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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质量与安全生产管理教学研究
胡　望

（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1）

摘　要　安全生产是人类生存发展过程中永恒的主题。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安全问题正愈来愈多地受

到整个社会的关注与重视。搞好安全生产工作，保证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是实现我国国民经济可持续发

展的前提和保障，是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促进社会稳定与创造和谐社会的基础。所以，在建设工程质量与

安全课程教学中我们要树立“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指导思想进行课程教学，使学生在课程中认识到安全生产

的重要性，在步入工作岗位上时，学以致用，将安全线牢牢守住，为社会、企业的安全生产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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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1月 3日 19时许，位于贵州省毕节市金海

湖新区归化街道的毕节市第一人民医院分院培训基地

项目在建工地发生山体坍塌滑坡，造成现场多名施工

人员被困。这起事故最终导致 14人死亡，3人受伤。

2022年 4月 30日 16时 30分左右，某送变电建设公司

在南方 500kV某变扩建第二台主变工程开展一次设备

安装作业，在进行刀闸调试，开展 CT引流线测量时，

吊车安装的托斗脱落，导致 2名作业人员高空坠落送

医院抢救无效死亡。2022年 5月 3日 9时 40分左右，

兰州市西固区陈官营村、东湾村房屋建设施工工地，

在塔吊拆除过程中突发机械坠落事故，造成 3人死亡，

1人受伤。2022年到目前为止，建设施工相关领域有

人员死亡的安全事故就发生了多起，导致大量人员伤

亡和财产损失，由此可见安全的重要性。

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上的报告中指出：要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弘扬生命至上、

安全第一的思想，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完善安全生产

责任制，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提升防灾减灾救

灾能力 [1]。这对建设工程行业意义重大，对建筑工程质

量与安全生产管理课程教学非常具有指导意义，怎样

将“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生产安全理念融入建筑

工程质量与安全生产管理课程当中去，以一个怎样的

思路去教学，便是本文研究探讨的主要内容。

建筑工程施工安全是建设工程施工行业的根本，

是施工参与各方各项工作的基石，同时也是生产效益、

社会稳定的根本基础。因此建筑施工安全尤为重要，

而施工质量亦是施工安全的重要条件，建筑工程施工

质量在施工项目管理中与安全是相辅相成、相互统一

的，工程质量形成于建设工程施工，在建筑工程施工

过程中安全管理疏忽不得，它伴随在工程质量形成过

程中。工程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安全事故发生与否，

质量是建设工程的生命，安全是建设工程的卫士，因此，

安全、质量管理是建设工程施工的重要内容。

1 课程的基本情况

建筑工程质量与安全生产管理课程是高职建筑工

程技术专业、工程监理专业以及其他土建类相关专业

的一门重要专业课程。是质量员（质检工作人员）、

安全员等职业岗位必备的专业知识与技能，是建造师

等职业资格考试的核心内容。主要任务是使学习者掌

握建筑工程施工质量控制要点、施工质量检验方法与

标准、施工安全管理要点，使其具有建筑工程施工质

量和安全管理的能力。培养学生在以后的工作岗位上、

工程实践当中工程项目的实施、质量控制与安全管理

的基本职业能力，培养学生的安全管理、质量控制的

主观能动性意识。

建筑工程质量与安全生产管理课程主要包括八个

章节，分别为：建筑工程质量管理、建筑工程质量控

制、建筑工程质量通病分析与预防措施、建筑工程施

工质量验收、建筑工程安全管理基本常识、建筑施工

现场安全措施、安全文明施工、施工安全事故处理及

应急救援。本课程主要内容是建筑工程质量控制和安

全管理，课程以就业为导向，以培养职业能力为主线，

紧密结合现行工程质量与安全管理的最新标准、规范，

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同时有针对性地使学生掌握必要

的建筑工程质量与安全管理方面的知识技能，以便快

速地适应工作岗位的需要。



Broad Review Of Scientific Stories

2022年 7期 (上 )总第 500期 科教文化

113

2 课程的教学思路

因高职教育的特点，学生在课堂上对于专业知识

的介绍如果是灌输式、填鸭式的教学方式，教学效果

将会非常差，对学生的“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理念

的形成以及专业课程技能的掌握将没有帮助。因此，

要探索一条有良好教学效果的课程教学路线。为此根

据课程特点、学生特点以及行业工作特点设想了一条

“1+3+5”的专业课程教学思路。“1”代表一个中心思

想“生命至上、安全第一、质量第一”；“3”代表 3

条教学路径，分别是课前指引、课中授课、课后活动；“5”

