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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职业中学语文教学中的人文教育
洪战辉

湖南长沙市湘华中等职业学校，湖南

摘要 
目的：对于学生的教育工作，不单单要教学生学习新的知识

和解题的方式和方法，关键还要教会孩子如何成长。通过对

职业中学的调查和分析，发现人文教育在这些学校都没有得

到应该有的重视，对此我们将分析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

方法：本文试图从语言主体的本质，当今社会的需要，学生

的发展，文化的传播等方面阐述职业中学的语言。

结论：人文教育在中学的教学中，起着非常大的作用，现在

人文教育对于学校的语文教育就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非常紧

迫的作用，在对职业中学的人文教育该如何实施对于我们而

言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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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职业学校的教育教学的时候，教师把人文教育渗透到教学

中的方式，容易被大家忽视。汉语学科本质的工具取向常使

汉语教学简单，人性化，具有听，说，读，写的能力。而忽

视了语言本身的文化本质，包括人文内涵。此外，不同于普

通的中学教育，职业中学生的学生不仅面临升学的问题还面

临着就业的问题，而这种职业性的需求对他们提出了一些具

体的学习要求，要求其在学习的过程中侧重学习他们需要精

通的专业课程和技能。与专业课程相比，语言排名第二。应

用程序文本在将来的工作中也很有用。语文教育的基础知识

以及其中的语言知识都是为了应对未来的各种考试。就人文

内容而言，它可以成为专业中学生的奢侈品和需求。二是对

教师认识的制约。有些老师认为，中学生的文化水平相对较

低，他不能吸收更多的他来教他。在教学的过程中，并没有

交给学生最基本的语言知识和语文知识，让学生在教学结束

以后通过一学期的学习可以应付课程的考试。因此，人文教

育的基本内涵的语言在现在的职业教育中遭受到了不被重视

的教育。这种冰冷的遭遇并不十分严酷，也没有必要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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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文教育的重要性

人文是指人类社会中的各种文化现象，包括

文化背景，人生观，世界观，民族心理特征，

民族审美心理和审美情趣。职业中学语文教

材文本往往蕴含着这些人文内涵。

1．从社会需求看，在当今社会，企业

越来越重视文化婚姻，重视产品的文化内涵，

树立企业的文化形象。相应地，公司也要求

自己的从业者具有相当的人文遗产。社会要

求职业中学生对人文敏感，有兴趣，有相应

的人文，具有一定的人文素养。可以说，人

文渗透是职业中学语文教学积极适应社会的

一种选择。

2．从学生生活发展看在现代社会中，

人们很难依靠手艺或技能终生。人们必须不

断学习新知识，形成适应社会需求的新能力。

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对学生的考试有直接影

响，而人文学科更有可能对一个人的生活产

生深远的影响。它影响一个人的价值观，影

响个人的选择，影响一个人对新事物的态度，

新知识，并影响一个人新能力的形成。它成

为一个人除了专业技能。社会的基本素质是

一个人教育水平的重要指标。进入没有高等

教育的社会后，中等职业学生必须面对大量

的重新选择和再学习。它具有强烈的人文遗

产，相当于具有可以建立在社会基础上的基

本品质。更现实的是，中等职业学生进入大

学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通常比普通高中学生

少。在离开职业中学之前，他们迫切需要打

下更深厚的文化基础。

3．从文化传记看作为文化的本质，人

类的文明需要代代相传。中等职业学生不仅

是未来的专业人士，也是普通的社会成员。

它们是社会文化层面和文化传承者的体现。从

这个意义上说，职业中学语文教学中的人文教

育有继承文化，提高社会文化素质的责任。

在职业中学的所有学科中，语言是最人

性化的主题。在中文教科书中，美丽的章节

是人为因素的主要载体。如上所述，无论是

从语言本身的本质，还是从社会的发展，学

生的生成和文化的发展，语言教学都必须主

动承担起人文教育的责任。

二、人文教育的方式

语文教科书的人文内涵是客观存在的，但许

多人文因素并不是在文本的表面上肤浅地呈

现出来，而是往往隐藏在文本的深处，以一

种扭曲的方式呈现出来。为了让学生在学习

中感受和感受到人文，教师还需要点拨，指

导甚至讨论。长期以来，教师忽视人文学科，

学生对人文学科的麻木，人文学科似乎是语

文教学中的盲点。目前，一些处于教育改革

前沿的语文教师大胆探索和大胆实践，为语

文教学提供了一些有效的人文教学体验。在

语文教学实践中，作者还对中等职业学校语

文教学中的人文渗透进行了初步探索，并获

得了一些简单的经验。现在，我想把它教给

一个慷慨的家庭 :

1．深挖课本内涵 挖掘教科书本身的人

文内涵，教育学生人文学科，激发学生对人

文学科的兴趣。在课堂上，教师可以引导学

生进入作者丰富而细腻的情感世界，并与作

者一起体验心理旅程。或通过讨论引导学生

与作者思考，欣赏他们深刻的哲学思考，投

机兴趣或激励学生。追根溯源，理解文化的

深度文章具有人文内涵，详细文章很厚，让

学生可以阅读文章的丰富性和趣味性。让学

生成为学生的积极追求，自觉地采纳这样的

人文需求。

2．提高阅读 扩大阅读，追踪人文学科，

拓宽人文学科的流动。以人文为媒介，介绍

相关的古代文献，探讨作者个人情感的来源，

民族心理的来源，国家利益的来源 ; 介绍相

关的时间和文本，追求人文流动的方向和发

展，表达当今文化传统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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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增加写作 通过写作，鼓励学生完

成人类经验和人类表达。“老年人和现代人

都是人，用我的耳朵听。“当学生的真实情

感是真实的，他们是最好的时间来整合个人

情感与国家情感。他们是将人类经验精神融

入精神世界的最佳时机。将专业需求与专业

课程相结合，实现人员渗透。职业中学语文

教学中的人文教育有其自身的特点和高中语

文教学的特点。换句话说，职业中学的汉语

教学也会受到时代发展和学生专业需求的影

响。专业需求与汉语教学专业课程的结合并

不是失语汉语课程的根本原因。语言课程是

一门人文课程。它是中国教科书人文内容与

学生专业课程之间的桥梁。中职学生的专业

素养、服装设计的人文素质、物业管理的人

文素质、营销的人文素质、教师的亮点都能

激发学生对专业学科的关注。或者，学生对

专业科目的兴趣转化为对人文科学的兴趣。

在语言教学中，文化渗透不是重新进入

语言课堂，而是进入思想政治课，而是人类

语言的反映，取决于语言本身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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