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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创引领，“三创”搭台

——中职工美“非遗”专业人才培养新模式探究与实践总结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指出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福州旅游职业中专学校作为全国学校艺术教育先进单位、全国中小学中华优秀文化艺术

传承学校、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传承示范学校和福建省职业发展与创新创业工作委员

会牵头单位，责无旁贷地肩负起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在“非物质文化

遗产”类的工艺美术专业（寿山石雕、软木画、漆画、脱胎漆器方向）探索“文创”引领，

“三创”搭台的中职工艺美术“非遗”专业人才培养新模式，通过五年的实践，取得了预期

的阶段性成果。

一、成果的问题导向

近年来，工艺美术界的两种现象形成鲜明对比。一个现象是一向蜚声海内外的福州“非

遗”工艺美术寿山石雕、软木画、漆画、脱胎漆器陷入发展困境，制作艺人群体进入老龄化，

作品题材陈旧，创新乏力，市场低迷；另一现象是在故宫“文化创意”潮的强劲带动下，“文

创”已然成为工美新业态。“文创”业者大都年轻，除了创作，还能“云端”直播、线上开课、

夜市“出摊”、街头路演，红红火火，受到现代社会各个阶层的欢迎，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两相对比，使我们认识到，传统“非遗”产业的职业教育，不能再一味固守传统的纯艺术创

作型的培养思路，必须解放思想，彻底革除校内培养与行业市场脱节积弊，在业态变革潮流

中找到新专业定位，大批量培养能创作，有创意，懂创新，会创业的复合型人才。

二、融行业特点与专业特色于一体的解决方案

1.总体思路

鉴于工美行业以小微企业、工作室甚至家庭作坊为主，工美创作的价值在于求新求异求

特的特点，我们决定，改变以往只把“双创”（创新、创业）教育作为专业教学主场之外的补

充活动的状态，规划“三创”搭台“文创”引领的专业建设路线图，明确我校工美“非遗”

专业素养的培育主打“创意、创新、创业”能力。同时，把“文创”课程的研发与学生“文

创”能力的培养，作为专业人才培养新模式的切入点与突破口，致力于为区域工美“非遗”

产业培养坚持弘扬传统，善于守正创新的未来扛旗者，从根本上为行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2.实践范式

（1）升级以“三创”为主线的课程体系，落实教学主渠道培养。作为职业类型教育的基

础，中职工艺美术非遗专业必须深度适切业态终端特点，紧密追踪现代人审美品位，真诚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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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学生职业生涯发展。为此，必须改变只把“创意、创新、创业”（三创）作为课外活动的低

阶认知，改变“三创”与专业教学的“双轨制”，构建“融合型•全链式”培养模式，把“三

创”意识与能力作为专业核心素养的主要培育领域，有机嵌入课程体系，让“三创”站在“C

位”，通过专业教育、职业教育、素质教育、创新教育和创业教育的“五结合”，初步实现“三

创”教育进课标、进教材、进教案、进课堂，贯通主渠道，覆盖学习全周期。

（2）传统工艺训练+现代“文创”设计，生成多进路发展战力。创意来自市场，创新源

于需求，创业面向市场。学校挖掘和引入优质资源，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的校企深度

交流，深入市场调研，了解市场需求，快速捕捉到市场信息，激发创意，设计和开发出能直

推市场的创新作品，着力改变以往纯艺术创作的实践教学，紧趋行业“文创”大潮，在实战

化“文创”实践中重塑学生的知识能力素养结构，一让就业毕业生尽快跻身行业主流，二让

升学深造者获得进入“文创”领域的先机。

（3）一体化建设“三创”平台与实训室，“工坊”进楼“市场”进校。配合“三创”唱

主角“文创”扮先锋的新模式实施，学校与福建中艺传媒有限公司共同搭建了形成融校企合

作与“三创”平台两功能为一体，兼具线上线下双形态的新型校内实践教学空间，建章立制，

提供条件保障，每年配备 30 多万元的助创经费保障“点子-选拔-孵化-培育”的创新创业教

育全链式孵化的运作，为入驻空间的创新项目提供资金、技术、资源、以及线上线下销售平

台等方面的支持与帮助，成为学生创新创业孵化器，成为学生未来职场的体验空间。目前平

台成为福建省产创融合教育实践示范建设基地。

（4）教学团队在结构化转型中蜕变升级。教学团队以专业教师与公共基础课程教师为主

体，学校优化师资队伍，选送专业教师进行创新创业导师培训，并有行业企业大师、创新创

业研究院专家加盟，由“双创型教师+企业专家+公共基础课程教师”构成的导师团队，鼓励

专业教师对接市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总体实力增强，全面保障新模式实施。学校已有 28

