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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四川中职美术教师专业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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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美术教育是中小学课程重要组成部分，是实施美育的关键。当前，美

术教育课改已进入关键期。美术教师专业发展水平，直接影响到整个素质教育的发展。文章对加强中职美

术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性进行了论述，分析了当前四川中职美术教育发展现状，并就目前现状和存在的问

题进行了解析，就如何推动中职美术教师专业积极发展提出一些建议，以望为提高四川中职美术师资队伍

整体建设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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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Education is the foundation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long run. Art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curriculum and the key to implement aesthetic education. At 
present, the curriculum reform of art education has entered a critical period.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level of 
art teachers directly affect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hole quality educa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of 
strengthening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art teachers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deeply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art education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in Sichuan and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how to promote the positive development of art teachers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art teachers’ team construction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in Sich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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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中职美术教师专业发展，一是要全面贯彻

党的教育方针及本省各项政策，要落实职教 20 条顶

层设计，遵守职业教育法律法规，注重课程思政，

增强技能，强调工匠精神，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二是要把中职美术

教师专业发展定位放在促进成渝双城经济圈的建设

上，全面贯彻立德树人的基本要求，促进美育发展。

把美术老师专业发展和坚持“扩容、提升、贯通、

融合”结合起来，以整体推进、提升品质、增值赋

能为主线，从提升美术教师专业发展重点和关键环

节入手，全面推动四川中职美术教师专业发展，以

服务四川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实现更高质量更充

分就业需要。 
1 川中职美术教师专业发展的现状 
1.1 学历现状 
据统计，目前四川省内中职教师 20-25 岁的教

师占 5%，26-30 岁的教师占 35%，31-35 岁的教师

占 60%。大专学历占 3%，本科学历占 85%，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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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学历占 12%，本科学历的占大部分，其中研究生

学历的美术教师所占比例更少。就目前教育情况而

言本科学历已经很难满足现在的教育需求，提升学

历显得尤为重要。 
1.2 能力水平现状 
据调查，四川中职院校青年教师占总省内教师

人数的 40%左右，这些教师仅经过岗前培训后就直

接进入了教学一线，教学效果并不好，这充分说明

了“能教”并不代表“会教”。以便如此，因学校

的不重视，大多中职美术教师连这样的岗前培训机

会都没有就被迫上岗，教学效果更加不好。加强青

年美术教师培养，尤其是提升青年美术教师的教学

能力是中职教师队伍建设面临的亟待解决的任务。 
全省中职学校在美术教师相较于其他专业课程

来说，在专业能力水平和教育教学水平能力的培训

活动组织得较少，特别是行业办学的中职学校，教

育部门不管，自己的主管部门也不懂得去组织的情

况，所在学校重视不够，基本属于脱节的状态。 
1.3 数量现状 
从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以来的数据统计显示，

中职学校的招生人数每年呈现上升趋势，在校生人

数增多，而中职美术教师的总数却没有相应增加，

“双师型”美术教师数量更是不足。因此，美术教

师的专业发展势在必行。 
1.4 教师地位现状 
大多数人由于对美术学科的歧视，对中职美术

教师也缺乏应有的尊敬，极易造成美术教师对自己

的职业生涯的自我评价偏低、职业成就感较差，甚

至出现对自身职业身份的动摇与质疑的现象。这些

消极的因素相互叠加，对学生的学习、学校的发展、

教师的成长都有很大的消极作用。 
2 川中职美术教师专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2.1 美术及教师专业没有得到重视 
一是对美术教学的关注不够，许多学校往往忽

略了美术教育的相关作用和重要性。认为美术和体

育都是“副科”、“小三门”，其他科目占据了很

大的比例；二是由于学校自身缺乏比较完善的科学

评估机制，尤其是与学科的特殊性相匹配的评估机

制，导致美术教师在培训学习、评职称、考核等方

面常常落后，从而使其在教师队伍中处于弱势地位，

制约着其自身的发展；三是在艺术教育领域，尤其

是在师资队伍建设上，如活动、竞赛等，缺乏基础

资源。尤其是一些乡村学校，学校无教师，教室无

设施，学生无学具，美术教育相对比较尴尬。 
2.2 自我更新发展的意识不强 
调查中发现部分中职美术教师的自我更新和自

我发展意识不强，没有长期的计划，甚至做了计划

却没有很好的实施。存在教师所掌握的知识大多来

自自身所学，“吃老本”；教师的专业知识主要依

赖于外在的资源被动地获得，新课程理念、现代教

育理念、现代教育管理知识、现代教育教学方法的

运用还不够，教育教学和科研水平还有待提高；缺

乏综合的知识和技术，缺乏扎实的专业训练，专业

素养需要提高等问题[4]。 
2.3 教育教学能力不足 
中职美术专业教师由于相关部门重视不够，缺

乏系统性的教学培训，就教师本身而言自身的基础

和专业知识能力是足够的，但从中职美术教师的专

业发展和学校发展的现状来看，大多美术教师师缺

乏系统性教学经验的，上升渠道相对其他基础课而

言较窄，教育教学能力不足。 
3 川中职美术教师专业发展对策 
3.1 加强美术教育资源建设 
从基础设施、教学材料、教学活动、教师能力

提升平台建设等多个方面，加强对美术教学的宣传，

注重美术教师教育教学能力的培养。要使美术教学

成为学校的一项重要内容，以培养学生的美育能力

为核心，以培养学生的全面发展为主要内容，为美

术教师的职业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和发展保障。 
3.2 加强中职美术教师自我发展意识 
成为一个具备人文精神与人文素养的美术教师。

