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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设思想

该方案基于社会文化艺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结合班级学生特

点，以思想建设、文化建设、心理建设、学风建设，家、校、企三

元育人建设等方面为落脚点，着力打造文化艺术氛围浓郁型班级。

以活动为载体，以比赛为抓手，以实习实训为突破口，重点培育思

想上有高度，学习上有态度，实践中有力度，生活中有温度的群众

社会文化艺术宣传人才。

二、班级情况分析

1.学生基本情况分析

班 级

人数

总数 女生 男生 团员 住校 走读 单亲 贫困

35 35 0 20 31 4 3 3

个人

爱好

琴棋书画类 体育运动 电子竞技 其他

10 6 17 2

父母

文化

初等教育 中等教育 高等 其他

60% 35% 4% 1%

父母

工作

个体自营 企业职工 公职人员 其他

30% 63% 4% 3%



2.学生特点分析

2019 级社会文化艺术 1 班是三年制中职班。学生身心发育正

常，师生和生生之间能够保持正常交流。绝大多数学生拥有较强的

班级荣誉感，对良好班风有些很强的期待，参与班级活动的热情很

较高。学生大多来自农村，总体淳朴善良，但普遍存在不良行为习

惯。

3.建设难点分析

在学习方面，学生入学成绩两极分化现象比较严重，写作能力、

语言表达能力较弱。一半以上学生缺乏良好的学习习惯，畏难情绪

普遍。专业技能方面，绝大部分是没有经过专业训练零基础的学生，

个别学生在舞蹈、钢琴、美术上有一定的基础，专业基础总体较弱。

学生文化素质不高，专业前景模糊，不同程度地表现出“目标

迷失、信心丢失、态度缺失”等消极人格倾向。

目标迷失：班级刚组建时大多数学生不了解本专业的学习内容

和就业方向;对自己要学习哪些课程，未来如何就业或者继续深造

等问题并不十分关心，对于三年后的计划也不明朗，缺乏明确的学

习目标。

信心丢失：学生成绩较差，长期被戴着“后进生”的帽子，无

法正确评估自己的能力，骨子里有自卑感，总感觉自己没有考上普

通高中而“低人一等”。个别学生对社会文化艺术专业就业前景缺

乏信心。



态度缺失：部分学生主观上追求上进，实际上缺乏行动，惰性

强，习惯差，低标准，宽要求，在学习上缺乏必要的态度、明确的

标准和严格的执行计划。

三、班级建设目标

打造艺术氛围浓厚班级，培育群众社会文化宣传人才。

1.集体建设目标

努力营造浓厚艺术氛围，形成班级特色文化，明确集体奋斗方

向和目标，把“立德树人，德技双馨“作为班级建设的重点目标。

努力将班级建设为学生良好品德的培育室，知识技能的补给站。以



此确立班级口号、班歌等。

2.个体发展诉求

着力培养理想信念坚定，能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德

智体美劳诸方面全面发展的，具有社会文化艺术必备基础理论知识

和专业技能、具备较强的从事群众艺术文化宣传能力，能够长期扎

根于群众中的高素质的群众艺术文化人才及能够到更高一级学校

学习的优秀人才。

四、班级建设内容

（一）“五个方面”共建，为学生成长赋能。



思想建设 学风建设文化建设

思想工作

爱国主义教育

劳动教育

理想信念教育

中华优秀文化

传承与创新教

育

心理健康教育

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教

育

青春期教育

学习兴趣培养

职业指导
家校共育

校企共育

心理建设 三元育人

1.思想建设

以主题班会为抓手，以系列活动为载体，结合专业特点在传授知

识、砺炼技能的过程当中渗透爱国主义教育，思想品德教育，厚植国

家情怀，筑牢思想阵地。

2.文化建设

包括物质文化建设、精神文化建设、制度文化建设。

