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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化视角下高职教育构建的审视

吴炜炜

（江苏开放大学，江苏 南京 210036）

摘 要：从教育生态学视角研究高职教育生态化，旨在为高职教育可持续协调发展赢得生态话语权和

发展行动力，切实提高高职吸引力。高职教育生态化建设含有四重生态因子：生态位、生态链、生态承载

力和生态创新力。生态型高职构建应以错位发展和预警提示的生态位为基础，以集团化办学和恰当的市场

化办学竞争机制构成的生态链为保障，以“升转稳步”的最适度生态承载力为支撑，以创新能力更优化发

展为突破。

关键词：高职教育；生态化；生态型；构建；全纳职业能力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8415[2015]-04-0003-06

收稿日期：2015-07-24
作者简介：吴炜炜（1980~），女，江苏南京人，江苏开放大学通识教育学院，助理研究员，硕士。

教育生态学通过研究教育与外部环境之间以

及教育内部各环节、各层次之间的本质联系维系

教育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以尊重“人之为

人”的全面性、实现人的可持续发展为逻辑起

点，契合高职教育协调发展研究所需，为促进和

评价当前高职教育优质良性循环发展提供了全新

的价值维度，能够促进高职教育发展视角的转换

和发展观的创生。

一、高职教育生态化的内涵特征分析

高职教育生态化是指以教育生态学理论为指

导，依据教育生态学原理分析高职教育生态特

征，研究高职教育问题，关注高职教育内外部环

境关系及机理作用，解决高职教育发展矛盾，探

索高职教育发展规律和发展策略，揭示高职教育

发展趋势和方向，推动高职教育可持续发展的生

态型高职构建过程。高职教育生态化发展受启于

教育生态学，教育生态学学科理论首先是由美国

哥伦比亚师范学院院长劳伦斯·克雷明于1976年在

《公共教育 （Public Education）》 一书中提出

的，是将教育与生态环境相联系，并以其相互关

系及作用机理为研究对象的一门新兴学科。劳伦

斯将教育看作是一个生态系统，认为在生态学理

论和方法指导下的教育过程，即教育系统内外进

行的能量、物质和信息的交换过程。高职教育生

态化创新发展，正是以教育生态学的视角赋予高

职教育生态学意义，形成具有系统性、前瞻性、

全面性、指导性等特点的高职教育生态理论，引

导高职教育纳入社会生态系统中进行生态能量重

构，坚持以人的可持续发展为核心，逐步构建生

态型高职教育实践体系，建立高职教育和谐发展

机制，培养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和丰富创生潜力

的高技能人才。

高职教育生态化构建包含四个方面的生态因

子，即高职教育生态位、高职教育生态链、高职

教育生态承载力和高职教育生态创新力，这四重

生态因子皆有各自的因子质量要求、发展诉求和

存在特征，有机联系为一个相对稳定的高职教育

生态发展环境。（1）高职教育生态位是指高职教

育在整个高等教育生态系统中所占据的位置空间

及其与其它高教类别之间的关系机制，具有明确

性和动态性特征，明确性是指高职教育的人才培

养目标和教育类型属性在高等教育系统里都应有

明确的定位和确认，动态性是指高职教育生态位

能够在发展过程中克服生态位同质化弊端，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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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资源信息，适时应变地寻找新的发展支点和

准确的生态位属。（2）高职教育生态链是指由高

职教育过程中各发展性职教要素在共生性高职环

境中围绕高职教育目标和培养方式，形成的结合

形式和连贯关系，即职教要素共生系统，具有连

通性和复合性特征。连通性是指教育与职业融

通，如以岗位技能要求连通学制内的理论教学和

实践环节，以企业行业实际工作环境连通高职院

校的仿真性实训模拟场景等；复合性是指各发展

性职教过程要素能交叉作用、综合施力，形成稳

定发展且具人才培养实效的一体化高职生态链。

（3）高职教育生态承载力是指在高职教育对当前

高等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和谋略布局的承受能力，

是对其发展的适应程度的规定和依据，具有前瞻

性和协调性特征。前瞻性是指应在高职教育发展

可承载力度和范围内对高职教育的优质合理科学

发展具备前瞻性的发展眼光和策略；协调性是指

高职教育的发展策略必须从承载高职教育活动的

相关院校的实际情况出发，充分考虑到与相关院

校的办学条件、师资质素、心理状况、实践实训

状况等现实情况相协调。（4）高职教育生态创新

力是指高职学生创新精神的养成和高职院校为培

育创新创业人才而构筑的校园创新生态环境及政

策支持，具有常态性和合作性特征。常态性是指

要将创新精神培育为对高职教育发展的深层激励

因素并常态化地落实到人才培养实践之中；合作

性是指高职院校应以合作者、联盟者、“多主体”

的视角帮助学生创新创业，提供政策支持、技术

指导、发展环境和创业帮助。

二、高职教育发展现状的教育生态审视

1．高职教育生态位呈现同质化和工具主义弊

端，高职专业的特色创新和高职人才的可持续发

展质量遭到解构

高职教育在高等教育结构序列中“入主流、

成支柱”已经是高等教育界共识，但是“精定

位、创特色”却成为高职教育优质发展的瓶颈，

高职教育生态位呈现同质化倾向，不仅高职教育

办学与差别教育类型的普通本科及大专教育出现

盲从性雷同，而且就同一类别的高职教育各院校

而言，专业设置趋同度高，同区域同专业开设的

占比数值大，人才培养定位同构，培养模式雷

同，缺乏生态个性和院校特色。就生态位的生态

耐受极限而言，高职教育的发展耐受上限为高职

教育的本质规定性：培养生产、建设、服务、管

理等一线需要的高等技术应用型专门人才。发展

耐受下限为高职人才的本质规定性：全面可持续

发展的“职业人”培养及其应具备的全纳职业能

力。部分高职院校异化了高职教育的职业属性，

忽视了高职教育既属“高教”又属“职教”和教

育性、实践性、发展性、社会性并存的教育本质

规律，以单向度片面化的“能力本位观”取代全

面发展的“发展本位观”，生态位呈现出低于发展

耐受下限的教育短视、偏功利化理念与行为：高

职教育打上“工具主义”烙印，学生人文精神素

养呈现黑洞，综合素质失衡和出现“空场”，个体

能力结构偏差，教育实践呈现近利主义和对

“人”的全面发展的背离。

2．高职教育生态链缺乏市场导向竞争机制的

融入，专业建设与区域产业发展对接度较低，高

职教育缺乏良性循环的竞争发展环境

吸引市场相关主体要素加入高职教育生态

链，形成政府、企业、行业、院校、研究机构等

共同参与的一体化的“大职教集团”，构筑“类职

业环境”，坚持“产教实深度融合、学做研合一”

的教学模式，提高人才的社会需求度和职业契合

度，已是高职教育发展的普遍诉求。但是，在高

职教育市场化过程中，更应含有市场导向竞争机

制的引入，即高职教育市场化应是政府通过宏观

调控加强职教市场主体要素功能机制统筹、市场

通过竞争机制加强高职运行过程和资源配置调节

这二者相结合的市场化运作过程。当前相关市场

要素主体重在构建“类职业环境”，未能合力形成

竞争体制；重在参与育人实践，未能充分激活高

职教育的市场竞争意识和市场运行规则；重在以

合作求共赢，未能以合体竞争力求共赢。竞争机

制缺失导致办学的生态竞争环境缺失，高职教育

生态链缺乏竞争活力和促使高职院校个性化发

展、向发展制高点迈进的激发机制，专业建设和

产业发展虽具一致度，但是因为高职教育政府属

性和市场属性融通的障碍，专业服务区域产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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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对接度和直接服务能力较低。

3．高职教育生态承载力张度和强度不足，高

职教育生态循环秩序遭阻滞

生态承载张度，是指维系高职教育特定时空

位置、促进不同层次职业教育体系衔接的支撑张

力，即能够促进高职与地方行业高校稳步衔接，

以前瞻性的应用技术型大学转型推进现代职业教

育体系构建的生态承载张力，包括职教转型思想

和认识的统一、衔接机制、衔接标准的完善，转

型院校的办学体制、发展定位、人才培养模式，

转型教师的心理期许和职业愿景等等。在高职

“升格热”过程中，由于衔接机制、衔接标准、师

资配比、实验实训等条件的不完善不协调，对学

历上升链和能力对接度形成制约，学历升层和能

力内涵的延展还须取得系列教育支持制度和保障

机制的研究和支持。生态承载强度，是指保证高

职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承载能力强度，即经

济、精神、文化等综合因素形成的能力复合支

撑，高职教育生态承载力的强度主要有高职发展

的经费支持、社会心理认同及文化内涵等要素。

当前高职教育呈现出办学经费不足、与普通本科

高校预算内财政拨款经费同比比例严重失调和倾

斜、社会人群对高职有偏见和歧视、高职教育承

受着普遍性社会轻视心理的精神重负。文化内涵

的缺失也是高职院校具有共性的问题，高职教育

的人文素养养成与技能培训速成，高职人才质量

堪忧。

4．高职教育生态创新精神的培育呈课程化，

创新教育行为短视，生态创新价值无所体现

当前高职教育实际，对创新精神的重视和加

强已成为能力培养的共性价值诉求，但是培育践

行过程却和创新理念本身存在悖行，比如创新精

神之于教学实践的培育存在空场：一是表现为创

新能力培养的学科理论化和课程体系化倾向，有

些高职院校仍局限于《大学生就业与创业指导》、

《职业生涯规划》等课程理论的传授和学分的获

取，并未以创新活动的开展驱动创新能力的培

养；二是表现为创新精神的“主—客”交往关

系，比如有些教师指导开展的社团活动依然遵循

老师发号施令、定位派角，学生听从指令、按部

就班执行的实践模式，学生完全呈现被动化和观

望化状态，能力培养的主体性缺乏；三是教师创

新素质和创造力的培养严重缺失，导致教学策略

流于形式。有必要制订一系列的配套措施，促使

每一个教师具备足够的技能和自信来实施一些新

的教学策略，而不是一味采用默认的或惯常的教

学风格开展教学实践，教师自身的创造力创新力

亟待强化培养。教育环境的创设方面，学科环境

缺乏专业性创新教育课程体系和教学模式支撑，

创新教育的课程教学往往堙没于主干课程教学

中；实践环境缺乏强而有力的多元化办学主体的

支撑，“大职教集团”办学模式成效会消解在因无

强制性法制保障而导致的部分企业行业研究机构

参与热情不高、主动性不强、不履行“校企合作

育人”职责的产学联盟支持系统的疲软状态。

三、生态型高职构建的优化路径选择

1．以错位发展和预警提示的高职生态位为基

础，树立生态型高职的发展支点和基于全纳职业

能力的高职教育观

（1）坚持“一校一方案”错位发展，建立特

色优势专业。高职院校应该密切关注区域经济产

业结构和生产方式的变化，结合经济发展需求优

化专业布局结构，做强做大专业，专业力争入选

省级国家级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序列，优势特色专

业带动专业群发展，提升专业建设力度和发展强

度，也应基于域外生态位理念融入国际化合作视

角，开展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国际班，展开境内

境外专业共建，拓宽人才培养路径。高职生态位

应在传统普适性的专业布局中，以自我符号凸显

的专业特色和专业个性专业活力，构建生态型高

职的发展支点，着力增强自身专业显示度和辨识

度，构筑独特的人才培养标识，形成自己的专业

竞争力。

（2）建立专业预警机制，增强专业发展的适

切度，必要时对部分专业建立退出淘汰机制。专

业预警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专业发展警醒，二是

专业发展预测。从满足经济发展需求角度看，“企

业需要什么我们就培养什么”已经具备专业发展

的滞后性，“企业需要什么我们就能提供什么”才

是真正与企业行业发展同步而行。高职院校要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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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上的社会需求差距评估和

预测，加强调研，深入到区域具代表性企业开展

“接地气、有实据、出真知”的研究思考和理性剖

析，在研究产业发展特征的基础上对其未来走向

进行预测，为专业学科的合理布局提供科学依

据。还应加强专业警示机制，既要通过深入企业

行业的调研分析，也要结合院校自身专业发展状

况、人才培养质量和毕业生就业情况等多重因素

综合考虑现有专业设置的科学性和适切度，进行

适当调整，必要时对部分不适切专业、饱和专业

或者模糊专业、因人而设的专业建立退出淘汰机

制，同时建立具备发展适切度的新专业准入制度。

（3）遵循生态位耐受极限定律，以全纳职业

能力高职教育观驱动高职人才的可持续发展性。

从高职生态位耐受上限来讲，要明确高职教育的

使命是培养高级技能人才，加强对高职学生精深

专业技能技术的培训力度，从高职生态位耐受下

限来讲，高职人才培养一定是专业能力与人文素

养并进、职业属性与高教属性共行、岗位实践与

全面发展互通、技能培训与通识教育全纳的实践

过程，一定要注重高职学生综合素质养成，克服

“工具主义”弊端，培养全纳职业能力。

2．以高职教育集团化办学和恰当的市场化办

学竞争机制的引入共同构成的高职生态链为保

障，建立产教联盟和开放式办学格局

（1）开展高职教育集团化办学，形成“政校

企行研”共同参与、合约共建的多元化多向度主

体办学格局，实现高职人才培养模式的办学资源

汇聚和育人路径变革。政府层面应该进一步完善

保障高职教育集团化办学的政策体系和法律法

规，在法律框架内，既以宏观强制性的法制执行

力量推进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法定必为性”

和社会合作办学的责任义务性，又以微观激励性

的政策倾斜比如税收信贷优惠和产销扶持等方面

激发企业行业研究机构参与集团化办学的主动性

积极性。集团化办学的各参与单位都应有明确的

职责分工和责任界定，参与院校要承担起教育责

任，加强学校自身的管理制度规范和教学常规建

设，还应提升学校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的能力和服

务宽度，如开展技能培训的校企换位合作，让高

职生用所学专业比如网络应用技术、计算机应用

能力等为企业员工进行培训等；参与企业应承担

起社会责任，在岗位实践、技能实训、专家进校

指导、现场教学、专业设置指导、人才培养规格

定位等方面为高职院提供教学资源和实践实训环

境；参与行业应“发挥促进行业发展的服务职

能，如参与制定本行业特有工种职业资格标准和

职业技能鉴定，参与国家对职业院校的教育教学

评估和相关管理工作”；参与研究机构应承担起科

研责任，在科研创新、成果转化、专利研发、课

题申报等方面起到引领人才培养和服务专业发展

的支持作用。

（2）恰当引入市场竞争化办学机制，形成高

职办学竞争优胜的生态发展格局。随着职教集团

化办学的深入推进和办学模式的成熟，必将为市

场竞争化的高职办学机制酝酿面向市场的实力竞

争主体和优胜发展的开放竞争需求。市场竞争机

制的引入对于高职教育优胜且富能动性和活力的

发展具深刻意义，应在高职体制运行和模式构建

中融入市场自由竞争的考量，但是这得同时具备

两个重要前提，一是高职教育集团化办学机制和

产教联盟模式的高效运行及深度推进，二是市场

自由竞争办学模式必须与国家的宏观调控、统筹

协调有机结合，形成恰当性的高职办学竞争格局

和资源优化配置。

3．以“升转稳步”的最适度高职生态承载力

为支撑，建立生态型高职发展和人才培养的良性

循环秩序

（1）稳步推进当前应用技术型本科高校发展

中的转型与升格，提升现代高等职教体系构建的

承载张度。当前主要是做好部分普通本科院校向

应用技术型本科院校转型和探索部分国家级示范

高职院校向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升格工作。对于普

通本科院校转型来讲，要做到转变发展观念，统

一思想认识，牢固树立应用技术型本科高校转型

的改革理念；推进综合改革，变革办学体制机

制，探索“校企、校区、校行、校研合作，工学

研结合”的办学模式，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践行

“产学研一体，双证融通，多证融合”的人才培养

方案；加强实践实训，建设“双师型”师资队

-- 6



高等职业教育—天津职业大学学报第 24 卷第 4 期 Aug.20,No.4
伍，推进院校教师至企业行业挂职锻炼的全方位

和有效性开展；建设面向企业行业一线和科研院

所聘请的兼职教师队伍，与校内专职教师队伍形

成互动，提升教学队伍兼具教育性和职业性的

“双师内涵”；加强与企业行业合作项目共建，增

强社会服务性和经济服务能力；秉承本科院校原

有的优秀学术传承和人文精神育化，与转型后的

高技能人才定位互促互动，培养全面发展的“高

等职业人才”。对于国家级示范高职院校升格来

讲，崔岩学者认为“支持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作

为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补充力量，实现向技

术应用本科及以上层次的‘合理延伸’和‘有机

衔接’，使高等职业教育‘层次’和‘类型’的整

体拓展和转型提升取得实质性进展和制度性突

破”。具备特定升档资质的高职的“升格热”依然

处于也可以处于探讨和摸索的语境下，这也是高

等教育公平公正原则的体现，探索过程中应加大

对“升格”涉及的学历提升机制、人才培养规

格、人才目标定位、校企合作深度、职教联盟跨

度、学校文化建设等问题的深入研究和试点推进。

（2）多元整合高职教育的经费支持、发展认

同和文化内涵，稳固生态型高职生态承载力的承

载强度。经费方面，应“多渠道筹措资金，增加

教育投入，扩大教育供给，提升财力资源承载张

力”；发展认同方面，高职教育应着力提升现代高

等职教体系的吸引力和发展力，由“能力本位”

推升至“发展本位”高端应用型人才培养类型，

以高职人才的全面发展和高职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深入人心”，提升高职美誉度、认可度和乐同

度；文化建设方面，基于文化内涵是任何一所高

等学校发展的精神底蕴和价值依归，生态型高职

院校也应加强学校文化推进，首要是加强专业文

化建设，坚持专业文化引领学校文化构建和高职

人才培养。爱校爱学善能善技必先从热爱专业入

手，而热爱专业必先从专业文化育化开始。所以

必须深入推进能够赋予高职学生发展后劲、培养

职业素养、职业精神、职业操守的专业文化建设。

4．以高职教育创新能力更优化发展为突破，

建立创新力引领的生态高职人才培养创新环境

（1）培育创新创业教育专业师资队伍，以教

师创新思维驱动学生创造力和创新力。富于创新

精神的专业学科领域的创新教育师资队伍常态化

建设应引起重视，教师与学科的专业性创新创业

教育对于学生创造力和创新力的驱动会富于显见

性引领效果和培育实效。高职院校应该摒弃当前

通常由思政课老师和辅导员等非专业老师兼课创

业创新教育课程的现象，加强创新创业教育学科

的专业化建设和师资队伍的专门化建设，杨晓慧

学者提出的“三师型”创业教育师资建设值得借

鉴：“理论型师资侧重创业知识传授；综合型师资

侧重创业意识和精神的培育，以及创业实务的咨

询指导；实践型师资侧重增进学生的创业实践体

验，使知识向能力有效转化”。

（2）基于“能力成效化”和“发展本质化”

