干

部中存在的突出问题。”[3] 而倡导富强、民主、文明、

和谐这一核心价值观在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使得这一问

题迎刃而解。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建设的价值表达，而且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的价值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亿万中国人民

自己的事业，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指引了中华民族的前

进方向，使发展成为人心所向。高等教育事业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国家层面的

价值目标同样感召高校干部坚定道路自信，激发广大干

部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渴望，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富强、

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伟大事业之中。将国家层面的价

值目标贯穿于教育管理工作始终，时时处处事事激励干

部斗志，引领干部立足岗位，统一思想，众志成城，必

然会在高校形成构建和谐校园的共识，凝聚成推进教育

事业科学发展的强大动力。

1.2 把握作风重点，提升工作效能

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

国家层面价值目标的主旨，这正是现阶段党的中心任

务。“领导干部作风建设必须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

进行”，“领导干部的作风建设只有围绕党同一时期

的中心任务，才能够准确地找准作风建设的内容和着力

点。”[4] 紧紧围绕国家层面价值目标推进作风建设能

够抓住作风重点，进一步提升作风建设效能。国家层面

价值目标可以“引导广大干部充分认识学校改革、建设

和发展中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促进解放思想，端正思路，

明确目标”[5]，激发广大领导干部增强政治意识、党

性意识、责任意识，杜绝思想懈怠、因循守旧，积极

摘要：有效推进加强新时期高校干部作风建设，必须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导思想作风，坚

定理想信念；夯实工作作风，服务师生员工；提升干部素质，践行三严三实，形成激发干部自觉强化作

风建设的能动力量，在干部自身建设方面形成作风建设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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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形势变化，增强大局思想、全局观念，提升驾驭

全局能力和执行力，为高校教育事业又好又快发展打

造思想保证和工作动力。

1.3 凝聚正性能量，推进事业发展

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蕴含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

同理想。“只有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才能使高校干部队伍产生巨大的精神动力，团结一致，

以巨大的工作热情投身高校改革与发展，也才能不断

增强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在高校的感召力和凝聚力。”[6]

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可以引领感召干部立足于高等教育

领域干事创业，以优良作风、以实际行动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和高等教育事业提供有力支持，注入正性能

量。在本职工作中，杜绝安于现状，软弱涣散，结合高

校实际，开拓进取，锐意创新，团结一致，共建和谐，

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破解难题，全面推进高校

改革和发展。

2. 用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夯实工作作风，

服务师生员工

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核心价值观在社

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科学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自由观、

平等观，促进了社会公平正义，培育形成良好的社会心

态，为建设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现代社会筑牢了基石。

对于高校而言，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能够有效整合和指

导高校工作，是教育系统得以正常运转、工作秩序得以

有效维护的重要价值引领，也是高校和谐有序的根本。

在社会层面价值取向的感染下，能够塑造良好的教育工

作氛围、环境和风气，进一步规范高校工作秩序，使

干部行止有据，引领高校干部坚持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的理念服务师生，推进工作，打造安定团结的政治局

面。

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中的“自由”，要求在高校保

证学术氛围的自由，在干部作风建设中，坚决抵制官本

位思想，引领去行政化，在高校营造学本位的良好环境

和氛围。“平等”要求广大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工

作中充分发扬民主，彻底清除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思想。

尊重师生员工的首创精神和主体性，充分尊重广大师生

员工的人格和合法权益，保证主体的平等性。“公正”

要求干部在工作中坚持原则，公道正派，不徇私利，清

正廉洁。以师生员工的利益为重，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

广大师生员工最根本的利益。“法治”则要求干部贯彻

依法治校的理念，严格按照法律和校规校纪办事，严禁

将自己的意志凌驾于制度之上，在工作中坚持制度化、

法制化，为师生打造优越的人文环境。

3. 用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提升干部素质，

践行三严三实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核心价值观在个人层面

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准则，正是为在公

民道德建设上坚持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坚持社会主义道

德观指明了方向。在高校，要求广大干部追求崇高的道

德境界，培养社会主义理想人格，弘扬浩然正气，形成

向上和向善的力量。真正让价值准则内化于心、外化于

行，内化为精神追求，形成内心自觉，外化为自觉行动，

变成日常的行为准则，进而形成自觉奉行的信念理念，

转化为崇德向善的实际行动。在价值准则的指引下，广

大干部要坚持与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三严三实”