代表5种教学方法，分别是讲授法、讨论法、任务驱动法、

学习通“互联网 +教学法”、辩论赛法。（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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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3+5”的专业课程教学

2.1 “1”个中心思想

安全责任重于泰山，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决

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这必须作为一条不可逾

越的红线 [2]。同时质量是人类生产生活的重要保障。中

国致力于质量提升行动，提高质量标准，加强全面质

量管理，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推动

高质量发展 [3]。

考虑学校对于建筑工程技术专业学生的人才培养

方案的要求以及建筑工程行业岗位素质职业能力的需

要，建筑工程质量与安全管理课程需要确立一个方向

正确的课程教学中心思想，以中心思想作为指导思想

进行课程教学。当前，我们认为要围绕将“生命至上、

安全第一”理念以及发展质量问题摆在更为突出的位

置的要求确立“1”个中心思想：并作为本专业课程自

身的课堂教学指导思想，用体现新时代精神和专业特

色的课堂教学思想来指导教学。

2.2 “3”条教学路径

在课程教学的中心指导思想确立的基础上，我们

要充分考虑人才培养方案、学生毕业要求以及行业岗

位的职业素质要求等这些主要因素来选择适合高职院

校学生的教学路径。路选对了，才能根据正确的指引

方向走向目的地，因此，正确的教学路径也是实现“1”

个中心思想的传递、实现良好教学效果的重要前提。“3”

条教学路径主要是：课前指引、课中授课、课后活动。

1.课前指引。“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课前指

引对课堂教学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为学生上专业课

之前指明当时专业知识的内容方向，让学生提前了解

相关专业知识内容，了解的同时又带着疑问，激发学

生的兴趣。可以通过课前任务布置、课前案例视频观

看等方式对学生做课前指引。课前指引可以培育学习

动力，引导学生的学习方向，在学习中带着问题，使

学生对专业知识的记忆更深。课前指引有助于营造创

新氛围，培养学生提出质疑的能力，朱熹语：“小疑

则小进，大疑则大进”。创新精神、探索精神以及敢

于质疑是作为大学生的一种重要的精神，通过课前指

引能得到积极提升。

2.课中授课。课中教学是专业课程的关键环节，

在课堂教学中能否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至关重要。

我们要以人为本，以学生为中心进行课中授课。学生

是专业课程的主要角色。在课中授课时要充分和学生

互动，站在学生的角度考虑问题，使专业课程的学习

更加易懂有趣。同时在课中授课过程中可以充分利用

“互联网 +”技术，同时要学会制造情景，根据课程内

容设计情景；也要学会渲染气氛，如讲到安全问题或

案例时，渲染严肃紧张的气氛，让学生意识到安全的

绝对重要性；还要学会将身边或者热点事件的典型案

例进行讲解，学生的感受会更真实，掌握知识的效果

会更好。因此，课堂教学设计要围绕以“生命至上、

安全第一、质量第一”为中心思想精心设计，充分调

动学生兴趣以及充分将理念融入课中的授课。

3.课后活动。正所谓“好舵手能使八面风”，对

于专业课程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要使得学生做到

课后巩固并熟练运用就要通过课后活动。这里的课后

活动的概念比较宽泛，只要是有助于学生掌握专业知

识专业技能的合适可行的课后活动我们都可以开展，

包括班级活动、校内活动和社会活动等实践活动。每

一个活动都确立以当时课程任务内容为主题。例如课

后“发展质量”的辩论赛、课后“安全主题日”宣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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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视频的制作、安全交底模拟会等。通过这些课后活