位教师获得国家人社部的双创导师资格证书，2位教师晋升为双创考评员。

三、五大行动

1. 建立“政校行企研”协同育人机制，新模式动能充沛。

一是政府提供关键政策支持。市政府出台《福州市保护发展传统工艺美术的实施意见》，

建立“联席会议”制度，推进工艺美术专业的“定向委培”招生。据此，我校签订了《定向

委托培养软木画专业协议》，实践过程中的难题，如订单培养、校内外实训基地建设、专兼职

师资队伍建设、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和专项资助政策配套等，得以逐步解决。市教育局配套“非

遗”专业招生“免中考+自主专业面试”政策，落实生源保障，近五年，每年非遗专业招生人

数达 300 多人，为传统工艺美术行业储备了大量的专业人才。

二是公共财政资助就读学生。市经信委为本市就读软木画“订单”培养专业的学生，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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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提供 15 万元专项资金，用于行业大师入校执教授徒、特困生生活补助和优秀学生奖励。这

项资助政策有效缓解了传统工艺美术专业“招生难”。

三是行业协会积极参与。目前，“福州市脱胎漆器行业协会”、“福州市寿山石雕行业协会”

和“福州市漆艺文化研究会”、“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协会”正在行业（专业）标准化建设、

人才培养质量评估、师资调配储备、学生就业指导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2.校企联手制定“三创型”人才培养新方案。

新方案从更新观念加强领导入手，课程思政德技并修，以文化人。课程作为实践育人的

主渠道，在实践教学改革过程中，从培养目标和毕业需求出发，以教学目标为导向，以课程

为基石，培养学生的专业精神；以创新为桥梁，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着眼“松土育苗”，着

力将创新创业“意识融入师生、知识融入方案、内容融入课程、技能融入课堂、项目融入教

学”，形成全方位培养体系，营造浓厚的三创氛围，唤醒学生的创新精神，点燃学生的创业梦

想，提升学生的创造能力。同时注重思政思维的引导，厚植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的核心价值

观，通过教师的组织和引导，学生的实践和感悟，将思政元素润物无声、如盐如水般浸润到

工艺美术实践类课程，形成课程思政的长效机制。

3. 建设“三维”结构教学团队满足教学要求。

“三创”引领专业建设，形成人才培养新模式，成功的关键在于建设一支懂“三创”、会

“三创”的教学团队。我校在通常的学校教师与企业导师这“双师”结构之外，特地邀请汇

众创新创业研究院专家团队入校，形成教学团队的“三维”结构，承担起基础理论指导、实

训实践辅导、专业实践带导的教育教学任务。

选送教师参加创新创业教育培训。五年来，校内 30 多位教师先后参加了北京大学创新创

业训练营与国家人社部的“双创”导师培训，现在有 28 位教师获得国家人社部的双创导师资

格证书，2位教师晋升为双创考评员，走出了从专业教育型向“三创型”教师转变的重要一

步。

企业大师加盟教学团队。五年来，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郑幼林、林飞、潘惊石，中国传统

工艺美术大师、福建省雕刻艺术大师余春洲、福建省漆艺大师林彬三；福建省美术馆副馆长

邱志军；以及福州三宝工艺美术研究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许德越等大师企业家先后来校授课，

他们既传授创作技能，也传授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结合，还传授市场经营之道。

汇众创新创业研究院专家入校开设创新创业课程，通过案例教学，启发学生的创新思维

培养、夯实学生的市场调研、商业计划书撰写等基本功。

几年实践，学校教学团队建设成果显著。校内教师目前有省级工艺大师 1 名和省级工艺

名人 1名，兰福贵当选为福州市脱胎漆器行业协会第三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林晓

东老师任职福州市寿山石行业协会第三届理事会雕刻艺术专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还有 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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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作为编委副主任参编教改成果教材《中职生创新创业指导》。校企“双师”合作开发了 1

个精品课程《漆艺漆画髤饰技艺》，4本产教融合专创融合的创新教材《寿山石雕刻》、《软木

画》、《漆艺金缮修复技艺》和《漆艺髹饰与漆画基础实训指导书》。专业教师开展省级职教课

题研究 1项，市级 1项，CN 论文 2篇。创新课堂《漆艺打磨工艺之初磨》获“‘网龙杯’2018

年福建省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中职组信息化课堂教学赛项一等奖。。学校教师开发的创