要求紧密结合，进一步深化作风建设，进一步坚定理想

信念，保持良好的思想道德情操，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努力成为时代的先锋，在推进高等教

育事业大发展的道路上，带头实现价值、光彩人生。

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的“爱国”，要求高校干部坚

持严以修身，在爱国主义的感召下，增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的主体意识。在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中发挥先锋

作用，增强党性意识和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增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将

爱国爱党爱校有机联系，将爱国爱党思想落实到推进教

育事业科学发展的工作实际之中。“敬业”要求坚持谋

事要实、创业要实。要根据高校实际情况谋划事业和工作，

使工作遵循客观规律，增强科学性，立足岗位，创先争优，

强化责任，敢于担当，深入基层，真抓实干，对工作尽心，

对事业负责，杜绝形式主义，提升工作效率，创造工作

实绩。“诚信”要求坚持严以律己、做人要实。严格要

求自己，忠诚于党的事业，忠诚于师生员工的信任和重

托，对同事对师生真诚以待，坚持做老实人、说老实话、

干老实事，杜绝弄虚作假，做到为人光明磊落，清清白白，

不搞小动作，不搞小圈子，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友善”

要求坚持严以用权，以德治校，践行党的宗旨意识，用

权为民，不摆“官”架，不发“官”威，与人为善，践

行群众路线，消除与群众的距离，做到俯首甘为孺子牛，

全心全意为师生服务。

在工作实践中，通过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加强

高校干部自律，不断推进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

自我提高，形成激发干部自觉强化作风建设的能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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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数学作为中职职业教育中一门基础性的课程，

主要是为学生学习专业知识服务，为掌握职业技能和直

接就业打基础，为学生提供“必需、够用”的工具。其

教学质量直接影响着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以及分析、概

括、归纳、推理能力，影响着学生对专业知识的学习效果。

1. 中职数学课堂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1 学生基础水平相对较低

与普通高中院校的学生相比，中职院校的整体素质

相对较低，在数学方面的基础和能力水平也较低，这也

是中职院校教育的特点之一。通常来讲，中职学生正是

由于基础知识相对薄弱，难以进入普通高中院校，才会

进入中职院校。这种情况使得学生在数学学习中存在着

很大的困难，严重影响了中职数学课堂教学水平的提升。

1.2 缺乏对于数学学习的兴趣

中职学生受自身基础知识差的影响，本来对于数学

学习就缺乏相应的兴趣，加上数学课程自身的枯燥性和

抽象性，在数学学习的态度方面存在很大的问题。不仅

提升中职数学课堂教学有效性的策略研究

王小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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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还有许多学生存在着得过且过，破罐破摔的心理，

对于数学学习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更加难以将数学知

识灵活地运用到工作和学习中。而且，中职院校学生的

学习主要以专业知识为主，学习的重点与普通高中院校

存在很大的差别，对于文化课程的重视程度较低，同样

是导致学生对于数学学习兴趣的缺乏。

1.3 教学目标定位不够准确

目前，许多中职数学教师对于中职数学教学的目标

定位不够准确，将课程目标定位于理论知识的学习，忽

视了中职学校的特点，教学内容与实际需求存在着严重

的脱节。不仅如此，受应试教育的影响，许多中职教师

在教学过程中仍然沿用传统的教学模式，忽视了对于学

生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影响中职数学课堂教学

水平的有效提升。

1.4 教学方式相对单一

当前中职数学课堂教学中，采用的大多是传统的教学

方式，不仅会影响学生的学习效率，也会影响学生个性的

发展，与当前中职教学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需求极不适应。

针对这一问题，现代多媒体教学技术可以有效地解决，但

摘要：随着素质教育的不断深化，使得我国的教育体制改革得到了深入发展，中等职业教育也面临

着更加严峻的挑战。在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对于中职教育中的数学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强调对于学

生数学综合能力的培养。本文针对我国当前中职数学课堂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对提升中职数

学课堂教学有效性的策略进行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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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作风建设不断取得新的成果，达到新的境界，如此循环，

臻于至善，必将在干部自身建设方面形成作风建设长效

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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