推进课程教学改革，培养学生实际动手能力和首

创性思维。高职课程教学应该加大课改力度，教

学内容上以“能力导向”和“发展导向”为中心

构建课程体系，整合能力化的知识诉求，依托项

目化教学进行行为导向和创新导向的教学内容设

计；教学方法上注意情境教学法和学生的参与意

识，注重职业岗位情境的模拟和工作任务的设

定，尤其要注意学生的主体参与度和自我参与

感，即要建立“主—主”间性的双主体式师生教

学交往模式，因材施教充分挖掘每个学生的个性

和优势，释放学生潜能和主体性，打破“主—

客”交往瓶颈，实现学生全员有效参与和能力培

养；教学策略上应具备开放聚合的视角，统领第

一课堂、第二课堂、社团活动、网络课程、技能

竞赛、考核评价、教材编写、实践拓展训练、实

验实训实习、专业案例等不同维度教学手段，聚

合单一视角的教学手段为开放并容纳新的综合教

学策略，培养学生应用能力和首创思维。

（3）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深化基于新媒体新

技术的信息创新性教学体验。大力推进微课、慕

课、翻转课堂、移动学习客户端等现代信息技术

教学媒介，开辟微博、微信、空中教室、实时讨

论区、E-learning教学做考一体化学习平台等在线

交互式教学园地，以跨时空或者说是微时空的新

媒体新技术优势构建“数字化信息化校园”，对学

生的信息技术素养进行微培养，引领基于新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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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的创新性教学体验。实验实训方面，高职

院应尽量购买与企业仪器设备技术参数、信息技

术要求同步的现代化实验设备仪器，为实践项目

的开展提供信息技术支持和保障。

（4）善用产学研合作的多主体复合社会资源

优势，促成师生生产研发及使用检验的评价性实

践。高职院校应积极参加大职教集团，与企业行

业、科研院所形成工学、研学的合作环境关系，

结合工学、研学项目，建立产学研复合合作项

目，促成高职师生的生产研发实践，并且这种生

产研发成果必须能够回到企业生产实际工作中进

行使用、检验、评价、反馈和调整，形成依托社

会资源合作优势的“学—研—产—用—检—评—

调”循环有序的评价性科研实践，促进师生科研

思维，提升师生科研能力。

（5）改革师生评价制度，学校的政策环境和

制度环境应对创新型师生发展有所倾斜。高职院

校应该在评价机制上对具有创新精神和做出创新

创业实绩的师生有所倾斜，比如在评优晋级、科

研奖励、工作量换算、推荐参评重大奖项等教师

发展项目，在奖学金申请、学籍管理、学分银

行、评优评奖等学生成长项目上，都应在学校政

策和配套管理制度层面对做出创新型贡献的师生

给予恰当的政策奖励、资助与倾斜、照顾，以创

新能力更优化发展的管理制度与大方向政策为保

障，引领生态型高职人才培养创新环境中的创新

力培养。

[责任编辑：兰春]

Examin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zation
WU Wei-wei

(Jiangsu Open University, Nanjing 210036, 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establish ecological utterance power and development action force for the sustainable and coordinated develop⁃
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we should research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ecolog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ducation
ecology. It can improve the attrac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effectively.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ecologization includes
four ecological factors: ecological niche, ecological chain, ecological carrying capacity and ecological innovation ability.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should take the ecological niche on dislocation development and early warning as basis;
take the ecological chain on group school- running and market competition mechanism′as security; take the most appropriate eco⁃
logical carrying capacity on upgrading and transformation as support; and take the more optimized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inno⁃
vation ability as breakthrough.
Key words：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ecologization; ecotype; construction; inclusive vocational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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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的主要目标。内涵建设必须以点带动，以专业切入，以专业建设为“抓手”，围绕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

带动内涵建设：即立足市场需求，制定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依据培养方案，做好课程、教材开发；做好师

资队伍、实训基地建设；加强专业与企业的合作；着重特色专业、品牌专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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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从数据统计上来看，我国高等职业教

育的规模化发展已基本完成，然而从这一时期的

发展进程来看，高等职业教育面临着发展速度过

快、专业设置不能适应市场需求、课程开发实践

性不强、教学质量难以满足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需要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围绕学校人才培

养，如何实现高职院校办校的质量提高，走内涵

式发展成为一项重要任务。

一、高职院校内涵建设的路径选择

内涵式发展是以事物的内部因素为动力和资

源的发展模式。对于高职院校而言，内涵建设要

紧紧围绕职业教育培养高素质的技术技能型人才

为目标，把握职业教育发展规律，通过专业、课

程、教材、师资、实训基地等内涵要素的建设与

提升，从而达到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的建设发展模

式。但是，目前高职院校的内涵建设在路径选择

中还存在很多困惑。

1．“并驾齐驱”还是“以点带动”？

谈到内涵建设路径，有人认为以专业建设为

内涵建设的立足点，以课程建设为着力点，以体

制建设为突破点，以文化建设落脚点。内涵建设

涉及到各种“点”，对高职院校而言，各方面质

量的提升才能称之为内涵建设水平的提升。然

而，内涵建设需要大量人力物力的支持，高职院

校在进行内涵建设时必须有所重点，否则效果会

不明显。

2．“以课程切入”还是“以专业切入”？

内涵建设需要“以点带动”，达到“牵一发而

动全身”的目的。在我国，“专业”这一概念带有

很强的实体意味，这种意味来源于“专业”背后

三大类实体存在：由同一专业学生所组成的班集

体，教师组织(与专业同名的教研室)，与教师组织

相连的经费、教室、实验室、仪器设备、图书资

料以及实习场所等。学校教学一般按专业划分和

组织，学生一入学，就进入某一专业学习，并按

专业分班。同一专业学生所学的主干课程是一样

的，而专业课程通常是围绕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

要求设置。按照我国目前的教学体系，先有了专

业的划分，然后围绕专业设置相关课程。因此，

高职院校内涵建设以专业作为切入点，能更好地

“触动”其他内涵要素的发展。

3.“以课程建设为‘抓手’”还是“以专业建

设为‘抓手’”？

以课程建设为“抓手”带动内涵建设其他要

素的发展，是许多高职院校的选择。但是，专业

建设是制约职业人才培养目标和规格、与社会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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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和个性需求的连接点，是顺应变化了的教育外

部框架环境和教育内部运行机制做出迅速反应与

积极调整的切入点，是解决职业院校定位问题的

关键。同时，制定课程方案的前提，必须先思考

本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以及本专业在整个教育系

统或市场中是否有存在的价值，只有专业设置有

价值，才能考虑围绕专业目标设置课程方案，专

业建设带动课程建设，所以高职院校内涵建设应

以“专业建设为‘抓手’”。

高职院校内涵建设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必

须找到关键点，以点切入，以专业切入，以专业

建设为“抓手”，才能更好地带动其他内涵要素的

建设。

二、以专业建设为“抓手”带动内涵建设的

意义

1．专业是彰显职业院校特色与质量的名片

专业作为组成学校的基本单元，是学校发展

的重心，其建设水平直接决定着人才培养质量，

体现一所学校的办学实力和办学水平。审视学校

发展水平首先审视专业建设水平，然后透过专业

建设审视课程建设情况、教学质量状况以及实训

条件等。特色专业是学校对外宣传自身特色的

“窗口”，而好的品牌专业则是一所高职院校综合

实力的象征、整体水平的体现和理想价值的追

求，是其办学核心竞争力的体现，是高职院校办

人民满意教育、培育经济社会发展急需高素质、

高技能型人才的重要途径。

2．专业是学校和企业合作的“连结点”

随着工业革命进程，岗位技术的复杂性需要

越来越多受过专业教育和培训的劳动者，以学校

为本位的职业教育兴起。但学校本位的职业教育

学文化现象严重，忽略了职业知识和职业技能的

学习，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要加强学校同行

业企业的联系。校企合作注重学生实践技能的培

养，符合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规律，是职业教育的

重要特色。但从目前我国校企合作的开展情况来

看，很多学校层面同企业的合作流于形式，没有

深入到实质。为进一步深化校企合作，学校层面

的校企合作需转换到专业层面，原因有：首先，

企业需要具有什么知识、技能的人才，体现在学

校各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中，通过学校相关专业

的培养，找到为企业所用的人才；其次，职业教

育分属于工作体系，专业设置的依据是职业岗

位、生产部门的分工，并同市场紧密相连；再

次，专业知识强调职业岗位技术工作的针对性、

适应性和应用性，专业建设只有加强同企业的合

作，注重调查企业的人才需求，并紧随市场变

化，才能把培养符合企业需要的人才真正落到实

处；最后，从专业层面加强与企业的合作，在实

践锻炼中增加学生的专业对口率，促使学生在实

践中理解理论知识，锻炼实践技能，感受企业文

化，提高职业素养，提升职业能力。

3．专业建设是人才培养各环节的“粘合剂”

（1）专业建设带动课程、教材开发。华东师

范大学石伟平、徐国庆教授在实践中摸索出一套

包括十个环节的职业教育课程开发程序，也称职

业教育课程开发“十步法”。它由十个依次递进的

环节组成，其中排在“十步法”之首的是职业教

育课程开发决策。在课程开发之前，首先要判断

该专业的设置价值，只有该专业符合劳动力市场

发展趋势，有着广阔的市场前景，然后才能考虑

该专业下的课程开发问题。在确定专业设置有价

值的前提下，依据前期的调研结果，考虑市场需

求，制定本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确定人才培养

目标、人才培养规格、行业企业对员工知识技能

态度的要求，依据工作任务和职业能力分析，进

行课程开发，通过课程开发，掌握一门课程需要

的技能和知识点要求，在此基础上进行教材开发

和建设。

（2）专业建设带动师资队伍建设。专业建设

的好坏与师资队伍水平密切相关。高职院校师资

队伍主要由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一般教师和

兼职教师组成。依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定课

程方案，围绕课程方案的培养目标，配备具有相

应资质的教师组成授课团队。教师教什么、如何

教，这些都需要依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对学生职

业能力培养的要求施教。为了达到专业人才培养

方案的要求，教师要不断了解该专业领域的新理

念，学习新知识，强化专业能力，学校在进行专

业建设的同时，提升了师资队伍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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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专业建设带动实训基地建设。高职院校

依据社会职业分工设置专业，强调学生实践技能

的培养。专业建设通过专业人才需求调研，明确

学生的工作领域、工作任务、职业能力。职业能

力的培养，需要一定的理论知识，也需要扎实的

实践技能，而实践技能的培养，需要保障一定的

实训条件，通过真实的或模拟仿真的实训培养学

生的实践能力，并在实践中理解所学理论知识，

锻炼技能。

三、以专业建设为核心带动内涵建设的措施

人才培养是学校的根本任务，在内涵建设体

系中自然处于中心地位。专业建设是高职院校各

项工作的主线，是人才培养各环节的“粘合剂”，

能将学校各项工作连成一个整体，在人才培养体

系中居中心位置（如图1所示），如何围绕专业建

设带动其他内涵要素的发展，主要有以下几点：

1．立足市场需求，制定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专业建设要做好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首

先，做好专业需求调研。从纵向层面，通过对行

业企业以及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的调研，判断本专

业对应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以及对人才数量和质

量的需求。从横向层面，调查其他院校同类专业

的人才供求状况，通过供需对比，审视专业建设

的价值，并考虑本专业在其他院校同类专业中的

特色和竞争力。其次，明确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就业岗位和人才培养规格。专业建设要考虑本专

业培养什么样的人，未来的就业岗和发展岗是怎

样的，同职业资格证书的要求对比是否能培养相

应的职业能力。最后，做好工作任务、职业能力

分析。高等职业教育是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

才的，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通过企业人员

参与分析的本专业对应岗位所需的工作任务和职

业能力，能切实的对应岗位需求，更好地培养学

生工作能力。

2．依据培养方案，做好课程、教材开发

（1）依据培养方案做好课程开发。首先，根

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围绕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制定课程目标；其次，依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

的工作任务和职业能力分析，思考本课程中的工

作任务，并明确每个工作任务的知识要求和技能

要求；最后，注意教学方法的改革。在教学过程

中，立足于加强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以工

作任务引领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成就

动机。注意创设工作情景，加大实践操作的容量。

（2）依据培养方案做好教材开发。教材应充

分体现任务引领、实践导向课程的设计思想。教

材内容应体现先进性、通用性、实用性，要将本

专业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及时地纳入教材，

使教材更贴近本专业的发展和实际需要。教材中

的活动设计内容要具体，引入必须的理论知识，

增加实践实操内容，并具有可操作性，强调理论

在实践中的应用。

3．依据培养方案，做好师资队伍、实训基地

建设

（1）围绕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做好师资队伍

建设。首先，调整教师队伍结构，加强“双师

型”教师和“能工巧匠”兼职教师队伍的建设，

把握职业教育教学规律，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实践

技能。其次，注重专业带头人的培养。专业带头

人需具备较高的专业素养以及对专业发展趋势的

有效把握，作为专业带头人，一是要随时审视本

专业是否存在问题，审视专业培养目标，本专业

到底培养什么样的人，是否能够满足行业企业的

需求；审视学生的发展出路，学生毕业后的初岗

有哪些，五年后的发展岗有哪些；审视本专业所

对应行业的人才发展需求，该专业对应的行业每

年能吸纳多少员工，与学校培养出的人才数量作

对比，供需之间是否存在缺口；二是考虑本校专

业在当地同类专业中处于何种位置，跟其他学校

同类专业的差距怎样，考虑如何彰显本校专业的

特色，实行差别竞争；三是在当地寻找核心知名

图1 内涵建设体系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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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企业，以及学生最期望进入的企业，把理想企

业找到，然后了解这些企业在招聘员工时，他们

最在乎哪些资格证书，依据这些有价值的资格证

书，展开有针对性的教学。

（2）围绕专业建设目标和课程培养目标，做

好实训基地建设。首先，做好校内实训基地建

设。分析行业、企业参与建设实训基地的成功案

例，寻找内在规律，创新建设模式，在推广中针

对各专业特点不断创新，提高校内实训基地建设

对行业、企业吸引力。其次，做好校外实训基地

建设。学校在引厂入校的时候也把不适合建在校

内的实训室直接建在校外工厂内，并在其中投入

资金，购置相应设备，实现借用别人场地、厂

房、真实工作环境、真实管理模式、真实业务实

现学生锻炼技能的目的。

4．加强专业与企业的合作

校企合作由学校主导转向专业主导，企业和

专业成为利益共同体。根据专业建设要求，寻找

专业对应的行业企业，加强专业与企业的联系，

专业提供技术服务，咨询个性化培训，深化与企

业的合作，第一，双方共同制订人才培养计划，

明确人才培养目标；第二，共同开发课程，明确

工作任务、职业能力、职业素养等；第三，共同

培训师资；鼓励教师下企业锻炼；鼓励教师从企

业领取项目；加强教师的实践技能的培养；双方

互派教师，共同授课；第四，共建校内外实训基

地，共同制定实践计划培养学生的实践技能。

5．着重特色专业、品牌专业建设

专业是人才培养的载体，专业强则学校强。

首先，专业建设把握区域产业结构状况、行业企

业人才需求数量以及行业企业的发展趋势，对接

产业，服务地方，重点做好特色专业的建设。其

次，根据“扶强”、“扶特”、“扶需”的原则调整

专业结构，对学校的一些品牌专业、特色专业和

地方紧缺专业进行保留和重组，加大对这些专业

的资金投入力度，向更强更好地方向发展，并以

此为基点带动其他专业建设水平的提升。

[责任编辑：陈保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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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ecialty Construction

QIAN Xian
(Wuxi Vocational Institute of Commerce, Wuxi 214153, China)

Abstract：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scale in our country has been basically completed. The main aim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s how to from scale development to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The connotation construction should be
driven by points, approached by specialty, gripped by specialty construction and around the improvement of talents training quality
to promote connotation construction. That is, making professional talents training scheme based on market demand; doing a good
job for curriculum development and teaching materials development on the basis of the training scheme; doing a good job for con⁃
struction of teaching staff and practice training base; strengthening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specialty and enterprises; and emphasiz⁃
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haracteristic specialty, and brand specialty.
Key words：specialty;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connotation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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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职业教育发展中，地方政府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在职业教育服务社会建设过程中，却时

常会出现政策主导不力、校企合作法律缺失、政府职能缺位等现象。发挥政府职能、整合职业教育资源、

完善职业教育再发展，是目前推进职业教育创新与发展的重要途径和有效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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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

革做出了全面部署，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

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 [2014]19 号） 中明确指

出，政府的职能是发挥好政府保基本、促公平作

用，着力营造制度环境、制定发展规划、改善基

本办学条件、加强规范管理和监督指导等。在这

种有利的环境下，职业教育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

展机遇与挑战。本文试从三个方面，就更好地发

挥政府的职能，强化地市政府在统筹职业教育发

展方面的责任进行阐述。

一、政府发挥职能现状分析

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和职业教育重视程度不

同，在职教政府职能的统筹管理、实施深度、统

筹力度上也呈现出了发展不均衡的状态。

1．职教发展多样化

各地职业教育的发展，呈现了多样化的发展

态势。常州市因政府统筹力度较大、政策调控有

力，把职业教育列入政府工作整体规划，把职业

教育作为支撑常州经济发展和实施职教兴市战略

的重要内容，统筹各类学校，确保高中段招生计

划中普职比按1:1比例安排。积极开通职业教育招

生“农转非”政策，统一各类职业学校毕业生就

业待遇等政策，使常州市职教呈现出旺盛生命

力，录取分数线一再抬高，职业教育对地方经济

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宁波市加大对职业教育方

面的支持力度，统筹协调普职教发展，使中职在

高中段比例一直保持在 50%以上，每年约 2000至

3000多万元的教职工教育经费集中用于骨干学校

和重点专业的建设，优化组合各类职教资源，分

层布局、区域集中，以国家级重点职校为标准，

建设集教学、培训、科研于一体的综合性职业学

校，并按照经济结构调整的要求，坚持职业教育

为地方支柱产业服务，瞄准市场设专业，突出特

色办专业等方式，建成了多所省重点以上中职校

和国家重点职业院校。长春市实行政府统筹、部

门协作、社会参与的机制，针对中等职业教育存

在的体制性障碍，明确和落实相关部门职业教育

的责任，突破条块分割，理顺各类职校隶属关

系，打破部门分割，解决政出多门、职能交叉、

办学重复、专业设置重叠等问题，改革人才培养

与就业分割，有效地扭转了职业教育与地方经济

发展互相脱离的状况。相比之下，西部一些城市

统筹职教改革难度相对大些，职业教育基本处于

维持状态，呈现了我国职教发展的多极化和不平

衡性。

2．职教改革策略多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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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市政府职教统筹体制实施因各地条件不