（1）以艺术元素营造班级氛围。物质文化上，运用文化艺术元

素装饰班级，通过艺术符号营造氛围，建立良好的学习环境。

（2）以文化传承凝练班级精神。建设精神文化，通过理想信念

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教育，开展劳动教育等，凝练“修

德、砺能、传承、创新”的班级精神。

五个方面



（3）以规章制度规范学生行为。建设制度文化，鼓励学生全员

参与班级规章制度制订，班主任审核，用全班学生约定成俗的制度规

范班级，适时增加必要条款，及时修订不当款项，确保制度建设符合

班级发展需要。

3.心理建设

为维护学生心理健康，增强学生心理素质，预防和解决学生心理

问题，结合班级学生特点开展心理健康教育，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教育，青春期教育，使学生微笑面对学习、生活，树立积极乐观心

态，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4.学风建设

为营造良好的育人环境，打造好学、善学、乐学型班级，不断提

高社会文化艺术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结合班级建设目标，开展学习兴

趣培养教育，职业指导教育，顶岗实习活动，召开”学习先进促成长

“主题班会和表彰活动。通过教育引导强化学生学习主体意识，规范

班级学生的学习行为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形成良好的班风，学风。

（1）表彰先进促成长。加强教育与引导，强化学生学习主体意

识，积极宣传和动员，形成正确舆论氛围。通过表彰”先进“同学，

优秀毕业生校园宣讲会等活动，激发学习动机，使学生从”要我学“向”

我要学“转变。



（2）建立团队传帮带。根据学生特点组建学习小组，通过小组

成员之间”传“、”帮“、”带“磨砺专业技能，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促进学生学习进步，各小组在班级形成”比“、”学“、”赶“、”

帮“、”超“的良好学习氛围。

（3）活动实践收获丰。以赛促学，开展学习小组成果验收活动，

鼓励各小组学生参加技能大赛、职业素养比赛、”文明风采“比赛等，

在比赛中获取知识，在比赛中获得自信，在比赛中促进成长。开展暑

期社会实践活动，顶岗实习活动，岗前培训活动，提高学生就业能力。

5.家、校、企三元育人建设

随着职业教育改革深入人心结合中职学生特点，在家校育人，校

企育人基础上以学校为纽带探索家、校、企三元育人模式，形成三者

育人合力。



（二）“四度并举”对标人才培养方案，培育社会文化宣传

人才

根据社会文化艺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要求及班级建设目标，结

合专业特点开展形式多样的班级活动，培育“思想上有高度、学习

上有态度、实践中有力度、生活中有温度”的技能型人才，将专业

人才培养方案细致化、具体化、明确化。

（1）思想上有高度。通过军训教育，德育课提高学生思想道

德水平，利用德育实践周活动锻炼学生吃苦耐劳的品质。以建党

100 周年为契机，加强全班同学党史学习教育，以学史明理、学史

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为四个目标汲取百年党史中的营养。结

合专业开展一次送节目下乡活动，通过专业技能，传播优秀文化，

弘扬先进思想。

(2)学习上有态度。着重培养学生良好学习习惯，开展入学教育，

班规校纪解读，学习中小学生守则。引导学生建构三年学习目标，

合理制订学习计划，按质按量履行计划，做到心中有目标，脚下有

方向。根据学生特点成立学习小组，通过小组成员之间“传”、“帮”、

“带”，查缺补漏，探索专业技能，提高学生学习兴趣，促进学生学

习进步，各小组在班级形成“比”、“学”、“赶”、“帮”、“超”

