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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职业教育理念已在我国职业教育广泛推广应用遥本文针对高职家禽生产技术课程的传统教学存在的不足
进行了分析袁从教学内容尧实践体系尧教学方法尧考核方式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与研究袁通过教学应用取得良好效果袁以期适应当前家禽
生产对畜牧兽医专业人才的需求变化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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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职业教育理论是德国著名职业教

育学者 Rauner 教授团队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针对传统职

1.3 教学内容无特色
经调查袁江西省畜牧兽医类专业高职院校学生仍以本省

业教育与真实工作世界相脱离的弊端创建的袁并成为德国

内地学生为主袁现用家禽生产技术课程高职教材以全国十二

职业教育改革的指南袁其核心思想已被我国职业教育界所

五规划教材为主袁教学内容以通用原则性为主袁而各省家禽

接受袁并对我国职业教育领域特别是课程领域产生深远的

地方品种尧自然资源条件尧养殖模式等不同以及发展特色养

影响遥

殖的讲授内容欠缺袁导致学生毕业后不能很快适应当地家禽

养禽生产技术是高等职业教育中畜牧兽医专业的核心
课程袁是高度扎根于生产过程尧实践性强的专业技能性学科遥

生产过程袁对创新创业的发展认识度不高遥
1.4 教师实践经验欠缺

目前我国养禽业正处于数量扩张型向质量效益型尧小规模

近年来袁高职院校聘用的教师重视文凭袁多数直接来自

粗放型生产向集约化标准化生产尧国内市场向国际市场尧资

本科院校的研究生且有些专业不对口尧理论知识以书本为

源消耗型向环境友好型方向转变的时期 [1]遥新时代的新要

主尧对家禽生产实践经验欠缺袁加上教学任务繁重袁与企业

求袁为专业人才培养的教育教学改革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

行业联系少袁缺乏充分的调研袁因而对现代企业规模尧整个

遇袁教学中既要注重专业知识的传授袁更要重视学生实践技

行业发展现状及生产实际操作技能缺乏了解袁难以直接指导

能尧创新创业精神的培养遥为此袁课题组人员遵循生产性尧实

学生进行生产实践袁影响了实践教学效果遥

用性尧科学性尧先进性尧启发性尧多样性的原则袁将家禽生产

1.5 考核方法单一

过程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与生产实践深入有机结
合进行教学与实践改革袁以增强教与学的效果袁实现培养人
才的目标遥
1 教改前家禽生产技术课程教学的不足
1.1 课堂理论课时过多

传统的家禽生产课程教学侧重介绍家禽的品种尧遗传

对学生成绩的考核仍以期末理论考试为主袁占总成绩

的 60%~70%袁平时成绩以到课率和作业成绩为主袁占总成

绩的 30%~40%袁而技能考核成绩少袁或只在实验室进行某单
项的检测袁评价方式仅由任课教师自评袁占总成绩的比例约
为 10%遥这种考核重分数尧轻能力袁往往造成学生考前死记

硬背袁仓促应付考试袁缺乏学习兴趣袁导致学习能力尧创新能

育种尧营养及饲养管理理论等袁教学理论知识过多过繁袁甚

力无法得到培养袁不利于学生专业素质的提高遥

至与营养与解剖等已学专业重复袁如需全面授课袁教学时数

2 家禽生产技术课程教学与实践改革

很长遥在课程教学安排和实施中袁理论教学时数占 70%以上

且以课堂板书为主袁抽象性偏重袁互动性不高袁学习氛围低
沉袁学生易产生倦怠遥
1.2 实践教学不足

2.1 以生产过程为导向的课程内容袁校企合作研发校本教材
通过与规模化的种鸡场尧孵化场尧蛋鸡场和肉鸡场以及
水禽场等行业专家尧饲养人员就当前家禽生产的饲养模式尧
设备改进尧生产流程尧生产岗位尧生产中常见问题等进行广