一，改革路径差异较大，策略选择上也呈现出多

样性的特征。湖北随州市以制止中职教育滑坡态

势为切入点，通过政府统筹，突出抓好高中段职

业教育发展规划，以发展中职为重点，统筹普职

比例，在招生政策上严格控制普高最低录取分数

线，对中职收费实行减缓免政策，使中职招生呈

现了逐年回升的态势。重庆市则采取紧跟西部开

发战略定位来规划职教改革和发展的策略，加强

政府统筹，调整和优化教育结构，建立和完善符

合西部开发需要和重庆实际的初、中、高等职业

教育体系，深化职教改革，构建适应西部大开发

需要的职业教育办学机制和办学模式，推进示范

和骨干专业建设，突出职教特色，扩大办学规

模。通过分析发现，各地政府在实施统筹管理职

教体制机制改革中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经费统筹、

资源整合和劳动准入等问题作为突破口。由此可

以证明，政府的职能深刻地影响和制约着职业教

育的健康发展。

3．职教管理体制未接地气

我国职业教育目前实行的是分级管理、地方

为主、政府统筹、社会参与的管理体制和政府主

导、依靠企业，充分发挥行业作用，社会力量积

极参与、公办与民办共同发展的多元办学体制。

行业主管部门和行业组织在发展行业职业教育中

负有重要责任。但在现实中，行业组织在发展职

业教育中的作用发挥得并不充分，产学结合、校

企合作推进困难，职业教育与培训质量的监督机

制不够完善，使职业院校培养的人才不能很好适

应行业企业的实际需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地

方的管理体制机制改革是关键。将职业教育管理

体制纳入地方政府来统筹，有利于形成职业教育

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有利于职业教育的

合理布局和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多层次职业教

育的衔接，实现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高等教育

的协调发展。但现实中仍多见地市和县级两级财

政，县级财政直接归口省政府统筹，收费政策的

制订等制度大多集中在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加大

了地市统筹的难度，难以保证地市级政府对教育

经费的统筹。

二、发挥政府职能整合职教资源

以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以下简称“学

院”）为例，阐述其在发挥政府职能、整合职教

资源方面所做的探索。

1．发挥政府推动作用

借鉴德国“双元制”先进职教模式，在如何

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方面，学院创新性地提出“双

三元”办学模式。“双三元”办学模式是指“政校

企”、“行校企”协同融合（即以政府为主导，以

学校为主体，以企业为支撑的“政校企”；与以行

业为指导，以学校为主体，以企业为支撑的“行

校企”）的合作办学模式。该模式并不是简单的

“政、行、校、企”四元组合，而是分层次、按路

径的合作。“政校企”发挥政府职能作用，通过

“政校企”合作办学，解决校企合作法律缺失等问

题，促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的提升。通过

“行校企”共建模式接地气，专业群建设对接区域

发展重点工程、重大项目产业链贴地飞行，解决

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热情度不高等问题，促进专业

服务产业发展能力的提升。政府通过转变职能，

推动建立地市职教联合会及其办学理事会、“行校

企”三元共建教学指导委员会、专业指导委员

会，努力实现政府层面的“政校企”与院系层面

“行校企”的协同创新，形成紧密型的校企合作办

学新体制、新机制。通过职业教育立法，由政

府、行业、企业、学院共同培育人才，共同参与

过程管理的保障机制，形成“利益共同体”，保证

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

2．营造协同创新环境

政府充分发挥职能，明确教育结构调整和人

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方向，鼓励职业院校围绕提升

人才培养质量，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多

样化的专业培养模式，开发突出职业能力和素质

培养的课程标准，推进“教、学、做”一体化，

全方位提升学生职业素质；围绕提升教师教学能

力，以重点专业教学团队建设带动整体师资队伍

建设，优化师资队伍结构，努力建设“双师”素

质、“双师”结构、双向兼职、双带头人教学团

队；围绕提升社会服务能力，产学研紧密合作共

谋发展；结合行业产业以及区域发展重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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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部门协同各类职业院校和在行业内有特色、

有影响力的企业，实现服务地方、产教融合、协

同创新。

3．搭建协同育人平台

充分发挥职业院校的人力智力资源和协同创

新能力，开展协同机制创新改革研究与实践，以

机构和制度改革消除部门之间、协同单位之间的

壁垒，构建与地方现代产业体系相适应的专业类

别，努力实现在管理体制和机制、办学水平和办

学层次、校企深度合作、提升核心竞争力和服务

社会能力的突破。创新产学研结合的技术推广服

务平台，面向行业企业开展技术服务和技术攻

关，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努力实现教产协同创

新、协同培养高级和专家级技术技能人才，实现

技术引领产业、专业服务产业，为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三、发挥政府职能统筹职教发展

1．根据地方需要统筹规划

坚持政府主导，运用行政、经济和法规等手

段，整合区域内的资金、人才、技术和实训资

源，实现共建共享，充分发挥叠加效应。大力打

造职教集团化发展，进一步调整区域职教布局，

充分发挥地市直属职业院校的带头示范作用，大

力支持区域内职业院校向连锁化、规模化、集团

化发展。

2．整合地方职能统筹资源

调整地区内职业院校布局，围绕区域支柱产

业发展，建设与之匹配的骨干专业、重点专业，

搞好专业调整和专业建设。整合行业职教资源，

在政府领导下，对涉及人力资源、劳动保障、教

育等部门的政府职教资源进行合理整合，实现资

源共建共享，避免重复投资造成教育资源浪费。

3．保障办学投入统筹政策

加大职教经费投入，坚持把职业院校基本建

设纳入财政预算，保障经费投入。统筹两类职业

教育协调发展，坚持中职学校与普通高中科学衔

接，协调发展。加强职业教育建设用地保障，采

取划拨、补贴等方式解决职业院校教学和实训用

地，严格实行就业准入制度，并积极引进各类人

才。

推动地方职业教育的发展既是满足社会技能

型人才的需求，又是惠及广大普通民众特别是中

低收入家庭的民生工程。针对目前职业教育领域

中出现的各类问题，地方政府必须着眼自身、通

盘考虑。对于诸如错过职教资源整合最佳时机、

经济发展落后扶持能力有限、社会认同度低等客

观环境因素，应该予以积极的引导和宣传；对于

自身存在的问题，更应该下定决心、及时有效的

解决。从立法执法、理顺管理体制、推进职教与

地方经济融合、整合资源集团化发展、加大财政

投入强化管理职能、加快“校企合作”步伐等方

面入手，调动社会各界力量、齐抓共管、进一步

推进我国职业教育的创新与发展。

[责任编辑：杨理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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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ef Analysis on the Effect and Approach of Government Func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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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ocal governmen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vo⁃
cational education to serve the society construction, there are phenomena of often lack of government policy, the lack of school-en⁃
terprise cooperation law, and absence of government functions, etc. To bring government functions into full play, integrate vocation⁃
al education resources and perfect re-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re the important approaches and effective ways to cur⁃
rently promote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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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性、职业性和技术性特征。高职教师教学能力由教学基本能力、教学实施能力和教学发展能力所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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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大词典》认为教学能力“由一般能力

和特殊能力组成。一般能力指教学活动所表现的

认识能力，特殊能力指教师从事具体教学活动的

专门能力 。”高职教育作为教育的一种类型，其

教师教学能力也主要由一般能力和特殊能力组

成。但高职教育，具有明显的职业性、技术性和

实践性特征，因而在教师教学能力结构中除了普

遍性与一般性的教学能力共性要求外，还应包含

较为特殊的职业性教学成分。为此，本文对教师

教学能力内涵性认识及其结构的外延性表现进行

了研究，对高职教师教学的一般能力与特殊能力

内涵重新进行了界定，阐释并强调了教学基本能

力和教学发展能力的地位和作用，并试图用三种

商情来表示和体现教师教学能力构成要素的基本

关系。

一、高职教师教学能力构成的依据

教师教学能力是教师知识、情感、行为和社

会实践相互作用的产物，涉及到认知领域、情感

领域和实践操作领域，它的构成主要取决于四个

因素。

1．高等职业教育的性质和任务

高等职业教育的性质和任务一定程度影响并

决定高职教师教学能力的构成。高等职业教育以

培养适应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

高等技术应用性人才为根本任务，其人才应具备

某一特定职业或职业群所需综合职业能力，人才

培养应最大限度体现职业性和行业特性，这就要

求教师教学素质、态度、知识和技能等也应具有

鲜明的职业教育特点。

2．高职教育的目标和特点

高等职业教育的目标和特点体现在：从培养

人才目标、层次、类型、课程上均具有一致性的

特征：一是以满足和适应社会需要为目标，以技

术应用能力培养为主线设计教学体系和培养方

案，使学生毕业后具有基础理论知识适度、技术

应用能力强、知识面较宽、素质高等应用型人才

特点；二是以“应用”为主旨和特征构建课程和

教学内容体系，教学各环节中注重实践教学和学

生技术应用能力培养；三是“双师型”教师队伍

建设是高职教育教学质量的保障；四是产学结

合、校企合作是培养技术应用性人才的基本途

径；五是提倡以人为本，课程教学与职业情景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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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融合的育人手段。

3．高职教师的职业特点

高职教育是培养技术型人才的教育，技术型

人才的培养需要教师具有真正的技艺。“师徒”式

的教学模式强调了教师不仅是教师，更是具有一

技之长的师傅。这就对从事高职教育的教师提出

更高的要求，使其不仅要成为理论知识的传授

者，更要成为实践技能的拓展者，成为行业技术

与专业技术的引领者。因此，高职教师的职业特

点强调的是教师对某一职业领域专业理论、专业

技能和专业素养的掌握、应用转化和技能传授，

应表现出高职教师职业能力的特色和个性。

4．能力的结构理论

能力的结构理论是构成高职教师教学能力的

理论基础并体现教师教学能力的“共性”特征。

英国心理学家斯皮尔曼的能力结构理论“GS二因

素”学说：能力由一般能力（“G因素”）和特殊

能力“（S因素”）构成。“G因素”泛指人的一般

能力，如人的感知、记忆、思维、想象等能力，

通常又叫智力，是个体从事一般活动所必需的心

态特征。“S因素”是个体从事特殊活动所需的各

种特殊能力。如教师的言语表达能力、高职院校

教师的实践操作技能等，个体能力的发生发展均

是在一般能力的基础上通过训练和活动逐渐形成。

二、高职教师教学能力体系结构

高职教师教学能力是一个经纬交织、立体多

维的能力综合体，其内容和结构具有高职特色。

1．基于高职特色的教师教学能力结构特征

（1）具有复杂的结构特征。今天教师的教学

能力较之先前任何时候更具复杂性。如果试图寻

找一般性和共同性的教师教学能力结构是困难

的，用普遍、单一型的结构来表达不同层次和众

多类型的教师教学能力显然也是不合适的，教师

教学能力结构必须体现教育类型的差异性。为

此，在高职教师教学能力体系构建中，既要包含

教学显性因素（教学直接执行部分和调控成分），

也要包含非教学隐性因素（教学的前导与后继的

支撑部分）；既要有智力成分，也要有心理因素和

心智策略；既要有技术性和技能性特征，也要有

艺术性和学术性活动。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对高

职教师教学能力的认识不能总在知识本位、教学

本位的背景下进行，还要考虑教师教学发展的特

质，即教师教学能力发展的内在潜质与潜力，这

种内在的本质力对高职教师教学能力的提升具有

能动作用。

（2）具有高等性、职业性和技术性特征。作

为一种“类型”的高等教育，与其他教育类型教

师教学能力相比，除包含“一般性和群体性”的

共性构件外，还要体现“高等性”、“职业性”和

“技术性”的特殊要求。正是这些特殊要求体现了

高职教育教学及教师教学能力鲜明的特色性。“高

等性”体现了高职教学学术性特征，强调了专业

发展和教学发展的专深性，特别是创新性。只有

进行专业创新和教学创新，才能不断提升高职教

师理论水平和技术能力，促进高职教师教学不断

发展，以适应千变万化的职业教学环境。“职业

性”和“技术性”是高职教学本质的体现，是高

职教师教育教学能力的特殊性所在。因而在本文

中，尝试将教学一般常规性能力定义为共性能

力，将具有“职业性”和“技术性”要求的教学

能力定义为特殊能力，这种特殊能力是职业教学

的特殊性体现。

2．高职教师教学能力体系结构

在充分考虑高职教育教学素质与能力要求，

提出了以教学基本能力、教学实施能力和教学发

展能力为主要内容的高职教师教学能力体系结

构，其中教学实施能力主要指专业教学能力，是

教学能力的主体部分，包括一般共性能力和职业

教学特殊能力。如图1所示。

三、高职教师教学能力构成要素

高职教师教学能力具有复杂的要素结构，其

图1 高职教师教学能力体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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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由多种不同层次能力成分、多种不同性质活

动能力所构成。

1．教学基本能力

教学基本能力反映了教师教学的基本素质与

素养，包括学科专业、教育专业的基本素质，教

师教育哲学素质。学科专业基本素质主要指学科

专业知识水平、实践技能以及在专业实践中培养

出的专业情意 （专业态度、专业精神和专业性

向）等。教育专业基本素质包括教育教学条件性

知识（如文化知识，教育学、心理学知识）、教学

基本技能（如语言、板书、方法和讲解）等。教

师教育哲学是教师系统化、个性化的教育观，以

及教学理念、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教师有了良好

的教育哲学素质，一方面能促进教师对职业教学

行为与过程、职业教学模式与方法等内容的自觉

反思和建构；另一方面又能对学生展现知识学问

的价值与魅力，启迪学生心智，化解困惑并净化

心灵，形成学生正确的人生观和学习观。这些素

质与素养促进了教师职业基本素养的形成。教师

职业素养具有丰富的内涵，不仅包括职业核心能

力，即与完成教学任务密切相关的方法能力和社

会能力（如职业规划力，交流、合作与学习的能

力）；还包括职业化素质（如标准化岗位礼仪、规

范化的职业行为、良好的职业形象）、职业教育理

念（如技术科学、劳动科学与职业教学理论），以

及教书育人的“意识”和对教学目标、过程、对

象的基本认知能力。

2．教学实施能力

教学实施能力是教师教学能力的实质和最主

要构件，是影响教学实践效果的决定性因素，反

映了教师教学的个体心理特征与个性品质，由一

般共性能力和职教特殊能力构成。

一般共性能力是实施教学行为与过程的常规

性能力，是教学能力最直接的表现与载体，包括

课前教学准备能力、课中教学执行能力和课后教

学监察能力。课前教学准备能力主要是指教师为

了保证教学活动的成功，达到预期教学目标，将

教学活动本身作为意识的对象，对教学内容、教

学活动过程及行为进行主动计划、积极准备的能

力。具体来说就是教学目标、教学活动的设计及

表述能力，对教材内容进行转化与开发能力，对

教学内容与教案进行准备能力等。课中教学执行

能力主要指进行理论与实践教学的实际操控能

力，即执行课堂教学常规环节的能力。这种能力

表现为教学行为与过程的课堂操控、教学模式的

具体组织、科学性与艺术性的教学结合、专业实

践应用问题的分析解答和有效解决等。课后教学

监察能力是指教师对课堂教学情景和实际教学效

果的观察、诊断、正确评价与总结反思能力，主

要表现为对教学评价能力和对教学的反思能力

等。教学监察能力是教学能力诸成分中最高级的

成分，也是教学能力动态系统中的核心构件。教

学监察能力的实质是对教学行为、过程与结果的

自我意识和总结。

职教特殊能力是高职教师适应现代职业性教

学要求和现代职业技术发展的能力，是一种体现

教师“双师”型特色的能力，包括职业技术教学

与行业技术应用能力、职业教学模式开展能力和

职业教学与社会结合及服务的能力。职业技术教

学与行业技术应用能力是指教师合理开发、引

进、转化和应用现代教育技术与行业发展成果于

教学实践的能力。如现代职业教育技术应用能

力、专业技术成果的教学转化能力和职业教学技

术的教学开发能力等。职业教学模式开展能力是

高职教师实施职业教学行为与过程的能力，包括

有效开展校企结合、工学结合的能力；有效实现

生产、研究和教学“三个领域”之间相互转化，

实现“应用”与“被应用”的能力；有效创设真

实或“虚拟”工学结合情境，实现教、学、做于

一体的能力等。职业教学与社会结合及服务的能

力是指高职教师面向市场、面向社会、面向行业

开展教学与专业技术服务的能力，这种能力是高

职教学特色的重要体现，也是提升高职教师职业

教学水平的重要途径。

3．教学发展能力

教学不仅是一种知识的传授，也是教学相

长、创造与拓展知识的过程。教学不仅仅是对学

生培养的过程，也是教师发挥教学主动性、创造

性与研究性教学的过程。教学发展能力是教师通

过长期教学实践而发展起来的一种心智，是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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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能力不断提升的动力源泉。

教学发展能力包括教育教学发展能力、学科

专业发展能力和教学学术能力，这些能力的发展

依赖于在长期教学实践中培育而成的教师职业发

展特质。教育教学发展能力是教师教学方式、方

法、模式等教学活动要素不断整合与创新发展，

以适应千变万化教学需要与教学环境的一种素质

和能力，如教学迁移能力、教学资源整合能力、

教学创新能力等。学科专业发展能力是专业知识

与技能不断整合与应用拓展的能力，如专业知识

整合能力、专业知识应用能力、专业拓展与创新

能力等。实践证明，教学过程中要避免照本宣科

需要扎实的专业学术功底，教学内容的与时俱进

需要专业发展的敏感性，对学生感染力的产生更

需要高深的专业学识，而这些需要都依赖于高职

教师教学学术的发展。教学学术是指教师在教学

过程中通过理性思考、同行批判、反思评价以及

合作与交流等途径，对自己的“教”和学生的

“学”进行继承、发展及应用的活动和创新性行

为。职业教学学术能力主要是指进行职业教学模

式研究的能力，包括基于工作过程的职业教材开

发能力，按照职业教育特点和职业岗位需求对教

学内容的组织能力，通过理论与实践探索，开展

职业教育科学研究，积极创新现代职业教育理论

的能力。

教学发展能力有助于高职教师职业发展特质

的形成。高职教师发展特质是经过长期的教学实

践后人体本身所激发的潜质、潜力与认知能力，

如开拓创新的激情、成功与发展的欲望、成就的

快感体验与自我激励意识等。教师发展特质是一

种教师职业自我发展的本质力，体现了教师教学

能力结构中本质、核心的部分，是教师终身可持

续发展、教学能力不断提高与发展的内在推动力。

四、高职教师教学能力要素关系分析

高职教师教学能力结构蕴藏了丰富的要素内

涵及其相互作用关系，这些要素与教师个体的智

力或智商、心理或情商、心智或变商进行结合分

析，能呈现和表示教师教学能力构成的基本机制。

1．高职教师教学能力要素相互影响分析

教学基本能力是教师开展教学应具备的知识

与技能，是一种相对静态的能力。教学实施能力

是教学过程中的方法与技能，是一种相对稳固的

个性心理特征和情感特征。教学发展能力体现了

高职教学与专业的创新特征，是一种动态性的能

力。这三种能力在成长过程中会逐渐培育和加强

教师的职业素养，提高教师职业发展特质。而反

之，教师的职业素养与教师职业发展特质的形成

又会进一步促进教师教学能力发展。职业素养与

职业发展特质是教师职业发展的两种隐性成分，

也是教师教学能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教学实践表明，教学基本能力是开展有效教

学的前提，教学实施能力是进行有效教学的关

键，教学发展能力是教师教学能力不断提升的保

障。这三种能力在交互作用的联系中，表现出了

素质—能力—创新的逻辑发展关系，也诠释了教

师教学能力形成的基本机制：素质发展促进能力

发展，能力发展推动创新发展，而创新发展又可

进一步提升素质，并再次激发新一轮的教学与专

业发展。在这种形成机制结构中，每一个“引

起”关系，都不仅仅是开启，而是既引起又拥有

的关系。正是这种相互影响、关联递进、共同促

进的关系形成与发展了教师的教学能力。

综合看来，上述几个方面的能力相辅相成，

不能偏废任何一个方面，特别是不能忽视教学基

本能力和教学发展能力这两种隐性成分。根据系

统科学的反馈原理、有序原理和整体原理，教师

的教学能力系统，只有在教学中综合运用并从中

获取信息反馈，才能不断地充实和发展，形成稳

定的、整合的优化结构，才能发挥整体的功能作

用，促进教师教学能力与综合素质不断提高。

2．高职教师教学能力要素关联分析

教学基本能力主要反映了教师教育的智力或

“智商”，教学实施能力体现了教师教学的个性心

理特征，以及教书育人的“情商”意志，教学发

展能力则体现了教师教学变革创新的心智，可认

为是一种“变商”。这三种隐含的商情呈现了教师

教学心理发展的历程，也表现了教师做人、做

事、做学问三者完美统一的素质。

教学智商体现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智力因

素，如教育教学的认知能力等。教师有了认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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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就能对学生学习心理与发展特征有良好的认

