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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教育强调的是人才的实用性和技能性。课

程建设是深化高职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课题，是校

企合作育人过程的重要环节；开展课程思政是确保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得以实现的重要途径；信息化课

程教学资源开发与应用，是提高职业院校人才培养

质量的重要保障措施。我校较早在全国职业院校开

设《小动物影像技术》课程，通过多年的校企合作开

发并不断优化了项目课程教材，建设了在线开放课

程教学资源，持续开展了网络辅助教学实践，并将

思政教育融入教学中，促进了技能型人才的培养，

所教的学生走上工作岗位能够学以致用，达到了素

养能力并重，校企协同三赢的效果。

1 开发基于校企合作的项目教材是课程建

设起点

产教融合与校企合作是高职院校新时代教育

改革的重要内容与途径。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

了《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7〕

95号），明确指出：支持引导企业深度参与职业学校

教育教学改革，参与学校专业规划、教材开发、教学

设计、课程设置、实习实训，促进企业需求融入人才

培养环节。推行面向企业真实生产环境的任务式培

养模式。鼓励企业依托或联合职业学校设立产业学

院和企业工作室、实验室、创新基地、实践基地。支

持企业技术和管理人才到学校任教，鼓励有条件的

地方探索产业教师特设岗位计划。探索符合职业教

育特点的教师资格标准和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办法。

允许职业学校依法依规自主聘请兼职教师和确定

兼职报酬。推动职业学校与大中型企业合作建设

“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完善职业学校实践假

期制度，支持在职教师定期到企业实践锻炼。

按照意见要求，课程教材开发是校企合作重要

内容之一，也是课程建设的起点，徐国庆《职业教育

项目课程开发指南》指出：职业教育项目课程可定

基于产教融合与校企合作模式下《小动物影像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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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职课程的开发建设要结合课程特点，以开发校企合作教材为起点，建设信息化教学资源，

将信息化技术手段应用在课程开发与教学实践中，并同时融入课程思政，从而培养素养能力并重，

校企协同三赢的高技术技能型人才。本文结合高职职业必修课程《小动物影像技术》项目教材开发、

在线教学资源与课程思政建设，谈信息化教学实践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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