家禽生产技术是一门应用性尧实践性比较强的课程袁但

泛深入交流袁对家禽企业生产全过程进行了调查尧研讨和分

是受传统教学观念的限制袁目前仍然缺乏完善尧科学的实践

析袁提炼出相应的典型工作任务袁以典型工作任务为重点尧

教学体系且实践教学设施及条件不完善袁实践课仍然以校

工作过程为导向尧就业创业为目标为特色设置教学内容袁形

内实验室为主袁只能进行片面的检测性实习袁例如生理解

成相应的课程模块袁对家禽生产实行项目化尧模块化尧任务

剖尧体重体长趾骨测量尧家禽屠宰加工等袁而生产过程必须

化教学袁使教学内容与生产实际有机融合袁确保教学内容的

具备多项技能袁如不同免疫接种方法尧注射方法尧断喙尧高
低产蛋鸡鉴别尧人工采精与授精尧孵化过程尧环境调控等袁但
是受条件限制袁无法按时完成生产导向目标袁实践时数不足
30%遥

基金项目 江西省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渊JXJG-17-79-3冤遥
作者简介 尧国荣渊1965-冤袁男袁江西抚州人袁教授袁从事畜禽生产及疾
病防治教学与研究工作遥
收稿日期 2019-05-10

实用性遥对教学计划进行了调整袁理论教学由原来的 66 学时
减至 48 学时袁占总学时的 53.3%袁较原计划少 18 学时遥理论
知识以家禽生物特性尧品种选择尧现代饲养模式尧家禽饲养
关键技术尧不同时期管理要点尧主要疫病的预防措施等进行
模块化尧任务化教学内容改革袁编写适合江西省当前家禽生
产特点的教学方案和校本教材袁教学改革前理论教学内容及
学时分配见表 1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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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教改前理论教学内容及学时分配情况
课程
教学
教学
模块
任务
时数
教改前
结论
2
现代养禽业 现代养禽业的特点
2
优良品种
2
养禽工程设施
2
禽场卫生防疫
2
家禽的主要经济性状及繁育特点 4
家禽繁殖
技术
家禽的配种方法
2
家禽的孵化
8
雏鸡的培育技术
6
蛋鸡生产
技术
育成鸡的培育技术
4
产蛋鸡的饲养管理技术
8
肉鸡屠宰与分割
2
蛋用种鸡的饲养管理技术
4
肉用仔鸡的饲养管理技术
4
肉鸡饲养
技术
肉用种鸡饲养管理技术
4
肉鸡的屠宰与分割技术
2
鸭生产技术
6
水禽生产
技术
鹅生产技术
2
教改后 家禽生产
家禽生产现状与发展方向
2
基础知识
家禽品种的认识与外貌特征
2
家禽的生物学特性
2
现代家禽品种
2
现代家禽饲养模式
2
孵化设备的构造与原理
2
家禽孵化
技术
种蛋选择尧消毒尧贮存
2
种蛋入孵操作
2
孵化条件
4
孵化日常管理
4
蛋鸡品种选择
2
蛋鸡的生
产技术
雏鸡的培育
4
育成鸡的培育
2
产蛋鸡的饲养管理
4
蛋用种鸡的饲养管理
2
快大型肉鸡生产
2
肉鸡的生
产技术
地方优质肉鸡生产技术
2
蛋鸭的生产技术要点
2
水禽的生
产技术
肉鸭的生产技术要点
2
鹅的生产技术要点
2
家禽生产的 消毒尧免疫及常见疾病的预防
2
综合生物防
疫技术
阶段

表 2 教改前后实训内容及学时分配情况
总学
时数
66

48

2.2 以典型岗位技能为目标袁创新实践教学体系
通过与校企合作袁课题组成员对家禽企业生产全过程进

阶段
实训内容
实训时数 总实训时数
教改前 家禽品种的认识
2
24
蛋品质测定
2
鸡的人工授精
2
种蛋的消毒
2
孵化器的结构与使用
2
胚胎发育观察院照蛋
2
雏鸡雌雄鉴别与挑选
2
禽舍温度尧湿度的测定
2
高产鸡表型选择
2
均匀度的测定技术
2
肉鸡屠宰与分割
2
中小型鸡场设计
2
教改后 家禽品种的认识与外貌特征
2
42
家禽生理指标测定与生理解剖
2
禽蛋的结构与受精蛋的鉴别
2
种蛋消毒尧码蛋尧入孵操作
2
照蛋操作及胚胎发育观察
2
出雏院初生雏的雌雄鉴别尧强弱分级
2
MD 疫苗颈部皮下注射免疫
2
育雏舍的准备院消毒尧预温
2
ND+IB 疫苗滴鼻点眼免疫
2
小鸡的断喙技术
2
均匀度的测定技术
2
ND尧AI尧IBD 灭活苗免疫技术
2
小公鸡阉割技术
2
公鸡采精及精液品质鉴定
2
鸡的人工授精操作技术
2
鸡的翅 V 采血与心脏采血技术
2
鸡新城疫的抗体水平监测
2
鸡体解剖与病料采集技术
2
禽舍的内外环境消毒操作
2
鸡白痢病的检测技术
2
鸡支原体病的检测技术
2