知，就能对教学及其规律有敏锐的观察能力、分

析能力和深刻的理解能力，就能迅速、准确、全

面、深刻地认识和掌握教学的内在本质和规律。

教学情商体现了教师教书育人的心理素质，

主要体现为一种情感素质和教育艺术素质。一般

说来，情感素质较高的教师有很高的情绪控制能

力和情绪感染能力，能敏锐地感知教与学过程中

某些细微变化，并有效影响课堂教学正常开展。

学科专业教育往往是教师有效开展专业教学的前

奏与准备，是在“教什么”和“怎样教”之前，

解决学生“为什么学”、“教师为什么教”的问

题，从而最大限度地激发教与学的主观能动性，

激发学生对专业知识的渴望、期待与探究之情。

教师教育艺术素质是一种专业教育与专业学习的

引导艺术，是一种如何焕发学生学习兴趣与激发

学生对知识欲望的技巧或策略，更是一种教育、

宣传、鼓励和组织学生专业学习的强大号召力和

鼓动能力。教师教育艺术包括运用语言艺术、信

息传递艺术、环境调控艺术、方法应变艺术和情

境创设艺术等。

教学“变商”描述了教师与教学积极发展的

心智，主要体现为教师变革与创新的内在意识与

动力。教师有了这种意识，就会表现出一贯性、

持续性发展的特性，就会在教学中积极发挥创造

性，自觉产生对教学和专业进行改革创新的激情

与愿望。变商代表了一种积极心理学，是教师教

学积极发展的核心，是高职教师面向市场积极发

展教学的心智要求。

因此，教学工作不仅需要较高的智商而且需

要较高的情商才能圆满完成，要适应千变万化教

育环境和现代职业教育发展同样也离不开教学

“变商”的培养。我国的传统教学很重视教师智力

的开发，而忽略非智力素质的培养，极大地压抑

了教师教育的情商和教学的积极性、创造性，造

成了教育资源和人才资源的巨大浪费。对教师教

学智商、情商、“变商”以及它们之间关系进行了

初步分析，意在强调对高职教师教学能力结构的内

在理解，以有利于把握和展开有效形成教师教学能

力教育改革的方向，并通过智商、情商和“变商”

的养成获得教学能力成长与发展的可操作途径。

[责任编辑：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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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ructure and Elements of Teachers' Teaching
Ability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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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teaching ability of higher vocational teachers is a comprehensive ability of different levels of components and differ⁃
ent nature of active constitutes. It has characteristics of higher, occupational and technical properties. Higher vocational teachers'
teaching abilities consist of teaching basic ability, teaching executive ability and teaching development ability. These three abilities
are associated with IQ、EQ and changed quotient in teachers’teaching activities, which can show and reflect the basic relationship
among the constituent elements of teachers’teaching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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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高职院校产学研合作现状出发，分析产学研合作存在的不足，在此基础上提出以研究机构

建设为平台，加强科研团队建设的产学研工作思路，促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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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2 月 26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

构建以就业为导向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引导一

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并将此

作为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

定》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的重点任

务之一。2014年 6月 23日至 24日，国务院召开了

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总的要求是“产教融

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知行合一”，实现职业

教育与解决社会发展的“五个对接”，将校企产学

合作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笔者通过分析高职

院校产学合作存在的问题，并以台州职业技术学

院（以下简称“学院”）为例，提出了新形势下

高职院校开展产学合作的方法和途径。

一、高职院校产学研合作存在的不足

高职院校产学研合作，既取得了较大的成

绩，也存在较多的不足。不足之处有来源于学校

和教师自身的内部因素，也有来自于企业、产业

环境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原因分析如下：

1．满足市场需求的应用型成果数量少、成熟

度低

企业以经济目标最大化为标准，技术目标以

市场为导向，提倡“低成本、高可靠性、高实用

性、高美观性”。企业认为与高校合作开发新技

术、新产品所需投资大、周期长、风险高、回报

慢，希望购买相对成熟的科研成果和生产技术更

为直接、更加保险，对研发时间长和经费投入大

的项目兴趣不浓。由于高校的人才评价取向普遍

注重学术研究及成果的学术价值，科研业绩的绩

效评价指标主要围绕项目级别、学术论文以及获

奖级别设定，导致教师“重学术，轻应用”，因

此，科技成果很难实现产业化。同时，以项目为

载体的科学研究也缺少延续性，项目的结题或者

验收，往往象征着研究结束，缺乏工艺技术转换

环节，因此，研发出来的科技成果大多属于半成

品，真正成熟的应用型成果很少，产业化难度大。

2．团队合作意识薄弱，单枪独斗现象普遍

企业有着严格团队合作制度，他们根据研发

产品组建研究团队，并采取项目负责人制，分工

明确，职责清晰，因此，企业研发团队具有很强

的执行力和研发能力。而高校教师虽然个体科研

能力很强，但团队合作意识薄弱，很难形成跨专

业、跨学科、跨部门甚至跨学校的合作团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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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凭借单枪独斗无法形成技术互补，缺乏承接

高层次项目的能力和信心。

3．承接项目经验不足，时间观念不强

在与企业洽谈合作业务过程中，对于企业而

言，他们需要的是直观信息，比如“能不能做、

效果如何、经费多少、研发期限”等等。但由于

教师个人承接企业委托项目经验不足，“重回报，

轻给予”，在洽谈过程中过于强调项目的科学性，

轻应用性，难以使企业产生合作兴趣。另外在实

施项目过程中，计划进度安排没有落实到位，时

间观念不强，存在计划推进缓慢或者延误，阶段

性成果不明显，最终导致项目流产。

4．产学研项目逐年增多，反哺教学落实较少

近几年，随着国家对科学研究经费的大量投

入，教师获得纵向和横向的科研项目明显增多。

教师通过科学研究，获得了更多学术前沿、行业

动态、市场需求的相关信息，掌握了更多“新知

识、新技术、新工艺”，教师个人业务水平不断得

到提升。然而在个人知识获得提升的同时，由于

教师忙于科学研究，没有足够的时间，将“新知

识、新技术、新工艺”转化为浅而易懂的学生所

需的知识，而没有融入到教学中去，使得新知识

未能得到传授。

二、提升高职院校产学合作的思路和对策

高职院校开展产学研合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就是促进教学，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作为地方高

职院校，应主动适应台州经济发展方式和产业优

化升级的要求，坚持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

向、走产学研结合的发展道路，不断提高服务地

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以学院为例，介绍以研

究机构建设为平台，加强科研团队建设的产学研

工作新思路。

1．政策先导，提供保障

近几年学院相继出台了《产学合作项目管理

办法》、《促进教师开展技术服务奖励管理办法》、

《科研机构管理暂行办法》、《科研机构工作量化考

核办法》、《专利扶持与奖励办法》、《横向课题管

理办法》等文件，涉及培育扶持、平台建设、项

目管理、技术服务、量化考核、评奖评优、创业

创新等应用技术研发推广面等政策，为产学研工

作提供政策保障。出台《科技创新团队暂行管理

办法》建立了跨学科、跨专业、跨学院的科研团

队，提升科技攻关能力和成果的成熟度。出台

《青年教师学术沙龙活动管理办法》，搭建青年教

师学术交流平台，让青年教师相互学习、相互启

发，活跃学术气氛。

2．以研究机构为载体，培育优势项目，提高

成果孵化质量

结合研究所的优势技术，挖掘一批技术先

进、成果显著、能够拉动产业发展的项目，将样

机试制或中试生产提前在校内完成，降低企业投

入风险。研究机构积极鼓励机构科研人员承接产

学研合作项目，加强科研人员与企业工程技术人

员的交流和联系，了解企业面临的技术难点，掌

握技术市场动态，设立研究所自立项目，开展针

对性的技术攻打或技术服务，提高培育项目的孵

化质量。

3．以研究机构为平台，推进科研信息交流，

促进科技成果孵化

鼓励研究所在重点骨干企业建立分支机构，

或在研究所内设立企业技术研发中心，推进校企

产学研合作模式开展，通过制度建设，使研究机

构按照中介化服务、市场化运作，科技成果转化

渠道更加顺畅。研究所应加快与企业间的共享资

源建设，例如与企业共享大型仪器设备，向企业

科技人员开放软件资源，如图书信息资源、知识

产权资源、项目课题资源等，让企业科技人员深

度参与其中，调动产学研合作的积极性，形成良

性互动机制。

4．以研究机构为基础，完善科研团队建设，

提升服务意识

各研究机构在现有的科研人员基础上增加跨

专业、跨学科的高层次人才，团队成员在技术上

形成互补，吸收优秀大学生参与科研，提升大学

生的科技创新水平，形成专兼职结合的人才团

队，特别是加强吸纳具有技术经纪人、律师、专

利代理人等执业资格证书的技术成果转化的专业

人才。研究机构建立良好的培训制度，尤其是科

研人员的服务意识，培养“多给予，少索取”的

合作意识，在与产学研合作单位技术交流时，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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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项目事项，不能模棱两可，少谈科学性问

题，多谈应用性问题；通过吸纳和培训，打造出

一支具有高专业素质的科研团队，提高技术转化

的实效，保障研究所的高效运作。

5．以研究机构为中心，加强人才互动，提高

人才素质

加强校企间人才交流和人才培养的机制建

设，实现“实验室与基地、专业与产业、人才与

企业”的无缝对接。校内研究机构要冲在一线，

有目的性的每年轮派青年技术人员担当企业“访

问工程师”，到设计、生产第一线兼职、实践，成

为企业的技术顾问或兼职技术骨干，提高研发水

平，提升“双师”素质。通过邀请企业工程技术

人员参与研究所建设，制定人才培养计划，探讨

专业学术前沿，共同攻克技术难点，在校企人才

互动合作中，深化产学研合作，实现校企共赢。

三、实施效果

1．平台建设显成效

为了更好地融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2013 年

度由科协牵线，学院与江南大学设立了院士工作

站、同年获得市组织部和科技局设立的市重点科

技创新团队和市重点实验室；2014年在校内成立

14 家研究所和 1 个技术孵化中心；2015 年度，积

极响应我市推进“机器换人”，打造“国际智造名

城”战略，在台州市经信委的支持下，设立了

“台州市中小企业‘机器换人’服务中心”，主动

对接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近几年还有“国家级汽

车及零部件出口基地培训中心”、“浙江省第一批

国际服务外包人才培训机构”等机构先后落户学

校。目前 14家研究所中的模具研究所和生物制药

研究所已与市重点骨干企业合作共建，模具研究

所下设机构“百达机电研究所”每年投入 10万元

的研究经费。在院士工作站和重点创新团队的引

领下，应用生物技术研究所和化学制药研究所进

行了校内组合式研发中心构建，（如图1所示），下

设诚信医化实验室、贝美实验室、道奇实验室、

图1 校企合作建成“生化制药研发中心”

生化制药院士工作站 生化制药市重点创新团队

应用生物技术研究所 生化制药研究所

研究室名称 研究室名称 研究室名称

贝美 道奇

研究室

海洲
研发室

联化药物
提取室

东港固体制
剂车间

诚信中试
放大室

分析
检测中心

功能 功能 功能 功能 功能

化学制药 生物制药 天然药物 药物制剂
制药与

化工设备

医化产

品分析

校企共建 校企共建 校企共建 对外服务 校企共建 对外服务

性质性质 性质

联华药物提取实验室等 6 家，（注：贝美、道奇、

海洲、联化、东港、诚信均为合作企业简称），获

得企业直接科研经费资助的 73万元，至今立项建

设的一般合作项目达 80 个、紧密型合作项目 29
个、重点合作项目6个。通过继续推进紧密型、重

点型项目合作，加强院系与企业在专业建设、技术

研发、员工培训、文化交流等领域的全面合作，进

而互相渗透，最终建立起人才培养、社会服务，能

使双方获益的、可持续的紧密合作关系。

2．组建了专业建设校企合作共同体

学院联合知名民企新东港集团、标力建筑集团

共建二级学院，共同制定办学章程，设立院务委员

会，成立“生化制药技术”、“土木工程技术”专业

管理委员会，相关高级管理与技术人员逐步实现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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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Thought of Production, Study and Research Work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under the New Normal

—Taking Taizhou Vocational & Technical College as an Example
PAN Tong-tian

(Taizhou Vocational & Technical College, Taizhou 318000, China)
Abstract：Starting from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cooperation of production, study and research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anal⁃
ysis of the defects of the cooperation is made. On this basis, the thought of production, study and research work is put forward,
which takes the construction of research institutions as a platform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team. That is,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between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and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speeding up the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chievements and back feeding teaching at the same time, and changing scientific research resources into the driv⁃
ing force of talents training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alents training and promot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employment.
Key words：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production, study and research; achievement transformation; talents training

管、互聘、互兼，共同探索建立“校中厂”、“厂

中校”，共建“研发中心”，加强专业人才互培，

校企文化互动共融，架起了产业资本与智力资本

的桥梁，成为价值共建的利益共同体。2015年学

校引进“浙江瑞铃企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作为

“自动化装备”技术成果孵化基地，参与“机器换

人”项目的联合开发，减轻校内样机试制成本。

科研管理部门主动联系“创投公司”，对学校现有

的科研项目、专利技术等成果进行评估，对于优

势项目进行风险投资，或者技术成果拍卖。2014
年底，通过“创投公司”评估的2项课题，参加了

浙江省科技厅举办的“科技成果拍卖会”，分别以

80万元和50万元的成果交易。

3．科技成果日渐丰富

学院教师近 3 年主持的市厅级以上课题 327
项，其中国家科技计划项目 1 项、省部级项目 42

项。承担了企业直接委托的横向科研项目 283项，

实际到账经费 1574.4万元，获得专利授权 267项，

软件著作权登记 49项，向企业转让专利技术及软

件著作权 81项，专利推广实施的数量位居浙江省

高职院校前列，为企业技术改进与革新提供了有

力支撑，其中真空泵等3项研究成果经专家评审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

四、结语

产学研合作是一项重要工作任务，是提升高

校教师社会服务能力、促进人才培养质量提高的

重要途径，需要得到学校、研究机构及教师的共

同关心和支持，形成一种主动适应、自我调节、

与企业优势互补的产学研合作双赢模式，使产学

研合作真正具有生命力。

[责任编辑：陈保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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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生学情状态与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基于江苏省高职生学习现状的调查

丁永久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江苏 南通 226007）

摘 要：以本校及省内同类高职院校学生作为研究样本，调研高职生学情状态，分析影响高职生学情

状态因素。问卷分为个人基本情况，以及学习心理和行为子量表、学习方法子量表和教学环境认知子量表

三个子量表。调研表明，高职生学习心理和行为存在偏差，需要加强学习观教育；高职生自主学习能力有

待加强，需要强化教学过程管理；高职生学习方法尚需提高，需要改进教学策略；高职生对教学环境评价

偏正面，仍需要优化数字化学习支持和服务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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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高职教育的培养质量无疑是一个重要的

命题，而厘清高职生学情状态并提出针对性的策

略是颇具价值的路径之选。本研究以江苏工程职

业技术学院学生为主，同时抽取江苏省内一部分

国家示范性院校、国家骨干院校、省示范性高职

院校等兄弟院校的学生作为研究样本，调研高职

生的学情状态，分析影响高职生学情状态因素，

以期管窥高职生学情的真谛，并提出改善高职生

学情状态的建议。

一、研究内容和方法

本研究中的学情状态，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对高职生当前学习心理和行为的分析，包括

学生学习的信心、压力、收获等；二是对高职生

学习方法的分析，包括提问、复习、记忆等学习

习惯和对干扰学习因素的处理等；三是高职生对

教学环境的认知，包括对教师教学、课程和专业

的满意度等。

问卷主要包括个人基本情况和三个子量表。

个人基本情况包括性别、民族、出生地、个人兴

趣、上自习、补考情况等数据，以考察不同学生

的个性差异、学习偏好和考试情况等。第一个子

量表共 29 个问题，包括人际关系紧张导致压力、

人生选择与发展困难的烦心事、大学探究知识的

作用、学习对构建知识体系的价值、教学方法对

学习的影响、闯关式学习方法的喜欢程度、大学

经历在专业知识方面的收获等；第二个子量表共

30 个问题，针对的是高职生应试、提问、复习、

制订学习计划、自我激励等学习方法；第三个子

量表共 27个问题，考察学生对专业、专业教学资

源、学生工作、教学工作、宿舍、食堂等教学环

境的看法和满意度。

问卷采用封闭型问题，以选择式为主。在个

人基本情况部分包含是否式问题。量表使用李克

特五点计分法，通过 SPSS19软件，进行描述分析

和因子分析。描述分析主要是通过计算分值比例

和标准差等数据，了解各个选项的分布，一览高

职生学习状态的全貌；因子分析是通过降维，归

纳出影响高职生学情状态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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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测试调查

采取网上问卷调查形式进行数据收集。问卷

调查分两步走。第一步要求本校一个专业的学生

进行初测，之后对问卷问题进行项目分析，去除

掉一部分与主题相关度不高、答题区分度低的问

题；第二步扩大样本范围，要求本校和相关院校

学生填写修订后的调查问卷。共调查学生 500名，

最终收回有效问卷474份，有效率为94.8%。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在个人基本情况部分，被调查者中有男生274
人，女生 200 人；汉族 430 人，44 人来自少数民

族；江苏省内 423 人，省外 51 人。在对组织策

划、文学摄影、音乐舞蹈、艺术类、棋类、游戏

类、实验、财经、装配维修、整理文档资料、与

人交流、参加公益活动等领域的兴趣中，多达

51.8%的人表示很喜欢公益活动，其次是与人交流

互动，占比 43.0%；而很喜欢装配维修的人只占

15.8%，很喜欢整理文档资料的只占 16.5%，很喜

欢财经的占 19.9%，占比居后。在参加的社团中，

比例最高的是自治类，其次是学术类，接着是文

学类，分别占 88.7%、82.5%和 76.1%。这说明高

职生具有较强的社会参与意识和交流的主动性，

学习热情较高，但是对于从事装配等技术技能型

工作的兴趣不高，动手操作的意愿不强。经常上

自习的比例只占 25.8%，有补考经历的占 25.6%，

反映出高职生学习的自觉性和效果尚有问题。

对第一子量表学习心理和行为的数据进行描

述性统计分析。在各方面造成的压力中，最大的

压力是其他，占 5.2%，其次是人际关系紧张，占

3.8%，接着是自我认知差和情绪调节失控，都是

2.4%。在近期总是出现的烦心事中，依次是人生

选择和发展有困难 2.1%、难以自我管理 1.9%、学

习能力不强 1.2%。在对大学作用的认识上，认为

建立人际网络很重要的比例最高，占63.4%，而且

标准差最小；而认为大学是为了获得专业能力、

学习知识的占比例较低。大学经历的收获方面的

数据类似，认为收获很多的是建立的人际网络，

之后是人生经历。关于学习的价值，认为很重要

的依次是提升个人竞争力、拓展思维和找好工

作。在选择影响学习的因素上，教学方法和智力

因素同排第一，之后是学校环境和家庭教育。很

喜欢的教学方法中，排名第一的是通过实习实训

活动学习，占22.2%，均值达到3.84。
使用 SPSS19软件对学习心理和行为量表的 29

个题目进行因子分析。KMO数值0.862，显著性分

析小于0.05，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影响高职生学习

心理和行为的因子主要有六个，解释的总方差达

63.25%，效果较好。第一个因子是关于大学经历

在建立人际网络、增加人生阅历等方面收获的认

识，将之命名为大学经历收获；第二个因子是关

于在人际关系、自我认知、情绪调节等方面的困

难，将之命名为在校压力；第三个因子是关于学

习在提升个人竞争力、拓展思维等方面的作用，

将之命名为学习价值观；第四个因子是关于情景

教学、项目教学等方法的喜爱程度，将之命名为

教学方法认同；第五个因子是关于高职生对影响

学习的因素的认识，将之命名为学习影响因素

观；第六个因子是询问近期有否存在人生选择与

发展等方面的问题，将之命名为近期挫折。

第二个子量表是针对学生学习方法和策略的

调查。对这一部分的回答，基本都是呈现出左偏

态分布。例如，“没学会的内容，会请教老师”，

完全不符合的只占 0.9%，不太符合的占 13.0%，

不确定的占 24.8%，基本符合的 53.4%，完全符合

的占 7.8%。但是，对于“只有在感到考试压力

时，我才复习”的回答，选择不太符合与不确

定、基本符合的人数相当，各占 30%左右；在

“常因为谈恋爱、与父母吵架等学习之外的事，分

散学习精力”，选择完全符合的只占 2.8%，其他

四个选项各占 20%以上。这两题的均值最小，而

标准差最大。

对第二个子量表进行因子分析。KMO 指数

0.957，显著性分析小于 0.05，适合因子分析。共

提取因子 4 个，解释总方差 58.62%，属于可接受

水平。因子一是关于利用课外时间拓展知识、外

在期望或压力促使学习等，将之命名为认知和激

励；因子二是关于复习、预习、记忆等小技巧，

将之命名为实用技巧；因子三询问的是找工作、

知识应用等情形，将之命名为外在压力；因子四

是关于考试紧张、不盲从等，将之命名为心理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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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第三个子量表调查的是学生对学习环境的看