的良好学习氛围。注重学习成果验收，鼓励各小组参加技能大赛，职

业素养比赛，文明风采比赛等。将专业技能运用到各项比赛当中，收

获成果，以赛促学，以赛增信，为学生就业、升学提供动力。



（3）实践中有力度。狠抓专业基础训练，熟悉专业课程，迅速

进入学习状态，做到进班即静，入座即学。各学习小组成立，小组合

作互帮互助排除学习中的困难，建立学习团队，发挥专业特长参加学

校、社会组织的相关活动。进入学习成果验收阶段，鼓励各学习团队

参加技能大赛，职业素养比赛，文明风采比赛等，将音乐、舞蹈、美

术、普通话等专业技能运用到实践中去，将知识与技能转化为成果。

（4）生活中有温度。高一时组织学生开展“你画我猜”、“翻

牌接龙”“同舟共济”等班级团建活动。增加学生、师生之间的交流

合作，曾进感情，建立班级大家庭。高二时开展“疯狂毛毛虫”、“迎

面接力”、拔河等活动，专业拓展上开展“送节目进社区”，参加市

春晚节目。丰富学生课余生活，让学生在快乐中学习。高三时，组织

学生参加顶岗实习，体验工作环境，开展实习经验分享活动，使学生

在欢乐中成长。

五、过程措施

育人途径：创建文化艺术环境，实施环境育人；建立家、校、企

“多元”育人模式，形成育人合力；发挥活动作用，进行活动育人。

根本措施：提高学生自我认知水平，激发自主发展意识，建立成

长自信，养成传承和创新习惯。



1.以思想教育为引领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文化自信”

理论为依据，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文化艺术教育为抓手，开展思

想引领，促进知行合一。

（1）充分发挥德育课思想教育作用。开展职业内涵教育，职业

生涯规划，拟定三年学习计划，提高职业认知，获得成长动力。

（2）利用技能教育渗透思想教育。通过专业技能训练，学习中

华传统文化，适时渗透思想教育。

（3）开辟其他思想教育阵地。开展顶岗实习，技能大赛，职业

素养大赛等活动，通过企业育人，家庭育人，活动育人等实现多角

度思想活动。

2.以养成教育为前提

结合班情，在建班初期需要帮助学生融入班级环境、形成集体

观念，明确学习目标、克服学习上和行为上的畏难情绪、不良习惯，

改善“三失”现象。

3.以职业精神教育为抓手

入学时开展职业内涵教育，建立职业认同。开展职业生涯规划

教育，并且贯穿学习始终，做好职业生涯规划。加强职业精神、工

匠精神教育，形成正确职业观念和良好职业道德。



4.以家、校、企合力育人为保障

发挥“全员育人”作用，在家校育人，校企育人基础上以学校

为纽带建立家、校、企三元育人模式，形成三者育人合力。从家庭到

学校、企业全方位，有侧重的开展育人活动。

六、活动安排

1.根据社会文化艺术专业特点将班级活动分为常规活动、主题活动、

特色活动。

类别 活动内容 活动负责人 活动人员

常规活动

1.青年大学习活动

2.仪容仪表整理活动

3.学习团队互助活动

4.“文明风采”活动

5.技能大赛

6.家访活动

7.“开学第一课”

1.团支书

2. 班主任

3.学习委员、小组长

班级全体学生

主题活动

1. 传统节日活动

春节主题教育

端午节主题教育

国庆节主题教育

2. 纪念日活动

学雷锋纪念日活动

512 抗震救灾活动

1. 班主任

2. 班干部

班级全体学生

特色活动

1. 每日说话

2. 德育实践周

3. 体艺节活动

疯狂毛毛虫

拔河

4. 优秀毕业生宣讲会

1. 班主任

2. 小组长

3. 全体成员

班级全体学生



附班级学生基本情况表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学（籍）号
需要关注的主要方面
（每人不超过 50 字）