表 3 教改前后生产实习安排情况

阶段
教改前
教改后

实习内容
蛋鸡场或肉鸡场日常饲养管理
种禽生产尧孵化尧阶段饲养尧免疫等轮
岗尧跟岗尧顶岗实习

实习时间/d
14
45

频尧实物模拟家禽生产过程袁采用多媒体教学的方法实行情
境化教学袁教学过程中特别注重课堂气氛袁做到少讲授尧多
启发尧少板书尧多互动袁对讲授的知识点要做到精髓化尧实用
化尧科学化遥

行了调查尧研讨和分析袁对家禽生产企业内的关键技术岗位

2.3.2 建立以关键技术为核心的野教尧学尧做冶一体化教学模

和岗位技术人员所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进行了分析研究袁

式遥根据家禽生产的关键核心技术如种蛋选择尧消毒尧孵化尧

按照职业岗位技能要求袁实训教学由原来的 24 学时增加至
42 学时袁占总学时的 46.6%袁增加了 20%遥教改前后实训内

容及学时分配见表 2遥同时改革传统教学模式中实践教学分
散尧从属尧依附于理论教学的教学模式袁探索和建立与理论

教学体系密切联系而又相对独立的实践教学体系[2]遥利用寒

胚胎发育尧出生雏的雌雄鉴别尧皮下注射尧雏鸡饲养尧断喙尧
免疫接种尧小公鸡阉割等袁课题组成员加强了校内实践教学
基础条件建设袁完善了孵化实验室及孵化设备的更新袁对家
禽保健实验室尧实验动物养殖基地尧家禽养殖设备和图片展
示进行配套建设遥在教学过程中对家禽孵化过程尧雏鸡培育尧

暑假袁安排学生进养殖场参加生产实践活动袁根据用人单位

育成鸡调控尧产蛋鸡管理尧人工采精与授精尧各种免疫接种

对人才培养的要求袁有针对性地开展轮岗尧跟岗尧顶岗教学

方法等教学内容进行野教尧学尧做冶一体改革袁由指导教师负

实习袁以现代学徒制方式实行野双元化冶实践教学管理袁在很

责学生进行第二课堂教学袁对孵化实验室和实验鸡舍实行开

大程度上拓展了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和应职能力遥教改前后

放式管理袁学生轮流值班进行孵化管理袁在校园林基地搭建

生产实习安排见表 3遥

2.3 改进教学方法袁激发学生的兴趣

2.3.1 采用多媒体数字化实行情境化教学遥课题组成员利用
课余及寒暑假深入江西省的樟树尧南昌尧德安尧抚州等养殖
较发达的地区进行现场调研袁拍摄生产过程视频尧图片等袁根
据模块和任务的内容制作家禽生产技术课件袁通过图片尧视
256

家禽饲养场所袁实施果林生态养殖袁使学生充分学习家禽生
产过程中的关键技能和基础知识遥这种教学模式有效提高了
教学效果袁增强了学生的创业信心遥
2.4 改革考核方式袁实行三元化考核
专业课程的成绩最终以考核为标准袁但考核方式不能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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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职业农民丧失信心遥而对一些畜禽养殖户来说袁市场波动