法。描述性分析显示，认为专业课程教学资源一

般和丰富的分别占 50.4%和 33.3%，对实训周教学

安排认为一般的占 44.0%，满意的占 42.1%；认为

入学时有必要介绍专业和未来可能从事的职业的

42.1%，认为很有必要的占 41.4%；认为学校环境

和氛围有负面影响或没什么帮助的，占比都不到

5%，认为有帮助的和很有帮助的达到 47.3%和

8.7%。对就读专业、学生工作、入学教育、食

堂、课堂纪律等教学管理等一般和满意的比例都

较高，均值均在3以上，标准差小于0.86。
对第三个子量表进行因子分析，发现KMO指

数 0.901，显著性分析小于 0.05，适合进行因子分

析。共抽取因子三个，解释总方差 55.80%，属于

可以接受水平。因子一是关于课堂纪律、作业

等，将之命名为教学管理；因子二是关于对授课

教师的认识和对专业课程的认识，将之命名为课

程授课；因子三是对专业、食堂、宿舍等满意

度，将之命名为支持服务。

四、结论与建议

1．高职生学习心理和行为存在偏差，需要加

强学习观教育

在校期间感受到的学习、交往、对未来的不

确定等等压力，以及在日常生活中碰到的情绪失

控、交友困难等带来的挫折感，使一部分高职生

心烦意乱，而且，他们有时难以辨别和控制压

力，给学习状态带来了负面影响。教学方法不适

当也导致了很多高职生心理承压的学习状态。这

些同学对大学经历收获甚至学习价值看法偏激，

对学习成绩无所谓，学习行为也不够端正。

因此，有必要关注高职生的学习心理和行为

的健康，采取切实的举措关心他们成长成才，建

立压力等负面情绪的疏导和化解机制，帮助高职

生解决学习上出现的困难以及对专业和未来职业

的迷茫。建议加强高职生的学习观教育，通过专

题讲座、学习咨询等形式，使高职生建立对知识

和学习的一套认知方面的信念系统，使他们正确

认识学习、知识、教师、学生、课堂等学习要

素，从而调适心理状态，改善学习行为。对高职

生来说，对专业的培养定位、目标、课程体系和

教学方法以及以后要从事的职业岗位的了解也有

助于他们树立正确的学习取向，在学习观教育中

加强对专业和职业的认知十分必要。

2．高职生自主学习能力有待加强，需要强化

教学过程管理

从调查中发现，高职生社会责任感强，有参

与和交流的意愿。但其中反映的个人兴趣、期望

活动与高职生以后要从事生产、服务、管理一线

的技术技能工作特点不相吻合。虽然一些学生学

习也较刻苦，积累了一定的学习技巧，然而，不

容忽视的是一部分学生缺乏自我管理能力，不能

坚持上自习、存在多科目补考、心理承受较大压

力等现象，更有甚者只关心毕业之后找工作，对

学习较为懈怠和轻视。

针对这些情况，需要使个人的发展与专业人

才培养定位相结合，提高高职生学习兴趣，对学

业成绩较差的学生采取帮扶措施。建议强化教学

过程管理，重视学生的学习体验，建立学习过程

的监测体系。通过思想教育、兴趣培养等增加学

生的学习投入；实施大类专业招生进行宽口径培

养、建立开放灵活的课程体系、扩大学生的课程

选择权，使专业的培养定位与学生的个性发展要

求一致；建立学业预警系统，实时记录和跟踪学

生的学业成绩，对出现补考较为严重的学生要及

时提醒，定向发出预警信号，督促学业亮红灯的

学生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并形成对学生学业统计

的大数据，分析和了解学生的学习偏好和需求，

相应改善教学安排。

3．高职生学习方法尚需提高，需要改进教学

策略

一部分高职生能正确认识大学学习，主动比

较自己与他人学法的异同，采用自我激励提高学

习水平，掌握了画图、归纳要点等实用技巧提高

学习效率，但左偏态分布意味着高职生的学习策

略和方法总体上较为单一，较高的标准差揭示了

他们在某些学习问题上存在分歧，而且，学习中

还存在着外在压力影响和调节机制不完善的缺

陷，导致了学业成绩不太理想。高职生不上自习

或补考的现象并不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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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应坚持职业教育的职业性、实践性和

应用性特征，适应高职生学习的特点，用教的方

法引导学的方法，并提供学法指导。建议改进教

学策略。采用任务单、引导文等项目化教学方

法，提高实践课时比重，注重与学生在课堂上的

互动和交流，以学定教；改革课程评价方式，以

学生学习过程、学习体验和学习成果为依据建立

评价体系；加强学习方法论的介绍，教给学生心

理调节的技巧，使其克服学习之外因素造成的压

力，增强学习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追求有深度的

理解性学习。

4．高职生对教学环境评价偏正面，仍需要优

化数字化学习支持和服务环境

信 息 技 术 的 应 用 改 变 了 教 学 的 面 貌 。

MOOCs、SPOC、微课、翻转课堂的来临，基于工

作过程导向的项目化学习等等，改变了传统的教

学方式。碎片化、随时随地、游戏闯关等成为新

时期教学领域的流行语。数字化成为教学环境最

显著的特征。从调查反馈结果来看，大多数高职

生对所在学校和专业满意度高，认为专业课程教

学资源丰富、其他支持服务完备，然而，这距离

实现移动学习和泛在学习的目标尚有差距。一个

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当今的高职生是伴随着数字

化电子产品成长的一代，手机、电脑等已成为他

们生活必需品。把学习变成他们数字化生活的一

部分，是教学环境建设的方向。

为此，应以学生为中心，重组教学资源，服

务学生学习。建议优化数字化学习支持和服务环

境，汇集和整理互联网、专业网站等相似专业和

课程的资源，嵌入式地使用在教学过程中；加强

移动网络建设，实现学习场所无线覆盖，结合线

上和线下两种学习方式，提高学习效果；建设学

习社区，加强第二课堂建设，创造师生全天候互

动和交流条件，并最终建成以学生为中心的智慧

校园。

[责任编辑：刘晓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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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Learning Situ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Learning Situation in Jiangsu Province

DING Yong-jiu
(Jiangsu College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Nantong 226007, China)

Abstract：With students in this college and similar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 Jiangsu province as the sample, a research on learn⁃
ing situa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is made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are analyzed. The questionnaire is divided into the part
of individual basics, as well as three subscales, namely the psychological and behavioral learning subscale, the learning method sub⁃
scale and the subscale of perceiving teaching environment. The research arrives at the conclusion that deviation exists in the students
’learning psychology and behavior, there is the need to strengthen learning awareness; their self-learning ability needs to be
strengthened, there is the need to fortify management of teaching process; their learning methods are to be improved, there is the
need to improve teaching strategies; their cognition of teaching environment is slightly positive, while there is still the need to opti⁃
mize supportive and service-oriented environment of digital learning.
Key words：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learning situation; influencing factors; factor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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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NET工具开发实训室安全测试系统，旨在提升高职院校师生的实训安全意识。借助信息

化手段，构建一个科学的、长效的安全教育体系，把被动性的安全教育转变为自觉性的安全行为，以适应

现代高职教学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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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对高职院校实训基地建设投入的加

大，各高职院校建设以产学结合生产性和以“教

学做”一体实训室为特征的实训基地已经成为高

职教育教学的主课堂。在教师传授技术技能的同

时，培养学生安全意识和必要的专业安全知识也

是教学体系的重要一环。但是目前由于受教学资

源的限制，实训基地安全教育还不能纳入到学校

正常的教务管理体系之中，只能采取集中讲座、

安全宣导等形式。而这些方式远远达不到实训基

地安全教育的目标和要求。

一、高职院校实训教学安全管理存在的问题

虽然学校对实践教学的安全教育给予了高度

重视，制订了相关的规章制度和方案等，但安全

教育在执行力方面或多或少地存在问题，表现

为：规章制度不完善；执行机制不健全；履行职

责不认真；抓落实不到位；师生安全意识淡薄；

缺乏安全知识；违章、违规、违纪现象时有发

生。尤其是每个实训基地都是根据各自的需求来

进行设计的，安全教育缺乏学校层面按专业有针

对性的统一系统管理。

二、加强实训教学安全管理的必要性

实训基地安全是学校实训基地建设与管理的

重要组成部分，它关系到学校教学和科研工作能

否正常开展，国家财产能否免受损失，师生员工

的人身安全能否得到保障，对高职院校乃至全社

会的安全和稳定都至关重要。近年来，有些院校

安全事故频频发生，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因此对实训基地安全要高度地关注和重视。虽然

事故的发生有着偶然性和突发性的特点，但安全

意识淡薄、安全素质欠缺、安全行为背离是导致

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因此，加强对高职院校实

训基地安全管理的相关研制和实践，具有十分重

要的现实意义。

从目前国内高职院校的教学实践上看，实训

教学大多是“真刀真枪”的真实场景实际操作教

学过程，特别是生产性实训教学，均存在着安全

风险。那些仅以“制度上墙”或“教师强调”安

全教育模式不能适应现代教学需要。为了进一步

提高师生的安全意识，结合学校各专业特点开发

设计了实训室安全知识测试系统，采取对每一位

师生在主动学习的基础上，并通过安全知识测试

后方可实训室实训的“主动学习加强制许可”的

管理方式，从而提高师生的安全意识。

三、实训基地安全测试系统的设计与主要功能

1．系统的设计思想

系统以校园网为基础采用 B/S 结构，使用微

软Net技术架构进行设计开发，开发语言采用C#语
言 和 ASP.Net 语 言 ， 数 据 库 采 用 SQL SER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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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2005数据库。面向对象集中管理，支持数据的

自动导入；系统与校级网络数据平台互通对接，

支持线上自主学习。系统架构如图1所示。

2．系统功能模块图设计

系统设置了在线学习、自我测试、在线测

试、统计分析、用户管理、学习管理、测试管理

和题库管理8个模块，模块结构如图2所示。师生

通过标准化的自学测试机制，在自学和在线模拟

测试的基础上登录测试模块进行测试。测试时，

系统根据所选专业测试内容，随机组卷进行在线

答题、自动阅卷、在线查看成绩、正确答案、以

及是否通过等提示内容。

试卷分为两种类型：随机试卷和存档试

卷。随机试卷是即时从试题库中按照设定的规则

进行随机抽题组卷，组卷可设定的条件有：学生

专业、各种题型的数量、分数等。系统根据各专

业学生所要求掌握的实训基地专业知识的不同即

时自动生成符合不同专业学生考试内容的试卷。

而存档试卷为固定题目的试卷，为管理员在后台

抽取指定题目的试卷。组成固定考卷，供成批学

生同时考试使用。

系统以班级为单位记录考生考试情况，记录

参加考试名单、考试通过率等。

成绩查询、成绩统计、成绩打印：可以通过

系统随时查询考生成绩，统计考生成绩，导出成

绩（考试成绩批量导出为Excel格式）和打印。测

试题库可涉及多个学科，分为判断题和单选题、

多选题等考试题型，支持题库的录入、修改，Ex⁃
cel格式批量导入、批量维护。

四、安全测试系统的实践

实训室安全测试系统运行后，在全校师生、

外来学习人员中全面推行了“实训室安全准入制

度”。按照要求，相关人员在进入实训室之前，必

须参加实训室安全知识的培训与测试，测试合格

后，才能进入实训室学习和工作。同时，还进一

步明确实训室负责人的责任，所有进入实训室人

员在进入实训室前，要接受实训室负责人所做的

更为具体的安全教育，并严格限制未通过实训室

安全考试的人员进入实训室开展实训和工作。推

行实训室安全准入制度，将实训室的安全工作重

心向主动预防转变，提高师生的安全意识，不仅

能有效防止实训室事故的发生，同时也对培养好

的实验习惯、提高科研工作水平、提升实验教学

质量、建设和谐校园发挥重要作用。

从经济学理论的投入产出理论看，实训基地

安全教育测试和管理平台主要收益体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1）创建实训基地安全教育平台，把安全意

图1 系统架构图

图2 模块结构图

用
户
界
面

界
面
表
现
层

逻
辑
处
理
层

数据
访问层

Htm
lcs

s

Htm
lcs

s

界面显示

Ajax引擎/html引擎

MVC
BaseServlet

Ajax的封装 通用功能实现 业务流程处理

操作流程控制 操作流程控制 操作流程控制

逻辑组件调用

业务接口管理

业务对象
信息
发布

栏目
管理

安全
控制

业务
管理

通用服务组件

统计 授权 框架 系统

SQL

数据库

HT
TP

HT
TPS AJA

X

在线学习 自我测试 在线测试 统计分析

用户管理 学习管理 测试管理 题库管理

题库 培训材料库

-- 30



高等职业教育—天津职业大学学报第 24 卷第 4 期 Aug.20,No.4
识变成自觉的安全行为；

（2）共享安全测试平台的构建，保障教学、

科研工作正常运行；

（3）在保障实践教学安全的同时，提高全体

师生安全责任意识和应急处理能力；

（4）利用实训基地安全教育测试平台，使更

多的人享用宝贵的安全教育资料源，同时对于提

供教师和学生的自学需求有相当大的帮助；

（5） 借助信息化的安全管理，减轻实践教

学安全管理的工作强度，提高实践教学资源的利

用率；

（6）充分利用网络平台的灵活性把安全教育

融入于校园文化中并辐射到社会。

通过借助信息化的安全管理，构建安全测试

和管理平台，是提高实训基地教学实践一种切实

可行的必要手段；是学生完成实践能力培养的重

要环节；是保障高职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把

安全隐患化于无形高效的解决方式；是把安全观

念、安全行为、安全管理集成一体，资源高利用

率的教学模式，可以给高职安全教育带来积极的

作用。笔者认为：高职院校实训基地安全教育和

管理体系，应该是学校层面的一个整体系统。正

是这个安全教育测试和管理平台，提出了切实可

行的提高实训基地安全统一系统管理的方法。基

于借助信息化手段，共享实训基地安全测试平台

统一系统管理的实践，构建一个科学的、长效的

安全教育体系，把被动性的安全教育转变为自觉

性的安全行为，以适应高职教育教学的需要。

[责任编辑：陈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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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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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rough the NET tool, the safety testing system of practice training labs is developed, which is aimed to enhance the prac⁃
tice training safety awareness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s of modern higher vo⁃
cational teaching, it is necessary to construct a scientific and long-term safety education system to change the passive safety educa⁃
tion into conscious behavior, by the mean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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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校基建工程审计的现状分析

近年来，随着高校招生规模的逐渐扩大，教

育部对高校的资金投入也越来越多，各高校为改

善硬件条件，加快了学校的基础工程建设，高校

的工程审计任务也随之加重。高校基建工程审计

的现状如下：

一是高校的基建修缮工程多，从事工程审计

的人员相对较少，很难承担高校日益复杂的基建

工程审计任务，基于此，目前高校基本是修缮工

程、小型基建工程由内部审计部门独立完成，而

相对大型的基建项目则越来越多的委托社会中介

机构进行审计。委托审计独立性虽强，但是无法

实现全程的跟踪审计，这就增加了审计的风险。

二是高校基建工程审计一般周期长，涉及的

环节多，参与的部门较多，形成的各种经济资料

也较多，如施工图纸、施工合同、变更签证、预

算、结算资料等等。这些资料有的是本身不规

范，如缺少公章、合同章等，有的是在部门间传

递的过程中，手续不完备，资料不完整。

三是高校工程审计相关的制度不完善，相关

的职责分工和审批权限不明确。基建部门既是资

金支配者，又是建设项目的管理者，权利过于集

中。另外，由于基建工作涉及众多环节，工作中

容易出现时间紧、任务重，急事急办、不按照程

序和制度办事的现象，造成人力成本支出过大，

重点不突出、效果不明显，难以实现对基建项目

的有效审计。

二、构建高校基建工程审计信息化系统的必

要性

构建高校基建工程审计信息化系统，运用信

息技术，对高校基建工程项目进行动态性的监

控，把操作规范和制度约束固化为审计信息化系

统，对于强化基建项目管理、减少审计风险具有

必要性。

1．高校内部管理的要求

随着高校的不断扩招，高校的基本建设项目

逐年增加，涉及的基建资金也逐年增加，单纯采

用手工式的审计方法，无法实现对大量基建项目

的动态化管理。另外，基建项目的审计涉及基建

部门、审计部门、施工单位、工程造价咨询单位

等不同单位，单纯的手工式审计方法，使得各类

审计文件资料在传递的过程中得不到及时有效地

处理。因此，使用信息化系统，可以对基建项目

进行动态性监控，同时可以快速有效地处理各种

信息，达到多部门协同化办公，实现高校内部的

精细化管理。

2．基建工程审计工作规范化、科学化的要求

随着高校建设项目全过程跟踪审计模式的发

高校基建工程审计信息化系统的构建研究

冯 杰

（天津职业大学，天津 300410）

摘 要：随着高校信息化的迅速发展，内部审计的信息化成为高校审计工作的必然趋势。从高校基建

工程内部审计工作的现状分析入手，提出构建信息化系统的必要性和意义，并根据高校基建工程审计的具

体需求，分析高校内部基建工程审计信息化系统的设计思路和框架，实现高校利用信息化技术和手段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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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高校工程审计工作的内容和环节逐渐繁杂和