动的方法巩固学生专业知识，并使学生熟练运用专业

技能，既能激发学生深入掌握专业知识的兴趣，又能

达到夯实教学效果的目的。

2.3 “5”种教学方法

在上述中的“3”条路径中，如何将“生命至上、

安全第一、质量第一”的理念及中心思想融入建筑工

程质量与安全生产管理课程教学，我们可以通过“5”

中教学方法：讲授法、讨论法、任务驱动法、学习通“互

联网 +教学法”、辩论赛法。

1.讲授法。本专业课程可以采用讲授法，讲授法

是教师通过口头语言借助现代教学手段，如 PPT、动画、

短视频和虚拟仿真软件等对学生系统地传授知识的一

种方法。利用讲授法进行教学，首先，专业课程教师

要作风端正，专业知识扎实，并且能很好地利用课堂，

通过声调变化、肢体语言以及与学生灵活互动将知识

传授；将“安全第一、质量第一”的理念进行传递；

将正确的做人做事的方法进行引导。

2.讨论法。本专业课程可以采用讨论法 [4]。讨论法

在课堂上很实用，老师将主题给出来，让学生组队讨论，

再对主题发表意见和看法。例如：某工地出现安全事故，

哪些人需要负责；某工程部位出现质量问题，由谁负责。

通过讨论法，一是学生可以在成员之间相互发表看法，

锻炼学生敢于抒发意见的能力；二是讨论法有助于加

深学生对专业知识的印象；三是让学生学会接受不同

的合理合法的观点和看法，做到学习、生活和以后的

工作求同存异，谋求发展。

3.任务驱动法。本专业课程可以采用任务驱动法 [5]，

任务驱动教学强调知识和技能的传授应以完成典型“任

务”为主，强调学生在密切联系学习、生活和社会实

践的有意义的“任务”情境中，通过完成任务来学习

知识、获得技能、形成能力。“任务驱动法”既发挥

教师的主导作用，又体现学生认知的主体作用，形成

鲜明的“双主模式”。根据专业课程内容模块的设置，

合理选择主题和布置任务，将任务贯穿教学，以完成

任务成果的完整度和质量进行考核，使学生在完成过

程中既得到锻炼又有成就感。

4.学习通“互联网 +教学法”。本专业课程可以

采用学习通“互联网 +教学法”，随着信息化时代的

快速发展，教育教学模式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互

联网 +教育”在全国各地都得到了大范围的应用。疫

情时期，学习通在远程教学中的应用效果较好，保证

了学校的学习进度，也体现了在线课程的价值。除了

学习通还有扫二维码即可看施工工艺视频、安全事故

警示案例短视频或者专业知识点介绍等；不少有条件

的学校也有虚拟 3D软件，还原施工现场场景等。这些

教学手段都能做到满足不同学生对于知识了解的不同

渠道的要求，使知识的传递方式多样化。

5.辩论赛法。本专业课程可以采用辩论赛法，充

分挖掘课程相关的“安全”主题和“质量”主题，以

主题确立辩题，组织学生开展辩论赛。该方法可以开

阔学生思维，锻炼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查找资料的

能力、搜索的能力、统筹分析的能力等，让学生开动

脑筋，从多方面去考虑问题，发散思维。还可以加强

学生之间的默契、团结协助能力，增加友谊。让大家

对辩论问题有一个新的看法，追求真理。使那些内向

不敢于表达自己想法的学生在辩论中锻炼自己的勇气，

在同学和老师的关注下表达自己、抒发自己的感想。

这样学生既深刻地掌握了专业知识，综合素质也得到

了很大提升。

3 结语

对建筑工程质量与安全管理，本文在“生命至上、

安全第一”的安全生产背景下设想了“1+3+5”的专业

课程教学思路，充分地将专业知识模块、案例和任务

等相互糅合，通过可行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实现提高

教学效果、提升学生专业能力以及职业素养的目的。

通过不断地探索不同的教学思路、教学模式和教学方

法以适应新时代建筑工程行业对于学生的专业技能要

求，以期实现教师自身教学水平提高、学生专业技能

及就业率提高以及企业对毕业学生工作能力的评价提

高的“三赢”目的。本文对建筑工程质量与安全管理

的设想对高职类土建专业课程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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