种植业尧畜牧业尧渔业转型升级袁农村一尧二尧三产业融合等

风险就更明显遥

领域袁打造一批现代农业产业发展带头人和骨干曰二是要精

从自然灾害影响看袁寿县是一个粮食产量大县尧畜牧业

准袁做好培训前的需求调查袁了解农民真实需求袁在全面掌

大县遥区域内新型职业农民从事的工作领域主要集中在种

握农民需求基础上袁有针对地设置培训班尧安排课程和实习
实训内容等[3]袁防止野被培训冶和野一刀切冶遥

植业和养殖业遥而这 2 种行业受自然因素影响较大袁遇到灾
害频发的年份袁农户的收益就会降低遥例如 2018 年小麦本

来长势良好袁但之前的连阴雨严重影响了小麦的灌浆与成

4.2 定向扶持尧延伸服务袁提升新型职业农民的发展能力

一是强化政策扶持袁优化职业农民发展环境曰二是提供

熟袁导致小麦减产遥再例如 2017 年底持续暴风雪造成很多

培训平台袁组织新型职业农民开展产销对接尧跨区域交流合

养殖场棚坍塌袁压死畜禽袁甚至有人员受伤袁蔬菜大棚受损

作等活动袁引导成立协会袁支持新型职业农民抱团发展曰三

造成菜农损失惨重遥

是增强职业农民典型带动能力袁提供增值服务袁创造条件支

从基础设施建设看袁还有待完善遥以涧沟镇一家小龙虾
养殖户为例袁由于缺乏资金袁没有对基地水尧电尧路等设施进

持提高学历尧扩大规模尧发展产业袁引领和带动更多人加入
职业农民队伍[4]遥

行改造升级袁导致遇雨泥泞不堪遥这距离实现基地连成片尧

4.3 巩固基础尧改善条件袁大幅提升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保

产业聚成堆的目标还有很大的距离遥

障能力

3.2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是深入推进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实施遥重点实施新

从调研情况看袁寿县新型职业农民年龄大尧文化水平低遥

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轮训计划尧农业产业精准扶贫培训计

因此袁培育农民工作就显得尤为必要遥但此项工作仍存在很

划遥二是加强培训资源建设遥完善师资选聘管理制度袁加大

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遥从教育培训供给端看袁一是培训的组织

师资培训力度袁推介一批名师袁建设一些培育示范基地遥三

者单一化袁都由县农委组织曰二是培训内容有野大水漫灌冶现

是完善野一主多元冶的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体系袁统筹利

象袁其针对性有待提高袁提供的教育培训产品与农民的现实

用涉农院校尧农技推广机构等公益性培训资源遥深化产教融
合尧校企合作袁拓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渠道袁大幅提升职业

需求不匹配袁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2]曰三是缺乏高水平的师资
队伍及精品教材课件曰四是农民不适应新的发展理念袁思想
守旧袁接受新事物的意识不强袁从而对参加培训缺乏积极主
动性遥
4 对策

4.1 分类设计尧精准施策袁提高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针对性
一是要分类袁根据各类职业农民的不同特点袁以产业为
核心确定培育方案袁瞄准粮食和重要农产品适度规模生产袁

农民的技能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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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遥通过课题组人员尧生产技术人员尧行业专家及学生反馈

法和手段等袁完善了教学体系袁同时完善实验室尧校内动物

调查袁实行多元化评价袁考察学生的真正专业技术水平遥为

饲养基地设施袁进行情境化实训技能操作袁开展以生产过程

此袁改革后重新构建了考核评价体系袁校内理论考试占总成

为导向跟岗实习袁强化实践性教学袁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尧解

岗实习评价成绩占 30%遥期末理论考试内容与职业资格和

意见进一步细化袁在 2017 级学生教学中反映良好袁满意率

绩的 50%袁平时成绩占 10%袁校内实训占 10%袁生产企业跟
技术等级鉴定结合袁平时成绩以考勤尧课堂答题尧平时作业
及实训报告成绩为根据袁跟岗实习期间成绩由生产单位带

决问题及动手的能力 [4]遥对 2016 级学生的教学实施及反馈
达 92.6%遥在家禽生产技术课程的教学改革与实践探索中袁
课题人员将继续深入实际袁利用现代野互联网+冶技术袁不断

徒人员评分尧学生自评袁最后经过学院实习指导老师做出最

完善课程的理论与实践教学体系袁创新教学模式袁有效调动

终评分遥通过理论与实践袁企业尧学校尧学生相结合的考核方

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袁由野要我学冶转变为野我要学冶袁由野课堂

式袁激发学生学习专业知识的积极性袁提高学生分析与解决

学冶走向野课外学冶[5-6]遥

问题的能力遥同时袁任课教师也可根据所有学生的成绩分布
情况袁对教学方法进行针对性的改进袁提高自身教学质量遥
3 结语
教育改革首先要更新观念袁即教育思想的转变袁只有具
备较强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教师才能培养出具有创新精
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应用人才[3]遥本课程改革始终贯彻野以
专业素质教育为核心袁以实践教学为主体袁以专业技能能力
培养为重点冶的职业教育理念 [4]袁按照高职技能型人才的培
养目标及企业对家禽生产技术应用的需要袁对家禽生产技术
课程进行理论与实践改革袁通过调整专业教学计划尧重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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