细化。一个工程项目前期涉及立项、可行性调

研、设计、招投标、概算等，中期主要包括隐蔽

工程、设计变更、竣工验收等，后期涉及工程结

算、决算等，每一个环节都会产生大量的数据，

通过建立信息化系统，对这些数据进行收集整

理、统计分析，并进行网上传递，既能保证数据

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又能规范审计工作流程，提

高工作效率，同时减少人为因素的干扰，促进了

审计工作的规范化和科学化。

3．审计档案信息化管理的要求

大量纸质文件资料若采取手工收集、整理方

式，可能产生反复修改导致纸张浪费、重复工作

及信息不能及时处理的问题。而信息化系统可以

对审计工作中形成的资料一次录入，永久保留，

方便查阅，又可以实时处理。同时，各种审批记

录都可以在系统中逐次反应出来，使得每一环节

都“有据可查”，保证了审计监督环节的连续性。

三、高校基建工程审计信息化系统的框架设计

1．高校基建工程审计的业务流程分析

业务流程分析是信息系统设计的基础。根据

目前高校开展的工程审计业务的具体情况，本文

总结了各阶段审计的基本实施要点。

（1）设计阶段。原则上来说，从工程项目的

投资立项、设计、可行性论证开始，审计工作就

应该介入，减少投资决策失误带来的风险。但在

实际工作过程中，审计工作很难介入，因此，对

这一阶段的审计，重点考察程序是否正当合法、

设计概算是否合理等。

（2）招投标阶段。招投标的审计，重点关注

招标文件、工程量清单、合同以及招投标的程

序。主要包括招标文件是否规范清晰、表述完

整；合同具体条款与招标文件的一致性，重点关

注造价、工程款支付、工程变更、质保金及违约

等条款；招投标程序是否合法合规；工程量的计

算有无重大错误、有无遗漏单项等。

（3） 施工阶段。施工阶段的审计是重中之

重。这一阶段要关注的重点主要是合同的履行、

隐蔽工程、材料采购、工程变更、进度款支付、

工程索赔等。对合同履行情况的审计主要关注工

程各方是否按照合同规定的权利义务履行合同，

是否按照合同规定施工、合同开展的工程进度、

质量如何等；隐蔽工程主要审查隐蔽工程的真实

性；材料采购审计是重点，主要关注采购材料的

规格、品牌、质量，是否与投标文件相符合，对

于甲方控材，主要关注数量质量，以及领用管理

情况；工程变更的审计主要关注变更是否是必须

的，变更是否带来风险，变更后是否及时签证，

签证是否真实，计算是否准确无误，签证的程序

是否合规等；进度款支付的审计主要关注款项的

支付是否和工程的进度相匹配，审批支付手续是

否合规等；工程索赔的审计主要关注索赔的原因

是否属实，是否造成实际的损失及索赔的时效性

等。

（4）竣工结算阶段。这一阶段审计人员主要

是根据工程图纸和施工方案核实工程量，审查取

费标准是否合理、套用定额是否正确、人工费和

材料费的计价是否合理等。

2．高校基建工程审计信息化系统构建的主体

和客体

（1）系统构建的主体。一个工程项目的审计

不仅仅涉及到审计部门，还涉及到基建、招投标

办公室、审计、财务等部门，因此构建工程审计

信息化系统需要多部门的配合。高校可以设立工

程审计信息化系统构建小组，小组成员由基建、

审计、财务以及招投标部门等组成。各部门有明

确的职责分工，基建部门作为主要的业务部门，

负责各种项目文件的报审；审计部门主要负责根

据业务流程对报审的资料进行审核，控制工程成

本；财务部门主要负责审核和支付工程进度款；

招投标部门主要负责审核招投标的方式、程序，

评标过程的合规性等。

（2）系统构建的客体。基建工程审计信息化

系统最大的特点就是利用电脑对审计工作产生的

大量信息进行电子化管理，储存各个阶段的信息

和资料，并实现信息及时共享，提高信息的及时

性和有效性。审计业务过程中产生的各类信息是

工程审计信息化系统的客体。根据业务流程的不

同，客体可以分为合同管理信息、招投标信息、

材料采购信息、进度款支付信息、工程变更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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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结算审核信息；根据信息使用者和使用类别

的不同，客体又可以分为工程项目的基本信息，

报送审核信息，审批审核信息等。

3．高校基建工程审计信息化系统的模块及基

本功能

高校基建工程审计信息化系统主要是通过计

算机进行及时有效的资源共享和信息交流，最大

程度地实现审计信息的整合和科学管理，其有两

大基本功能：一是信息的统一管理，二是业务流

程的实时监控。基于这两大基本功能的要求，本

文设计以下几大模块：

（1）系统管理模块。主要提供日常基本的系

统登录、系统操作、系统安全维护等功能。由于

审计工作所涉及的信息具有不同程度的保密性，

所以必须保证系统的安全性。在这一模块中，系

统管理员可以给不同的用户设置不同的权限。其

中，系统管理员的权限最高，负责管理其他用户

的使用权限，其他用户的权限由系统管理员设

定，每一个用户可以设置自己的登录用户名和密

码，并编辑完善自己的用户信息。这里需要注意

的是，对于校外的单位，如施工单位使用本系

统，除了上述安全性要求，即规定权限外，还要

对首次登录本系统提交单位营业执照及负责人身

份证复印件，经核准后才能获得使用系统的资格。

（2）工程项目审计的一体化管理模块。这一

模块又分为两个子模块，一个是项目管理模块，

一个是流程管理模块。

①项目管理模块主要根据不同的工程项目，

建立不同的工程项目信息，并对这些信息进行管

理。首先，信息管理员把工程项目的基本信息录

入系统，如工程项目的名称、编号、审计文号、

工程类别、合同号、送审时间、送审金额等。在

项目的开展过程中，不断对项目相关信息，如项

目的负责人、审计类型（自审还是委托审计）、进

度款的支付情况、工程变更情况等进行补充更

新。这一模块设置查询、删除、追加、修改等功

能，查询功能主要是通过关键字进行查询，输入

前述列示的项目基本信息的关键字，就可以显示

该项目的详细信息，能一目了然地看到一个工程

项目的报审情况：具体谁负责，审计形式，支付

了多少进度款，审计状态等。删除、追加、修改

功能，是对项目信息进行及时地更新、修改和补

充，不断完善项目信息。通过项目管理模块，审

计人员能够方便及时地掌握工程审计工作的具体

情况、工作进度、工作量等，便于科学合理的安

排审计工作。

②流程管理模块就是要发挥信息化系统的另

一大基本功能，即对审计业务流程的实时监控，

形成业务操作和审核监督相配合的两大主线。根

据前述工程审计的业务流程分析，一个工程项目

的审计，从立项到最后竣工结算验收，要经过多

个部门、多个环节，送审——初审——反馈——

修改——再次送审——定稿的过程，对每一个过

程，信息化系统都可以保留相关痕迹，各种审批

记录都可以在系统中逐次反应出来，使得每一环

节都“有据可查”。以基建委托审计工程为例，工

程项目经过审批立项后，由招投标部门上传招投

标文件，基建部门负责对招投标文件进行初步审

核，审核通过后，系统自动提交给审计部门，审

计部门出具审计意见并反馈给基建部门。对审核

通过的项目，由招投标部门组织招投标，并将最

终结果在系统中进行登记公示。最终确定的中标

施工单位提交营业执照和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

经核准后，系统管理员分配用户名和密码。进入

施工过程后，施工单位登录信息化系统，及时将

需要审核的工程资料上传到系统，基建部门负责

对这一阶段提交的项目资料进行初步审核，经过

审核后，系统自动提交给审计部门，审计部门审

核后，需要社会造价咨询机构进行审核的，提交

该机构进行审核并由该机构将审核后的文件再次

提交审计部门、基建部门和施工单位，三方可以

同时查看，并分别提交意见，必要时多部门进行

协商直至无异议，最后出具审计报告。在这一模

块中，所涉及到的文件都要上传信息化系统，保

留相关痕迹，且设置用户使用权限，只对相关人

员可见。这样，既实现了信息载体的电子化，提

高了工作效率，又实现了各部门之间的信息共

享，减少了纸质文件多次复印造成的资源浪费。

③文件资料管理模块。这一模块主要是管理

审计工作过程中上传的各种文件和资料。针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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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文件，有的可以设置统一的模板，如审批表、

审计报告、审计结果征求意见表等，既方便使用

者随时下载使用，又保证了审计底稿的统一性和

规范性。有的文件，如施工合同、招投标文件

等，不适合统一的模板，这些资料可以直接上传

到系统中，方便使用者反复调取使用。审计文档

可 以 是 Word、 Excel、 PDF 以 及 图 片 （JPG、

BMP、GIF） 等格式的文件，该模块可以直接导

入、编辑、导出，方便审计人员保存取得的审计

资料。

④办公管理模块。这一模块主要处理一些审

计事务，主要功能包括人员管理、公文收发、信

息发布、消息实时通知提醒、业务培训等。这些

功能的运用，既实现了审计办公事务管理的自动

化，又提高了审计办公的效率和质量。

除了这四大模块之外，还可以根据实际需要

设置法规管理模块，建立法规库，对不同法规分

类分级管理，方便审计人员快速查找各种法律法

规，提高审计工作效率。

四、结语

高校基建工程审计信息化系统的构建是一项

系统的工程，需要多部门通力合作，积极配合才

能顺利实施。构建该系统，在高校内部搭建了一

个审计信息化平台，通过此平台一方面将诸多的

审计信息数据进行集中、统一、科学的管理，方

便审计人员及时准确地调取、查阅、下载使用，

实现了审计信息的及时有效共享，提高了审计工

作质量；另一方面，通过此平台，审计人员可以

及时掌握审计项目的开展情况，对工程项目进

行远程监督和指导，及时调整审计资源的分

配，实现了对业务流程的实时监控，提高了审

计工作效率。

[责任编辑：刘晓梅]

Study on the Building of Information System of Construction Work Audit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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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z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informatization of internal audit becomes
a necessary trend of audit work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is paper starts from the analysis of status quo of internal audit work of
construction project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proposes the necessity and significance of building information system, and analyz⁃
es and describes the design idea and framework of information system for construction work audit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c⁃
cording to the specific demand of construction work audit,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management and control of basic construction proj⁃
ects b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utiliz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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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不仅要关注高职院校学生职业知识和技能培育，更要关注其职业精

神培养，把职业技能和职业精神的教育培训相融合，才能实现经济的提质增效升级。因此，高职学生职业

精神教育模式应该以岗位课堂为载体，形成校园引导认知和企业岗位训教相结合的双元紧密合作的培养模

式，实现人才培养质量的真正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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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6月，李克强总理会见全国职业教育代

表时候强调：要把职业技能和职业精神的教育培

训相融合，实现中国经济的提质增效升级。的

确，中国要从“中国制造”升级为“优质制造”，

劳动力良好的职业精神是必要的支撑。然而，职

业精神相对于职业技能而言，比较隐形，容易被

忽视。大量事实已经证明，职业精神影响职业技

能的发挥，对于个体而言，关系到个人价值的实

现和可持续发展；对于国家而言，关系到经济发

展优质升级。企业对人才的最强呼声就是需要踏

实的工作作风、能吃苦耐劳、具备团队精神和服

务意识的专项或者多项专业技能的人才。因此，

现代学徒制背景下，不仅要关注职业知识和技能

培育，更要关注职业精神培养，德育优先，以德

润技，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让高等职业教育的毕

业生不仅仅能够就业，还能在职业中实现自我价

值，乐于为社会做贡献。

一、职业精神教育是现代学徒制实践中的应

有之义

现代学徒制，其内涵是一种现代职业教育制

度，是企业职业培训与学校学历教育的紧密结

合，是生产和教育的深度融合。本质上是校企双

元投入，岗位实境成才。现代学徒制基本包括：

主体双元：学校和企业；合作紧密：合作不是纸

上协议，而是紧密合作，共同参与，共有话语

权，包括联合招生、共同制定课程标准，共同开

发课程；培养过程：共同管理，共同评价；师资

队伍：企业师傅带徒弟，校园导师带学生，共同

担当，互相弥补不足；课堂类型：岗位实境课

堂，工学交替；双重身份：学生是学校注册的学

生，也是企业的员工。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以

下简称“学院”） 旅游系“入校入行、岗位课

堂、三证合一”的人才培养模式正是对现代学徒

制的一个探索过程，正在完善之中。

现代学徒制作为一种现代职业教育制度，服

务于高职教育的培养目标，高职教育的培养目标

是培养具备职业精神和职业技能的人才。换句话

说就是培养能够用得上的好人，这个好人要具备

诚信、敬业、服务、团队协作等职业精神。唯有

如此，才能推动中国经济向全球产业价值链中高

端升级。如果有很好的职业精神，专业知识将能

有效地转化为生产力；如果没有足够的职业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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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专业知识会疏于高效使用，即使有再完善的

现代学徒制度也是空谈。因此，学院旅游系在探

索现代学徒制实践中更加关注职业精神教育，重

视岗位课堂实境中培养职业精神，积极调动学校

和企业双主体发挥育人作用。

二、职业精神教育模式构建

1．载体：岗位课堂

建构主义认为，创设学习环境尤为重要。因

为学习是一个主动的领会和生成的过程，学生只

有在真实的情境中，才能对所学内容进行理解和

把握，才能有效地同化和顺应所学的知识，才能

主动建构意义的自我。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认为，

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源泉。恰好，岗位课堂给学

习者提供了主动建构知识的环境，提供了实践的

场所，呈现了真实的社会文化背景，这个学习情

境是学生进行“发现式”和“探索式”学习的场

所，职业精神在工作情境中自然生成。

实际例证，学院酒店管理专业、导游专业是

以岗位课堂为载体，进行的职业技能的训练和职

业精神教育。以酒店管理专业和导游专业为例，

其做法是企业岗位学习和学校课堂学习结合，教

学时间安排是：1.75年（校内课堂）+0.5年（企业

岗位课堂） +0.25年（校内课堂） +0.5年（企业岗

位课堂）。可以看出，岗位课堂时间是两个阶段，

时间是 1年，校内课堂时间是 2年，分段式进行，

工学交替。在岗位课堂中，学生身份是学徒，学

生既是学习者，也是服务者。学习情境是真实的

岗位，岗位既有服务管理功能，又有教育培训功

能。学生按照岗位标准履行职责。在真实的岗位

实践中，跟着企业的师傅，锤炼职业技能，积累

职业精神。这种课堂教育是体验式的、过程性

的，充满挑战、充满磨练，改变了传统职业精神

教育的高台说教形式，改变了单纯的认知性教

育。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过，人类必须进行实践

活动，才能在实践中积累技术和德行。因此，职

业精神和职业技能的培养必须牢牢依靠企业职场

课堂这个载体，把这个载体当成是孕育职业精神

和职业技能的土壤。

2．双元主体培养：学校和企业

职业精神教育属于德育教育的范畴，德育教

育的规律是从他律—自律—价值目标认同的过

程，因此，在现代学徒制度中，要发挥“双主

体”育人作用，学校主要起到认知引导的作用，

在校园内完成对基本职业精神的认知；企业主要

发挥岗位训教的作用，职业精神的养成在岗位实

践中完成，在岗位中得到践行，实现知行合一。

双主体相互融合，各司其责，相互支撑，共同提

高人才培养质量。

（1）学校：认知引导。发挥专业课堂育人功

能，把职业精神教育引入专业实践教学中。传统

的专业课程仅注重专业知识的传授，考核中仅仅

考核技能掌握情况，而对于职业精神缺乏考核办

法。以 《酒店服务技能》、《模拟导游》 课程为

例，《酒店服务技能》课程考核中，以大赛的形式

进行考核，比赛中引入职业精神考核，占考核结

果的 50%。具体做法是成立职业精神考核小组，

小组成员有专业教师、辅导员、学生代表，主要

考察大赛过程中考生认真求是态度、团结协作精

神、吃苦上进的尽头。《模拟导游》课程考核中注

重把职业精神考核引入过程考核中，课程采取项

目化教学方式，每一个教学项目中，把班级当做

一个旅行社组织，岗位有全陪、地陪、计调、财

务。计调设计线路，全陪组织出团，地陪组织带

团，财务负责结账。在项目教学中同学们各司其

职，各担责任，履行义务。职业精神考核小组主

要考核学生岗位责任感和服务意识。

发挥校园文化育人功能，把职业精神教育引

入到校园文化活动中。一是引企业文化元素入校

园，开展优秀职业人进校园活动，学院旅游系举

办“校企共育人、模范人物进校园”系列活动，

每月两期，该活动主要邀请各行各业模范人物，

进行讲座，以论坛的形式与学生进行互动。模范

人物以身说法，在与学生互动中，传递诚信、敬

业、服务的职业精神。二是发现自己身边优秀职

业人活动。以“校园人物”为板块，利用校报、

微信、微博平台发现、宣传校园内的爱岗敬业、

全心全意服务的优秀员工，如优秀教师、优秀后

勤管理人员、优秀学生、优秀毕业生，营造正能

量的氛围，引导学生见贤思齐。三是开展志愿服

务活动。学院秉承“技能贡献社会，素质决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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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人才教育观，增加职业精神教育的途径，

以志愿服务活动作为德育教育的载体，组织开展

积累职业精神志愿服务活动，如大学生文明交通

志愿活动，以“在岗一分钟、敬业 60 秒”的理

念，服务北戴河暑期旅游交通，在两个月暑期交

通服务中，不断的积累敬业、奉献、友爱、互助

志愿精神，并把感人的故事传递给校园和社会。

发挥管理文化育人功能，把职业精神教育引

入到班级管理中。以导游专业为例，导游班级管

理实行地陪导游员值班制度。在分析地陪导游员

工作职责基础上，实行导游值班制度。34人班级

中，每周 2 位学生扮演地陪导游角色，把其他 32
位学生当成团友。2 位学生负责同学们的出勤记

录、班会召开、社团活动提醒、课程作业提醒、

考试提醒、安全提醒、文明礼貌提醒，并在班级

大型活动中，做好服务工作。在这样的自我管理

中，逐步积累未来导游员所需要的岗位责任意识

和对客服务意识。

（2）企业：岗位训教。发挥师资队伍示范作

用，把职业精神教育内化到教师的行为示范之

中。现代学徒制要求双导师队伍，因此，必须要

关注岗位导师和学校导师的选聘。一是企业师傅

的选聘、选拔过程中，学校和企业共同监控，不

仅仅选拔能工巧匠，还要考察师傅的职业精神。

师傅不仅要传递技能知识，还要以身作则，知行

合一，感染学徒，把敬业精神、责任意识传递给

徒弟。每个月底，企业要对师傅进行考核，要求

师傅书写培养徒弟总结，并召开师徒座谈会，共

同探讨师傅带徒弟过程中的问题，有针对地进行

解决。二是校内带队教师选聘，校内教师由专业

课教师、辅导员教师、思想政治教育教师组成带

队小组。从职业精神方面对实习学生（学徒）进

行渗透和教化，带队教师尤其要注重自身的行为

示范，以自己的敬业、勤业为学生树立榜样。每

一个月的月底，学校导师队伍要召开汇报会，及

时反馈学生学习状况，对于共性问题，作为科研

课题进行研究。

发挥岗位结果考核作用，把职业精神教育引

入工作过程考核中。学院旅游系把顶岗实习作为

一门课程进行管理，有成绩，有学分。该课程的

考核直接引导学徒的工作过程，考核分为职业技

能考核和职业精神考核两个部分。企业职业技能

考核主要设置技能大赛的方式进行硬性考核，如

企业每期学徒结束实习前，企业组织，学校参

与，举办技能大比拼活动，学徒们以大赛选手的

身份走向竞技舞台。在竞赛中，一方面，检验技

术技能；另一方面，通过竞赛考验学徒的认真、

进取的职业精神。

职业精神考核主要分为校内专业教师考核和

企业师傅考核。校内专业教师定期去企业进行考

核，第一阶段实习的6个月中，实习中期，校内教

师组织专家组进驻企业，走进学徒的工作场合进

行实地考核，如导游专业教师实地跟团，以职业

标准考核学生带团中的敬业意识、服务意识。酒

店管理专业的教师进入酒店客房，以客人的身

份，考核学生爱岗敬业意识、对客服务意识。实

地考察结束后，教师给予定量的分数。企业师傅

考核方式是，企业师傅每一个月都要发布职业精

神考核结果，对于职业精神良好的学徒，给予职

位奖励，比如去管理岗位轮岗，去参加高一级的

培训，企业师傅也给予定量的分数，企业师傅考

核分数占60%的比重。

发挥企业文化育人作用，把职业精神教育引

入到企业文化活动中去。良好的企业文化能够传

递职业精神，营造职业精神教育氛围。企业发挥

新媒体的作用，以微信、微博的方式宣传企业优

秀人物，以优秀人物的感人事迹激发学徒的职业

精神，学徒在优秀职业精神的感召下完成职业精

神的自我教育，如学院校企合作单位秦皇岛海燕

国际旅行社，在企业微信上面设置《海燕人物》

专栏，每期专栏介绍基层员工平凡的工作，这些

介绍是同事之间互相写出来的，字里行间传递的

是普通人爱岗敬业、服务奉献的职业精神，这样

方式无形中在营造了爱岗敬业、优质服务的职业

精神氛围。酒店管理专业合作企业中，企业开发

了职业精神培养的新途径，如建立以优质服务为

核心的职业精神教育系统，比较成熟的是优质服

务 pk模式、月度服务师评选模式、优质服务文化

墙建立、月度表彰和分享模式、优质服务案例编

辑成册，这样优质服务模式系统能够激发学徒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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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积累职业精神的兴趣和动机。