如今，美术课标已从最初的“涂鸦”逐渐上升为“人

文”，对美术有更深入的了解与应用，在一个广阔

的文化背景下了解美术的特性，更能从文化的视角

去感受美术所蕴含的深层意义。从 20 世纪后期起，

“教师教育的专业化”逐渐由数量的需要转变为以

质量为标准的教师教育的国际化。新时期的美术教

育课程，不管是内涵的提升、理念的创新、角色的

转变，都必然会给美术教师带来新的挑战。面对这

样的需求，美术教师所面对的问题也越来越多。美

术教师要不断地进行自我调节，更新自己的教学理

念，加强自身的专业技能。美术教师要意识到，美

术教师专业发展是个人和内部的专业化提升，是教

师在教学实践中的自我发展。这种发展是一种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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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方式，是一种终生不断的学习。在此过程中，

美术教师必须明确特定的职业目标，并在此过程中

不断地寻求与发展。美术教师专业发展既包括专业

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发展，也包括专业情感的发展，

即专业信念和态度的持续改进。 
3.3 提升教师教育教学能力。 
在自身发展、自我提高的基础上，加强对自身

发展、自我更新的认识，不断提高美术课堂教学质

量。有步骤地实施，并依据具体的计划，进行自我

训练和科研活动。美术专业的理论基础与实际操作

能力直接影响着美术教育的成效。如：四川省美术

学院的冯恩旭和成都市美术学院的辜敏，为成都美

术教师之间的专业和课堂教学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

台，通过举办中小学美术教师的绘画、书法作品展

览、中小学美术教学竞赛、现场观摩研讨活动等，

这样既能够增强教师自身的专业意识，不断提高专

业水平，还能够提高教师的课堂教学能力。随着新

课程的开展，美术教育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5-6]。 
3.4 提升美术教师地位 
一是相关部门应建立一些规章制作，提升美术

教育在学生身心健康教育和美育中的重要地位；二

是学校加强美术教师的培养，注重美育的重要性，

将美术课和其他基础学科同等对待。三是社会积极

导向，让人们打破传统固化思维，增强美术教师自

信心；四是中职美术教师要坚持自己的教学理念，

敢于面对现实，降低自己的定位期望值，调整教学

方法，消除消极情绪，积极面对各种挑战。 
3.5 建设高水平教师队伍 
加强中职院校美术教师队伍建设，对优秀人才实

行业绩直接考核，实行公开录用。建立和完善中职美

术兼职教师的自选机制，促进高技能人才、高技能人

才、职业学校美术教师的双向流动。要深化美术教师

职称制度改革，把师德、工匠精神、技术技能、教学

工作实绩和个人成果等作为考核的重要依据，探索建

立以“代表性成果”和实际贡献为主要内容的评价方

法，破除“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唯身份、唯奖

项”的顽瘴痼疾，构建分类清晰评选机制。 
3.6 科学规范的职业院校教师职称制度。 
建立了一批美术“双师型”的师资培训基地。

建立健全美术“双师型”师资鉴定标准，把美术“双

师”与素质教育结合起来，既体现了“双师”的素

质，又反映了美术教师“双师”的职业素养。评选

和认定一批美术“双师型”职业教育工作者、技能

大师、专业（学科）带头人等，并建立省级美术名

师工作室、美术技能大师工作室、美术教师技艺技

能传承创新平台。 
4 结语 
美术教师专业发展，就是要加强美术教师学习

平台的建设，健全美术教师专业发展保障机制，提

高美术教师地位，加强美术教师在职前、入职和在

职期间，不断地学习、自我完善、发展、超越，不

断的改革和创新来达到自身的整体、协调和可持续

发展，终生不懈地循序渐进地学习知识，以实现美

术教育质量的最佳途径。终身学习和美术教师的专

业发展是相互补充的，终身学习可以促进教师的专

业发展，而教师的专业发展则必须通过终身学习的

实践来实现。因此，终身学习是教师专业发展的必

然选择，是实现美术教师专业化的成长基础，是美

术教师不断进步的重要保证。美术教师专业发展是

教师教育系统不可或缺的一环，它不仅是美术教师

自身的职责，学校更是必须给予充分的关注与投资，

主管部门更要提供上升途径。只有各方面齐心协力，

共同解决目前的困境，才能推动美术教师的专业发

展，提高美术师资的整体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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