新工艺产品获国家专利 4项；师生共同开发 10 个创业项目，2位工艺美术非遗专业教师参加

海外教学交流。教师创作作品多次屡获省级、全国工艺美术展评大奖。

4.以“文创”研发激发学生多元发展主动性积极性。每一件作品都是带有时代烙印的，

而被时代接受的认可度高的作品，一定是符合时代主流审美价值观的，基于这种理念下，非

遗传承人的培养，就必须要在现代学徒制的基础上，把“三创”理念融入课程。即培养中职

学生的文创意识，并把创意通过非遗作品呈现出来，走出过去只是培养纯粹“手艺人” 的死

循环。学校挖掘和引入优质资源，让学生快速捕捉到市场信息，激发学生创意。组织学生入

高校学习最前沿的资讯，入企业，与企业家零距离交流，师生通过深入市场调研，了解市场

需求，在导师指导下，学生学习挖掘“福州三宝”软木画、脱胎漆器和寿山石雕的地方文化

内涵，运用自己了解掌握儿童与青少年心理与兴趣的长处，将传统技艺与现代设计巧妙结合，

创作出一系列文化创意产品，目前已开发寿山石、软木画、漆文创作品等创意产品 200 多件，

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潮品”，同时，也成功地让自己以一个新的姿态与良好开端，走上了“非

遗”活态传承的道路。

5.搭建平台，多样化实践助推达成学生培养目标。

运用校企合作机制，软硬件投资一百多万元，搭建了 500 多平方米旅艺创客空间，设置

有“5个创意工坊”、“头脑风暴室”、 “文创商店”以及“网络销售空间”，其中线上有中国

艺购、微信、闲鱼等网络平台，线下有创意集市、现场拍卖会等，可同时容纳 90 人开展活动，

3年来共入驻过 11 个创新团队，他们在这里试水职场、仿真练摊，把创意作品孵化为商品。

目前该基地已获评为福建省产创融合教育实践示范培育基地。

积极组织学生参加省市国家级展销等活动。2017 至 2019 年间，我们组织学生参加了 23

场展销会、“5•18”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薪火相传、文明永续”福州旅游职业中专学校师

生非遗作品迎春展、微拍展、拍卖会、全国中小学生艺术展演美术获奖作品•八闽展、小匠人

集市、“创客空间”成果展、“薪火相传”2017 福州青年漆艺家漆艺新作展、2019 福建旅游生

活展、闽江文旅演艺职业教育集团首届传统文化艺术节暨校企合作成果展、三坊七巷、西湖、

上下杭景区创意集市等展销活动，累计销售总金额近 15 万元。其中“漆彩工坊”还获全国第

六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学生艺术实践工作坊一等奖。

学校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各级各类的创新创业大赛，通过撰写项目申报书、制作 PPT，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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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和现场答辩，用实战促使学生蜕变成长。2017 年-2019 年，已经有孵化五个创新项目在大

赛中获奖，6项金奖 2项银奖 2项铜奖。

四、成果创新与价值

本成果直接来源于校企合作中对业态变化的持续体验，是学校职业教育对行业发展的及

时跟进，是中职内稟“基础”属性的回归。

1.理念创新。

主要是针对行业发展新态势，对“三创”在人才培养中的功能地位的再认识，形成以知

识为基础，以技能为工具，以素养为灵魂，让“三创”全过程站上“C位”，引领专业核心素

养的培育的格局，彰显职业教育的类型特质。

2.实践创新。

一是以“文创”为改革切入点，使工美“非遗”专业培养目标的“复合型”意义明朗化，学

生的成长链注入新动能。“文化创意产品”的构思、策划、创作、营销成为学生实践常态，容

易与学生心理及兴趣产生良性谐振。基于专业教学，形成涵盖知识启蒙、技能强化、竞赛磨

炼、交流感悟、成果孵化整个成长链条的培养体系，精准提升学生融文化于作品，把作品包

装为商品，从创新走向创业，化“智本”为资本的能力与素质。二是进一步拓展产教融合空

间拓宽校企合作领域。“三创”具有天然的产业属性，学校重塑“三创”教育格局，顺势而上

抬升校企关系紧密度。几年来，我校与福州市工艺美术研究发展中心、福州雕刻工艺总厂、

福建沈绍安脱胎漆器有限公司、福州三宝工艺美术研究开发有限公司、福州市传承软木画有

限公司、福州守望传统文化艺术有限公司、福州“宝工坊”、福清市玄采堂艺术品有限公司、

福建中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和福建省汇众创新创业研究院等企业，形成了职业教育“双主体”

体系。

五、成果的推广应用效果

1.培养规模壮大，就业升学质量均得到社会的认可。

学校办学声誉提升显著，近年来非遗工艺美术专业的报名与录取人数之比接近 2:1，专

业培养规模保持在千人以上。

学生素养大幅提升，竞赛屡获佳绩。7 项创新项目参加各级各类创新创业比赛，获得国

赛 2金 2银 1铜和省赛 2银。12 件创新作品参加 18 年福建省工艺美术“百花奖”评选活动，

获得 1金、2银、4铜、5优秀奖的好成绩。全国“文明风采”大赛才艺展示项目共获得一、

二、三等奖共 3 人次；1 生获评全国职教百名“大国梦·小工匠”，1 生获最美中职生，1 生

获全国最美中职生标兵。

就业升学质量均得到社会的认可。从 2014 年至 2019 年，抽样调查 100 名参加双创培训

的学生，55%的学生升入海内外高校就读，其中 1人考上中国美术学院艺术设计专业，1人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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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韩国汉阳大学影像设计专业；1名参加北京大学创新创业训练营；35%的学子在名师工作室