三、效果与反思

效果：职业教育模式效果初显，以导游专业

为例，秦皇岛 13所高校设置导游专业，调研学院

导游专业毕业生最受旅游企业的青睐，口碑良

好，这些企业主要看重的是学生良好的职业精

神。和本科院校的毕业生相比较，学院毕业生凸

显的优势是，不仅仅技能强，并且，由于工学交

替培养，岗位适应能力强、能够留的住、吃苦能

力强、服务意识强，因此很受中小旅游企业的青

睐。以酒店管理专业、导游专业的学生顶岗实习

之后，酒店纷纷向学生伸出橄榄枝，跟学生签订

就业协议，因此，酒店管理专业就业率达到 95%
以上，并且可持续发展能力强。

反思：职业精神教育是一个隐性长期的过

程，职业精神教育必须依靠岗位课堂来完成。校

内的引导认知方面，还需要配套的课程改革，比

如以典型工作任务为主的项目化教学的开展，强

化模拟课堂的作用。校园文化活动中，还需要求

真务实的引入先进的企业文化，弃开糟粕的企业

文化。注重校内外师资队伍的选聘工作，完善选

拔的体制机制，如重点关注教师的师德，实行师

德的一票否决制度。校企合作单位的选择方面要

择优录取，不能把学生送进企业当廉价劳动力，

要依照相应的法律法规，签订劳动合同，保障学

徒的合法权益。要依靠制度建设提高企业参与办

学过程的积极性，建立相应的激励制度，激励企

业的师傅和学校的教师积极参与人才培养。在探

索现代学徒制的过程中，不仅仅关注职业技能教

育，更要关注职业精神教育；不仅仅关注行业、

企业的需求，更要关注学生的自我发展，这样才

会体现高等职业教育的价值所在。

[责任编辑：杨理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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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明确将中、高职协调发展作为

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任务，《教育部关于

推进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指导意见》

要求各级教育部门搭建终身教育平台，实施中高

职衔接，系统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例如，广

东省开展对口自主招生中高职衔接培养高端技能

型专门人才招生试点工作；江苏省颁发《(2012年

江苏省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试点工作实施方

案》，启动中高职衔接试点项目；湖南省2014年起

在全省启动中高职衔接试点工作，重点建设一批

中高职衔接试点项目，试点的中高职院校共同制

订一体化人才培养方案、开发一体化课程体系、

施学教实一体化衔接等。中高职协调发展是现代

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高职衔

接实践过程中制定科学合理的人才培养方案是确

保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

二、中高职衔接模式与问题分析

自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颁布以后，全国各地都在积极

探索有效的中高职衔接模式。其中，北京、天

津、广东的“分段培养”模式，是在“五年一贯

制”模式基础上进行的实践；上海、江苏的“贯

通一体式”模式，是在“对口升学”模式的基础

上进行的实践。目前中高职衔接主要有以下几种

模式：（1）分段培养模式：在各级教育部门文件

要求指导下，一所高职院校与几所中职学校之间

签订中高职联合办学协议的衔接模式。此模式主

要包括“3+2”和“2+3”两种形式，即学生在完

成中职教育（3年或 2年）的基础上再到高职院校

深造高职教育（2年或3年），毕业后发放中职和高

职毕业证书。缺点：合作而非衔接；高职院校没

有积极性；家长不太支持等。（2） 对口升学模

式：中高职属于同类型不同层次的教育，在教育

功能与教育内容等方面存在差别。对口升学模式

是中职与高职各自根据自己的学制进行教育，部

分中职毕业生完成三年中职学习，通过对口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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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进入高职院校接受高职教育的模式。缺点：

中高职学校没有合作关系，中高职学校专业之间

人才培养目标错位、课程计划各异，课程内容重

复、教学标准差异等。（3）直通模式：是在一所

高职院校内部实施的模式。由高职院校直接招收

初中毕业生入学，前三年按中职人才培养方案实

施教学，三年后择优选拔部分学生升入高职学习

两年，毕业后颁发专科证书；未升入高职的学生

达到中职学校毕业条件的发放中专毕业证书。缺

点：家长不太支持，愿意试点高职院校较少等。

以上几种衔接方式均存在中高职人才培养目标不

清晰、课程体系存在脱节或重复、职业能力培养

的进阶性与延续性不明显等问题。

三、中高职衔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编制的基

本原则

鉴于江苏、广东、山东、上海、湖南等省市

在构建职业教育立交桥的实践方面做了许多有益

的尝试。促进中高职教育进行有效衔接，关键是

中高职人才培养方案如何基于岗位职业能力递进

设置有效衔接，这是中高职院校协同培养中亟需

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将从这一视野下对中高职

衔接人才培养方案的编制进行相关研究，遵循人

才系统培养规律、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来确定人才

培养方案的构成要素、结构与内容，以期确保定

制既能符合中职教育要求，又能达到高职的培养

目标的中高职衔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同时也为

打通职业教育和学历教育的立交桥提供基础保障。

1．人才培养目标遵循的原则——基于岗位职

业能力递进性原则

中高职人才培养目标的差别在于学生认知能

力和职业能力的层次性，人才培养目标的差异是

其他差异定位的前提。同时人才培养目标的差异

性决定了其在同一类型教育的不同层次，如，针

对同一职业岗位系列的不同等级，参照职业资格

等级证书要求，中职阶段人才培养规格定位在

初、中级水平；而在高职阶段人才培养规格定位

在中、高级水平。只有明确了两者人才培养目标

的层次性、定位才能更好的协调二者的有效衔接。

2．人才培养模式遵循的原则——基于认知与

成长规律，阶段融合性原则

人才培养模式是影响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因

素。学校在构建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的同时应

遵循中高职专业就业岗位对职业人的认知规律和

成长规律要求，不同阶段与职业岗位等级相融

合。如，第一阶段即入门阶段（侧重于中职教育

阶段），相当于网络管理员水平，依托校内学习环

境，以校内为主、校外为辅，将系统的动手能力

培养与系统的基础知识培养相融合，达到掌握基

本职业技能，培养基本职业能力的目的。第二阶

段即提高阶段，相当于助理网络工程师水平，由

学校教师和企业专家联合授课，将职业核心能力

培养与真实项目实战相融合，做到教学内容项目

化、教学情景化、工作过程流程化、组织管理企

业化，实现由学生到准员工的转变。第三阶段即

综合阶段（侧重于高职阶段），相当于网络工程师

水平，到合作企业顶岗实习，学生全面参与企业

工程项目实施，培养职场意识，达成就业意向，

将顶岗实习与就业相融合，实现从准员工到员工

的蜕变。人才培养模式应结合专业认知和成长规

律，分阶段有序实施。

3．课程体系设计开发遵循的原则——模块

化、梯次递进性原则

中高职教育在开发课程体系时，首先都要进

行岗位职业分析与关键技能分析、教学分析等流

程，针对核心就业岗位开发专业核心课程。中高

职课程模块之间要进行一体化的衔接设计，两个

阶段的课程设置要有机衔接。岗位要求有层级别

上的不同，课程模块设置时应该体现中、高职层

次要求的不同，同时应确保其一体化的整体设计。

课程内容应与职业标准对接。以素质教育为

基础、能力培养为核心，强调人才培养的专业基

础、技术素养、技术应用与实践创新，突出人才

培养的职业性与应用性，优化课程结构，解构重

构课程内容，融入行业规范制定课程标准，构建

中高职一体化衔接、梯次递进的课程体系。

4．课程教学设计遵循的原则——项目化与延

续性

课程教学设计应该以学生为主体、以职业能

力培养为主线、岗位工作过程为导向，实现“学

习目标能力化、学习任务项目化、学习情境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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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习资源立体化、学习评价过程化”。课程教

学设计从课程教学目标、内容、任务设计、教学

方法、学习情境、学习资源、评价方法等等方面

进行设计。中职阶段技能训练设计应侧重于较为

单项和简单的层次，高职阶段应侧重简单流程向

复杂流程、单项能力训练向多项能力训练、专业

能力训练向职业综合能力训练过渡，体现中职教

学课程设计到高职教学课程设计的延续与拓展性。

四、中高职衔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编制策略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要素一般主要包括专业代

码及名称、职业岗位及就业方向、专业培养目

标、职业能力与教学分析、课程体系、教学进度

安排、职业认证以及毕业要求等内容。在中高职

衔接人才培养方案编制过程中，专业培养目标及

职业能力分析是基础；课程体系是落脚点与关

键；专业核心课程标准与职业资格标准对接是特

色；有效的管理体制是人才培养质量的保障。

1．人才培养目标与职业能力分析是基础

中高职有效衔接的前提条件是明确其人才培

养目标的定位。中等职业教育侧重于培养中等应

用型人才，搞成职业教育侧重培养高素质技能型

人才，中高职教育属于同类型不同层级的职业教

育，二者既有共性又有差异。在编制中高职衔接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时，要遵循人才系统培养规

律，充分考虑二者的整体性、关联性、有序性，

科学系统的确定人才培养方案的构成要素、内容

和结构，从而确保达到两个不同层次的培养目

标。职业综合能力包括了方法能力、专业能力、

社会能力。在编制中高职衔接专业人才培养方

案，首先确定专业或专业群面向的职业岗位

（群）确定人才培养目标，根据职业岗位（群）的

工作任务分析出完成任务所需的职业能力，然后

确定职业教育的课程内容。将方法能力、专业能

力、社会能力按照课程内容内在逻辑关系予以内

化整合，形成特定岗位能力、行业通用能力与职

业核心能力等课程模块，并对应分析出中职、高

职不同层次需求，最终确定中高职职业能力的衔

接重点。以计算机应用为例，在编制其人才培养

方案中，一方面，要从 IT职业的整体性出发，设

计开发计算机职业能力标准体系 （初级、中级、

高级能力标准），系统反映计算机职业领域的职业

能力要求；另一方面，对中高职的能力差异进行

比较和评价，中职教育侧重于专业基础技能培

养，并向职业关键能力培养转移；中职职业资格

认证要求从初级（信息员、网络管理员等）向中

级（网络管理工程师等）提升。高职教育在中职

的基础上侧重于专业综合技能和行业通用能力培

养，从单一专业领域向多领域延伸培养；高职职

业资格认证要求从中级向高级级别提升，以此培

养学生专业拓展能力，拓宽学生就业岗位。

2．构建分段实施、能力递进的衔接课程体系

是关键

构建中高职衔接的课程体系，应确定中高职

课程内容的层次化描述，根据专业培养目标确定

面向职业岗位分析其典型工作任务，最终确定完

成这些工作任务所必备的职业能力。经过岗位分

析确定所需的综合职业能力后，重构出专业学习

领域和职业能力对应的课程，同时注重与产业、

企业、岗位对接，与行业规范和职业标准对接。

在中高职衔接专业建设委员会的指导下，联合 IT
通信类、电子商务类、机械装备制造类、网络运

维类企业，对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面向的典型工

作岗位进行梳理，并对各岗位典型工作任务分

析，整合出专业综合职业能力要求，遵循中高职

学生的一般认知规律，以基本能力和基本素质培

养为基础，以职业能力和职业素质培养为核心，

兼顾学生个性化发展需求，解构重构课程，构建

分段实施、能力递进的衔接课程体系。

课程体系是人才培养方案的主体部分，以岗

位、工作过程、工作任务为逻辑主线，构建工学

结合课程体系。同时,考虑中高职的层次差别，应

按照就业导向与可持续发展并重的原则，使高职

计算机应用专业课程体系具有促进学生的就业能

力与提升职业素养等功能，通过课程体系的实施

达到综合能力培养与职业素质提升的人才培养目

标。随着技术的不断更新，采用动态的、模块化

的方式构建课程体系，通过一轮实施后修改完善

并进入下一轮的课程体系开发，如图1所示。

基于岗位能力与职业素养分析的结果，一般

将计算机专业课程体系分为职场认知领域、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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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课程体系开发过程

学校领域、专业学习领域、专业拓展领域、岗位

实践五个模块。对接企业岗位需求，基于企业实

际工作过程，以学生为主体，以企业实际产品为

载体，设计“教学做一体”教学项目，在真实的

工作环境下进行教学，构建“校外企业课程+校内

学校课程”的双线交融、交替平行的递进式课程

体系，如图 2所示。“双线交融、交替平行”课程

体系，即以学校为主体，构建基于岗位职业关键

技能与国家职业资格认证对接的专业基础技能学

校课程；以企业为主体，构建基于企业的网络工

程项目实践课程、顶岗实习等专业职业能力企业

课程，根据学习阶段，对接企业岗位，灵活安排

企业实践，让学生在企业实践与学校学习交替学

习，实现“双线交融、交替平行”。

3．专业核心课程标准与职业资格标准对接是

特色

中高职衔接的落脚点是课程，专业核心课程

建设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保障，而课程标

准是课程建设的依据和基础。专业核心课程标准

与职业资格标准对接是中高职衔接课程改革的特

色。在实践中企业对员工的岗位职业能力要求可

能与职业资格标准不完全相同，课程标准制订时

既要充分融入职业资格标准及职业岗位能力要

求，还要充分考虑企业的实际需求兼顾到学生长

期发展的需要；才能培养学生面向岗位所需的行

业通用能力、核心能力和一定的技术管理与创新

能力。专业课程课程标准在具体制订时应注意以

下策略：

职业岗位与课程设置对接。以工作过程系统

化的课程开发理论为指导，针对岗位校企共同开

发核心课程，将职业资格标准与专业核心课程标

准对接，确保课程标准能包含企业对特定职业岗

位的职业能力与素养的要求。以湖南工业职业技

术学院计算机应用专业为例，针对初级、中级、

高级岗位校企共同设置了相应的2门核心课程，确

保课程与岗位需求的对接，见表1。
课程内容与工作任务对接。课程教学内容坚

持以企业真实项目为载体，以工作任务为逻辑主

线，循序渐进、项目化设计教学内容，实现课程

教学内容和实践工作任务对接。（3）课程教学过

程与工作过程对接：引入企业真实案例后，按照

生产过程与要求，采取“项目载体任务驱动”法

进行项目案例教学；结合翻转课程优势，将企业

生产现场情景或视频引入课堂，按照企业生产的

工艺、质量与管理等要求组织教学，实现教学与

生产过程对接见表１。

4．中高职衔接有效的管理体制是保障

中职和高职在管理体制上的对接，是中高职

是否顺利衔接的重要保障。（1）成立中高职联合

办学委员会，改革招生录取制度。（2）在职业资

格标准与课程标准对接，需要各级

图2 “双线交融、交替平行”课程体系 表1 专业核心课程与职业资格标准对接

职业
岗位

初级
岗位

中级
岗位

高级
岗位

对接的专业
核心课程

计算机网络
基础
网络管理与
维护

TCP/IP技术
网络设备配
置与管理
网络工程规
划与设计
网络运维与
安全

对接岗位的
职业要求

新手
合格员工职业
要求

合格员工
骨干员工职业
要求

骨干员工
主管、负责人职
业要求

对接的职业资格
标准

信息处理技术员(初级工) 网络管
理员（中级工）

网络管理员（中
级工）网络工程
师（高级工）

网络工程师（高
级工）系统分析
师（技师）

专业市场调研 典型职业岗位 典型工作任务

课程体系构建
岗位能力与
职业素养

实施、反馈；下一轮修订

人才培养目标

综合职业能力
毕业设计

真实工作能力
顶岗实习

岗位实践领域课程

熟练生产能力
对接岗位课程

国家职业工程
技能鉴定

专业拓展领域课程

单项技术能力
专业单项知识

基本生产能力
专也单项训练

专业学习领域课程

思政教育、军政训练
计算机基础、工程数学等

企业文化、职业
道德与行业标准

素质学习领域课程

体现职业、认知岗位、
企业文化、认识实习

职场认知领域课程 入学教育、职场谈判
网络新技术应用等

岗位技能训练课程
（校外企业课程）

专业技能训练课程
（校内学校课程）

（下转第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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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高职学生毕业设计过程中信息素养教育现状分析，认为毕业设计质量与学生信息素养水

平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信息素养教育在高职院校毕业设计改革中起着重要作用。数字图书馆资源建设、

教师信息素质提升、学生自我教育能力养成、《文献检索》课程建设与创新等，均为培养学生信息素养的途

径，是高职院校提升学生毕业设计质量的有效措施。

关键词：高职院校；毕业设计；信息素养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8415[2015]-04-0044-03

收稿日期：2015-08-10
基金项目：该文为2015年浙江金融职业学院科研课题“3G环境下的移动图书馆信息服务创新”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卿 毅（1982~），女，广西桂林人，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图书馆参考咨询部，副主任，馆员，硕士。

个人电脑、宽带、智能手机、慕课、移动图

书馆……，勿庸置疑，在这个信息技术带来教育

与教学变革的时代，信息素质的缺失必然导致学

习者无法自如享用现代技术所提供的海量知识和

技能，错失很多学习和接受教育的机会，会带来

学习效果的巨大差别。因此，信息素质的培养在

高职院校人才培养中，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只有具备信息素质的人，

才能实现有效的终身学习，成为知识经济时代所

需要的学习型、创新型高素质人才。随着信息科

学成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之后的又一大显学，

信息素养教育已经成为人才整体素质的重要内容。

同时，毕业设计是高职院校重要的综合实践

教学活动，集中体现了高职生的调查研究能力、

思维写作能力以及信息分析和利用能力，是高职

人才培养质量的一个检验指标。在这一综合实践

教学环节，良好的信息素养是提升其质量的催化

剂，对提高学生毕业设计能力起着重要的作用。

一、毕业设计质量与学生信息素养水平有着

不可分割的关系

较高的信息素养水平是保证毕业设计质量的

前提。在毕业设计过程中，高职学生需要搜集、

分析、利用相关专业信息，通过调查研究，提出

设计方案，并在实验和数据处理的基础上撰写毕

业论文。信息素养较高的学生在毕业设计中往往

表现出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发现问题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归纳分析能力。毕业设计的质量也随

着学生信息素养的提高而上升。由此可见，信息

素养的培养是高职毕业设计改革的先决条件，是

提高毕业设计质量和效果的前提。

毕业设计改革是促进学生信息素养提高的动

力。作为实践教学的一个环节，毕业设计是学生

综合运用所学理论和技巧，实现在校学习和职业

岗位对接，提升就业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内容，是

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能力，锻炼学生独立工作

能力的有效手段。为了较好地完成毕业设计，学

生会主动收集信息、获取新知识、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激发独立思考和创新意识，不断提高自

身的信息素养水平。

二、从毕业设计视角，看高职学生信息素养

教育现状

为了了解高职院校学生信息素养水平，我们

围绕信息素养问题，对浙江金融职业学院等 18所

浙江省高职院校在校学生进行了抽样调查，共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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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问卷5000份，回收有效问卷4300份，统计和分