1 蔡心雨 女 16 192215010430
偏科问题严重，尤其数学，专业课上要注

重基本功的练习，多参加活动锻炼胆量。

2 曾蒙 女 16 192215010431
成绩波动较大，很少参加活动比赛，性格

较为内向。

3 陈叶曼 女 16 192215010432
数学略有偏科，性格偏内向，不善表现自

己。

4 戴晖 女 17 192215010433 经常表现的过度谦虚，不够自信。

5 戴湘 女 16 192215010434
性格开朗外向，做事负责但不够细心，略

显粗枝大叶。

6 虞欣雨 女 16 192215010465

自律性较差，偶尔会范小错误，文化课成

绩有待提高。

7 方萱 女 16 192215010436
单亲家庭，做事认真负责但缺乏方法，平

时谨小慎微。

8 张妍 女 16 192215010468
性格外向，大大咧咧，时常在班级寝室等

公共场所大声喧哗。

9 周秦雨 女 17 192215010473 身体素质较差，夏天常生病。

10 胡婕 女 16 192215010439
性格内向，做事略显胆怯，与老师交流时

不够自信。

11 郑雨田 女 17 192215010472 文化课成绩有待提高，奉献精神不强。

12 黄子杨 女 16 192215010441
性格内向，参加集体活动积极性不高，数

学偏明显。

13 江满云 女 16 192215010442
学习目标不够明确，成绩较差，参加集体

活动积极性不高。

14 蒋梦雨 女 17 192215010443
性格内向，数学偏科严重，自我约束能力

较弱。

15 亢红霞 女 17 192215010444
来自偏远地区，家庭经济困难，性格内向，

与同学之间相处有矛盾。



16 李红玉 女 16 192215010445

性格内向，不善言辞，成绩不稳定，波动

较大，日光性皮炎，夏季不能长时间晒太

阳。

17 李茂厦 女 17 192215010446
重组家庭，母亲长期在外务工，不善处理

同学之间矛盾。

18 刘婉 女 16 192215010447
性格内向，舞蹈专业突出，文化课成绩较

差，偶尔违反班规，有早恋现象。

19 刘晓晓 女 16 192215010448
性格内向，寡言少语，在班级成绩靠后，

自我约束能力不强，做事较慢。

20 刘心爱 女 16 192215010449
体型较胖，不够自信，音乐舞蹈专业课偏

科严重。

21 张淑晴 女 16 192215010466
成绩不够稳定，起伏波动较大，参加集体

活动积极性不高，不够主动。

22 石丛婧 女 16 192215010451

成绩起伏不定，偏科严重，数学成绩较差，

缺乏自律，偶尔违反班级规章制度，喜欢

空喊口号，缺乏实际行动。

23 苏杭 女 16 192215010452
性格内向，不够自信，上课经常走神，注

意力不集中。

24 郑梦姣 女 17 192215010471
单亲家庭，很少参加比赛和集体活动，与

同学之间存在矛盾。

25 孙志妍 女 16 192215010454
父母长期在外地工作，周末放学上学，无

人接送，缺乏父母关爱。

26 唐佳君 女 16 192215010455
聪明机敏，但自我约束力较差，成绩波动

较大。

27 万安绪 女 16 192215010456

性格内向，语言较少，不善交际，很少参

加活动，成绩靠后，专业技能训练不够刻

苦。

28 汪洁 女 16 192215010457
不善交际，与同学之间产生摩擦，文化课

成绩优秀，但专业技能有待提高。

29 王海蕾 女 16 192215010458
性格内向文静，有些胆小，参加活动比赛

较少，文化课成绩靠后。

30 王浩玮 女 17 192215010459 性格内向，偶尔表现不够自信，



31 王湘薇 女 16 192215010460
性格开朗，活泼，大大咧咧，成绩波动较

大，语文偏科严重。

32 徐文蕾 女 17 192215010461
家庭情况特殊，弟弟先天性残疾，家庭条

件困难，性格内向，参加活动较少。

33 章璟 女 17 192215010470 走读生，性格内向，英语略有偏科。

34 杨钰航 女 16 192215010463

走读生，身体瘦小，体质较差，性格内向，

言语较少，缺乏管理沟通能力，舞蹈音乐

偏科严重。

35 殷文静 女 16 192215010464
英语成绩较好，数学较差，性格内向，班

集体意识不强，缺少奉献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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