等企业工作或自主创业，为企业输送人才，高质量就业率达 90%。而且到目前为止我校有 13 位

的毕业生自主创业成功。

教师团队创作的《琥珀微缩软木画》荣获 2017 年创新创业大赛金奖。富有闽都文化的创

意作品《福建名胜》、《福州十大名片》以及《榕城双塔》等创意作品，也都在省市创意作品

比赛中获得并收藏。漆项目组也开发出将寿山石和脱胎漆器福州两大非遗元素融合的作品--

漆印章，这个创新作品解决了寿山石因资源匮乏而价高的问题，降低了成本，作为伴手礼走

进千家万户。这个项目也获得由团中央主办的“挑战杯-彩虹人生”全国职业学校创新创业创

效大赛金奖。

三年来，学生共开发了 38 款的寿山石雕印章、文房四宝（笔舔、笔筒、笔架、笔洗）、

花瓶、石壶、摆件等作品，30 款的软木画摆件和琥珀微缩冰箱贴，以及漆印章、漆建盏、漆

茶盘、漆盏托、漆银茶杯、漆文房（毛笔、镇尺、签字笔、笔洗）、漆香道（香筒、香插、香

炉）、漆茶道（茶则三件套）、漆画、漆打火机、漆扇、漆瓷、漆杯垫、漆茶台、漆皮以及漆

饰品等近两百件。

2.新模式在多层次交流中示辐射效果明显。

新作品高频参展，引领示范。参加“海峡两岸青年节”的承办单位开展两岸交流，开发

工艺礼品 2项；参加 2016 年“518”海交会、2015 年全国青年运动会期间，设立“漆彩海丝”

文化小屋，展示工艺美术作品 50 余件，亲临小屋的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也予表扬。2017 年

校师生非物质文化遗产作品参加“薪火相传、文明永续”迎春展，2018 年创新工坊参加全国

第六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学生艺术实践工作坊比赛中荣获一等奖，2017-2019 年创客空

间工坊在西湖、三坊七巷、上下杭等景区以及国内外、省级或市级展销会中展销高达 23 次，

销售额近 15 万多元。

省内外交流，推广效果佳。五年内，国内外交流高达 13 场。2016 年 2 位创新创业导师

参加“2016 中国文化海外行——金辉南非营”，推动中非文化的交流。2017 年参加全国职教

博览会，展出工艺美术作品百余件；2017 年创新作品《漆·印章》作为第三届海峡青年节“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暨福州市-新北市职业（技职）教育交流活动的互赠纪念品。2017 年参

加漆彩濠镜•福州当代漆艺术品澳门邀请展”，导师参加澳门‘紫砂名壶·建阳盏’当代名家

邀请展”，2018 年、2019 年连续参加福建旅游生活展，两年均获优秀组织奖，2019 年参加与

福州墨尔本理工职业学院开展的联谊交流活动，1 位导师赴通渭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开展支

教帮扶活动，共建实训基地。

这一教学成果推广到福建省柘荣职业技术学校、通渭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菏泽华伟职

业中等专业学校和珠海市斗门区新盈中等职业学校等 9所省内外中职学校，3年来，9所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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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成果的借鉴应用效果，给予了好评。

学校共接待来自北京、山东、浙江、重庆、甘肃、宁夏等省份和福州市政协教育界委员、

福州市高职院校等省内外职教领导、同仁，来校考察“三创”实践经验，共计百余人次。

2位老师参加省级创新创业教育圆桌论坛，1名获奖学生参加产教融合与创新创业圆桌论

坛，1名老师作为金牌导师在第三届中华职业教育创新创业大赛指导教师培训班中做经验分

享。

2017 年，在“福州市中等职业学校第 39 市级教育教学展示交流活动暨“校企一体，创

新创业”校长论坛现场会和第三届海峡青年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暨福州市-新北市职业

（技职）教育交流活动上，学校以《创新创业创幸福》为题，分享学校“创客空间”活动的

成功经验。

2020 年在闽东北协同发展区职业教育论坛上分享题为《福州旅游职专探索“4433”政校

企行培养人才得现代学徒制模式实践案例》的经验。

截至 2020 年，三创教育活动在多家媒体报道，校宣传报道共 59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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