析数据如下：

1．高职院校信息素养教育重视程度仍不理想

统计数据显示，浙江省高职院校对信息素养

教育重视程度不够，往往重学生专业技术知识和

职业技能的培养，轻综合素质教育，特别是信息

素养教育。问卷反馈院校中 90%以上没有开设

《文献检索》类课程，即便是开设了此类课程的院

校 （如浙江金融职业学院等），也还处于起步阶

段，对教学手段、教学内容及教学模式的研究还

远远不能满足学生学习需求，未能形成具有高职

特色的信息素养教育体系。

2．信息素养教育不够完整

一方面，许多高职院校的信息素养教育主要

集中于计算机基本操作能力的培养，有些能够重

视培养学生的检索技能、介绍校内资源，但对于

信息素养的其它部分如信息知识、信息意识、信

息伦理等涉及较少；另一方面，由于教师本身信

息素养水平有限，在教学中无法将专业教学与信

息素养教育相结合，不能满足学生的专业化、个

性化需求。因此，各高职院校毕业设计普遍存在

着选题范围空泛、缺乏原创性和创新性、设计方

案逻辑性较弱等问题。

3．高职学生信息获取能力较低

问卷调查发现，学生在获取信息时，大多数

选择纸质资源，只有37.3%的学生能使用数据库检

索信息，其中会使用外文数据库的学生仅有 8%；

到图书馆查找资料时，62.7%学生不熟悉图书馆资

源的分布情况，需要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协助才能

找到所需的信息资源。由此可见，高职学生获取

信息资源的能力较低，从而导致毕业设计中的参

考资料专业性不强。

4．高职学生信息筛选能力较差

随着信息检索技术的智能化、简单化以及信

息获取方式的多元化，信息资源数量骤增、类型

繁多、价值不一。面对浩瀚如海却又良莠不齐的

信息资源，绝大多数高职学生筛选、分析与评价

信息的能力还处于较低水平，无法从众多信息中

挑选出对自己有用的信息，还不能有效剔除虚

假、无用、重复信息。

5．高职学生信息道德意识缺乏

信息道德是指信息创造者、信息服务者和信

息使用者在信息活动中普遍认同和共同遵守的符

合社会一般要求的行为和伦理规范，它主要涉及

隐私问题、正确性问题、产权问题和存取权问

题。高职学生普遍缺乏基本的信息道德意识，信

息安全法律知识匮乏在毕业设计中常常出现过度

引用、不引注、少引注的现象，甚至还会出现弄

虚作假、抄袭剽窃等行为，大段大篇幅地抄袭拼

凑，有些甚至全盘照搬网上或数据库的文章，应

付交差了事。

三、从毕业设计视角，看提高高职学生信息

素质的措施

1．加强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实现信息资源

共建共享

信息素质教育离不开图书馆丰富的文献信息

资源，尤其是与专业课程相关的专业信息资源。

因此，高职院校图书馆应紧密围绕学校的性质和

设置，根据人才培养目标，结合岗位应用能力和

职业技能的要求来制订符合本院校专业特色和发

展规划的文献资源发展计划，配置不同类型文献

比例，加强网络资源建设，构建科学合理的文献

信息资源保障体系。

首先，高职院校图书馆应在立足重点学科专

业原始文献收藏的基础上，构建能够体现学校专

业特色的核心藏书保障体系，并保证重点学科专

业文献的系统性、完整性和权威性；其次，高职

院校图书馆还应依托自身的馆藏资源优势以及学

校重点学科专业、科研文献的优势，积极利用网

络技术手段获取广泛的特色信息资源，通过文献

数字化等方法，建立具有学科专业特色或某一专

题特色的数据库。如，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图书馆

建立的“货币文化特色资源库”。它是依托浙江金

融职业学院货币博览馆丰富的货币资源而建立

的，通过扫描、录制、编辑、整合、发布等手段

来数字化博览馆的货币资源，使该馆藏品能以

2D、3D的形式在网上展示，让学生们能够在毕业

设计的过程中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随时随地

利用这一特色资源进行学习研究；教师也能方便

地把各类货币资料应用到自己的教学当中去，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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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课堂教学内容，从而较好地指导学生完成毕业

设计。

此外，随着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浙江省各

高校图书馆之间可以通过网络实现优势互补、互

通有无、共建共享的发展局面。在浙江省教育厅

的领导下，全省各高校共同参与建设的浙江省高

校数字图书馆 （Zhejiang Academic Digital Li⁃
brary，简称ZADL）项目，构建了一个面向全省高

校的数字化文献信息保障服务体系，给各高校图

书馆，特别是高职高专院校图书馆带来了共建共

享的实惠。面对机遇，高职院校图书馆应通过区

域联盟的形式，协调采购，借助本省其他高校图

书馆的文献信息资源，弥补自身资源的不足，利

用共建成果，提高自身文献保障体系和服务能

力，成为一个开放型的文献信息服务中心，从而

更好地满足高职学生的信息服务需求，为其开展

毕业设计提供更高效、便捷的信息服务。

2．重视信息素质教育，开设 《文献检索》

课程

《文献检索》课是高职院校培养学生信息素质

的有效途径之一，其目的是增强学生的信息意

识，培养学生收集、整理、加工和分析信息的能

力。目前，许多高职院校还未开设这门课程，有

些只是作为公共选修课，对其投入的教学经费、

师资力量等都无法与其他专业课程相比，无论是

学校、教师还是学生，对这门课程的重视程度远

远不够。普通高校《文献检索》课程的教学内容

主要与科学研究相关，所涉及的资源和问题对于

高职学生来说过于艰深和广泛，与高职学生学习

和工作关联性不大，缺乏针对性的教学内容，导

致高职学生缺乏学习兴趣和热情，《文献检索》课

不能达到满意的教学效果。因此，高职院校的决

策层，要树立信息素质教育的理念，充分认识

《文献检索》课程的重要意义，高度重视其课程教

学，将其纳入学校的课程体系、教学计划以及专

业人才培养方案中。同时，应鼓励和支持课程组

教师，投入课程建设和改革创新，使其成为提高

学生信息素质的重要载体。

3．提升教师信息素质，实施“教师—馆员”

协作教学模式

自身缺乏信息素质和创新能力的教师难以胜

任毕业设计的指导工作，只有教师具有较强的信

息意识，较高的信息检索技能和信息分析能力

时，才能较好地结合自身的专业知识指导学生的

毕业设计，提升学生在毕业设计中的信息检索能

力，培养他们的创新意识。为了使信息素质教育

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提高毕业设计质量，高职

院校还可以实施“教师—馆员”协作教学模式，

通过教师与图书馆员的合作，将信息素质教育嵌

入到本专业的毕业设计环节中。“教师—馆员”协

作教学模式是双重的，既有图书馆员结合教师的

专业研究方向和特点，提供相关的咨询和可直接

用于课堂教学的信息素质教育素材等，也包括教

师邀请图书情报人员或计算机专业人员参与本专

业的教学团队，根据本专业的课程要求设计学生

信息素质培养方案，或针对本专业的毕业设计，

讲授相关信息检索方法，演示信息检索过程等。

教师与图书馆员协作教学的实施，能够弥补专业

教师信息素质的不足，将信息素质教育与专业课

程紧密结合起来，二者相辅相成，提升教学质量。

4．发挥学生内在能动力，提倡信息素质自我

教育

自我教育是高职学生信息素质教育的主要方

式之一。在信息素质教育过程中，实现信息素质

的自我教育就必须提高学生的自我约束能力，增

强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帮助学生抑制厌学和反

叛情绪，积极鼓励学生发挥自身的内在能动性，

树立正确的信息道德意识，主动回避和抵制不良

信息。要主动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手段，收集相

关的专业信息资源，以便更全面、更深刻地了解

所学的专业领域，积累深厚的专业知识，最终实

现毕业设计改革。

总而言之，要想克服高职学生毕业设计中出

现的“拿来主义”、急功近利的现象，就必须以学

校政策为支撑，以《文献检索》课程为导航，在

教师的精心指导下，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作

用，逐步提升信息素养能力，实现毕业设计的改

革创新。诚然，提升信息素养能力不仅是为了撰

写毕业设计，更是为了高职学生紧跟信息时代的

发展，更好地应对今后的工作和生（下转第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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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与企业开展现代学徒制改革是国家

发展高职教育、推进校企合作的一项重要举措。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高等职业教育为了适

应社会发展，服务区域经济建设的需要，正大力

推进办学模式和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努力探索

校企合作的办学机制。加强校企合作、工学结合

是高等职业院校实现人才培养目标、彰显办学特

色、提高教学质量的重点。推进以招生招工一化

改革为基础的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强调高职院

校要与企业深度合作，其主要目的是培养出尽可

能与企业的需求“零距离”的人才。因此，2014
年8月教育部出台了《关于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

作的意见》（教职成 [2014]9 号），为深化产教融

合，推进校企合作，完善校企合作育人机制，创

新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全面展开现代学徒制

试点工作起到了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一、高职院校与企业开展现代学徒制改革试

点的情况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开展现代学徒制试

点工作的意见》文件精神，全国部分高职院校与

企业联合开展了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并取得了

一定的成效。以福建省为例，福州海峡职业技术

学院与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漳州科技职业学

院与漳州天福茶叶有限公司、湄洲湾职业技术学

院与中国焙烤协会等具备相应条件的高职院校与

企业已先期开展了校企合作，实施招工招生一体

化的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等创新模式的改革。

福州海峡职业技术学院与国脉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合作，采用招工招生人才培养，为学生提供

半工半读学习模式，通信类专业应届优秀毕业生

可直接获推荐进入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为

储备干部。漳州科技学院，原漳州天福茶职业技

术学院，于 2007年由天福集团总裁李瑞河创办人

投资 2.5 亿元兴办天福茶学院，成为一所以茶为

主、多学科结合的新建高职院校；该学院茶业生

产和食品加工专业在校区内拥有400亩茶园与6家

校办茶厂的学生实训基地，市场营销和旅游专业

拥有国内两家茶博物院和650余家直销店的校外实

训基地，很好地将专业教学与实习、实训紧密结

合，工学结合，为学生提供充分的实习实训与就

业的机会。湄洲湾职业技术学院近年来深化与行

业的合作，努力培养与国际接轨的终端高素质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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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人才；该学院与中国焙烤协会合作参与开展

“中焙烤”（连锁经营与管理）英才计划，共同招

收学员；该计划由全国大中专院校、中焙烤行业

联合推荐学员参训，按照职业经理人所需的职业

素质制定培养计划并安排课程，使参训学员在两

年内完成十二岗、七级的培训测评，成为一名懂

经营、会管理、能训练、能创业的复合型高技能

人才，实现行业、企业、院校、学生共赢的目标。

这些院校与企业深度合作，开展招工与招生

互通，学习与实习，毕业即就业的校企合作培养

模式的新尝试，引起了教育厅与相关政府部门的

关注与高度重视，他们开始制定政策鼓励与引导

上述院校及更多有条件的高职院校与企业，面向

具有高中学历毕业生或企业中级工及以上在职员

工开展现代学徒制改革试点，以此来实现招工与

招生互通、上课与上岗融合、毕业与就业衔接，

实现企业用工与人才培养的无缝对接。

二、开展现代学徒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困境

在开展现代学徒制改革过程中也面临一系列

的问题和困难，诸如缺乏纵深发展长效动力机

制，政府主导与支撑力度不足，制度和法律等措

施保障不力等因素的制约，因此企业参与积极性

不高，改革试点难以推进，特别是利益诉求冲

突，以致面临长期合作的困难。具体体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1．缺乏纵深发展长效动力机制，企业参与积

极性不高

开展现代学徒制改革面临的最大困境依旧是

校企双方在合作上“校方热企业冷”。由于企业尤

其是一些中小企业常常只关注短期利润利益，在

这种功利性目标驱动下，当企业无法感受到校企

合作给自身带来实际利益的情况下参与合作的积

极性必然匮乏；而高职院校在校企合作的双向选

择中，因受其自身办学水平的限制，多是向企业

寻求资金、设备与场地的资助，常处于“被选

择”的状态。因此，高职院校如何能以自身的特

点吸引有条件的大中型企业，提高他们参与招生

招工一体化校企合作人才培养办学模式的热情及

必要性，是开展此项改革工作所面临的难点。

2．政府主导与支撑力度不足，改革试点难以

推进

校企合作在教育界早已被视为高职院校实现

人才培养目标的必由之路，但多年来，校企合

作缺乏政府的统筹规划和财政政策的支持。在政

策制定上常常是教育主管部门一头热，却没有引

起人社、财政、发改等部门的相应重视与配合，

在政策、资金等方面更是缺乏相应的引导与支

持，如上述几个率先开展现代学徒制改革的高职

院校，并没有过多地给予财政与政策上的支持，

目前仍是院校与企业的自发性行为。如果教育、

人社、财政、发改等部门与企业主管部门无法形

成应有的共识，在资金、政策上为院校与企业开

展现代学徒制改革提供有力的保障，就难以形成

长效的合作机制，难以持续稳定地发展，也就无

法实现招工与招生共通，毕业与就业衔接，企业

用工与人才培养无缝对接的校企合作目标。

3．制度和法律等措施不力，改革遭遇瓶颈

招工招生一体化现代学徒制的校企合作模式

已越来越受到教育主管部门、院校、企业、学

生、家长等各方面的关注，但仅仅处于摸索阶

段，政府各部门之间没有形成相应的共识，没有

成熟的相互促进的制度与法律保障，校企合作双

方的权利和义务也缺乏清晰的认定和必要的监督

约束。因此若没有理顺政府相关管理部门之间的

关系，将校企合作统筹考虑，校企合作的风险将

贯穿于合作的全过程，使合作方顾虑重重，这将

成为制约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最大瓶颈之一。

4．利益诉求冲突，长期合作面临困难

招工招生一体化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中

将面临着政府、学校、企业、学生多方利益诉求

的冲突，这几方面共同参与这一过程，既合作又

相互牵制，既协调又存在矛盾。由于多方体现出

的各自多元化的目标与利益追求的冲突，就会导

致合作中出现种种问题与矛盾：一方面，高职院

校希望企业在培养学生实践能力方面提供资金、

设备、场地等支持；另一方面，企业出于对自身

利润的追求，不愿意牺牲正常的生产与运行来配

合高职院校学生实习、实训要求；同时，高职学

生多元的就业面，也难以保证学生能完全履约。

因此，由于利益追求产生冲突，偏离核心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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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就会导致现代学徒制工作难以稳定开展，三

方的长期合作也面临重重困难。

三、现代学徒制实践途径的思考

高职院校与企业开展招工招生一体化校企合

作人才培养模式已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这是一

种具有“现代学徒制”特点的校企合作办学模

式，发达国家已有许多成功的运行模式与办学经

验，在我国也已有多个省份多所高职院校与大中

型企业开展了类似的改革尝试。因此需要高职院

校能探索出一整套适合本区域特点的运行模式与

实践的途径，以实现校企真正的融合，促使高职

院校服务社会、服务区域经济的社会功能得以充

分发挥，从而达到高职教育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1．建立健全政策与法规保障机制

（1）政府强有力的支持、引导与推动。现代

学徒制校企合作办学模式同所有的校企合作模式

一样需要政府强力的支持和推动。借鉴发达国家

校企合作的发展环境来看，政府的支持与推动是

至关重要的。因此政府一方面要建立完善的校企

合作管理制度，对校企合作行为进行规范、调节

与约束；另一方面，政府要给予校企合作的政策

与经费支持，没有经费支持的校企合作，只能是

“无米之炊”、“无本之源”。

以福建省为例，2012 年出台了《福建省人民

政府办公厅关于支持高职院校改革发展的若干意

见》，明确“招工招生一体化”作为福建省发展高

等职业教育发展的重点工作，并落实了责任部门

为省教育主管部门，这说明福建省政府在对高职

院校和企业在校企合作上的支持与引导迈进了一

步。但是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目前推动这一项

工作的主单责任部门只是教育主管部门，校企合

作的有效开展单靠一个部门的力量是远远不够

的，需要其它部门的配合，如人力资源劳动保障

部门、企业行业的主管部门共同支持与引导，更

需要政府在政策与财政资金上给予支持与保障。

（2）健全法律法规的有效保障。健全的法律

法规为校企合作办学的规范和有效运行提供了必

不可少的制度保障，综观发达国家在发展职业教

育、开展校企合作的过程中，均在不断建立完善

与之相配套的法律法规，使校企合作双方均在法

律制度的规范与保护之下，避免其盲目无序；同

时也通过立法，将职业培训作为企业的社会责任

与义务，将产学结合、校企合作上升为国家意志。

招生与招工相结合，学校、学生与企业三者

连在一起，学生与学校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教

与学的合约关系，已经衍生出了用工的合约关

系，这就要求学校、学生与企业三者间签订相关

协议，履行必要的法律手续，规范各自的职责，

而这种关系的约束，传统意义上的学生与学校、

学校与企业、学生与企业之间的合约关系是不能

承担的。因此，福建省在推行现代学徒制改革过

程中当务之急是要会同省教育、人社、财政、发

改等相关部门尽快建立健全相关的规章制度与法

律法规，只有法律法规的保障才能使这种模式得

以长久、稳定、健康的发展。

2．学习借鉴国内外成功的经验与模式

（1）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校企合作发展高

职教育是发达国家高职教育的一大特点，它被认

为是促进发达国家高职教育发展、推动其经济腾

飞的“秘密武器”。在德国，有以依法立制, 由培

训承担者（专科学校和企业）与接受培训者（学

生或学徒）签订书面合同共同进行职业技术培训

的“双元制”模式；在英国，有半工半读、学工

交替式课程设置的薄、厚“三明治”模式；在澳

大利亚，国家设立统一培训框架，并在其指导下

开展的新学徒制模式；在美国，有国家立法支

持、校企合作共建的“合作教育”办学模式；以

及瑞士的“三元制”模式等，这些发达国家的校

企合作职业教育办学模式都已相当成熟并各具特

色，它们均是政府从政策、制度与法律上予以保

障，并提供财政支持、税收优惠，达到制度驱动

机制、利益驱动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并存；它们

所涵盖的先进的理念与经营思想对我国开展具有

招工招生一体化的现代学徒制校企合作模式具有

重要的借鉴意义。

（2） 国内在现代学徒制办学上的探索实践。

实事上，学徒制办学在我国由来已久，从新中国

成立开始的校中厂、厂中校就已初显招工招生一

体化办学及“学徒制”的办学特点，而上世纪

八、九十年代在一些成人高校、职业中学中率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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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与企业合作试行招生与招工一体、培训与就

业一体的办学模式；2006年衡水冀州市人劳局从

服务企业入手，以推进就业和再就业工作为着力

点，推进现代学徒制改革；2010年，广东省佛山

市顺德区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在海信科龙电器股

份有限公司承接了学校专属的生产线，探索了

“招工与招生对接融合，课堂与生产对接融合”的

校企合作“双融”模式；2012年，黑龙江省职教

也开始“先招工后入学”建立现代学徒制的试点

工作；2013年7月山西省政府下发了《山西省人民

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山西省煤矿变招工为招生推

进工作方案的通知》，通知要求山西省要“充分发

挥煤矿企业、煤炭院校（含技工教育院校）的主

体作用和政府的监督指导作用，创新煤矿从业人

员使用机制、采取校企联合方式，充分利用和挖

掘一切办学资源，逐年提高煤矿变招工为招生比

例，到‘十二五’，全面实现煤矿变招工为招

生”，该通知文件不仅明确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与

职责，还责成教育厅、省煤炭工业厅、财政厅与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为责任部门，有目标要求、

有机制、有保障、有监督全面推进变招工为招生

的工作。因此，各省间加大调研力度，学习兄

弟省份校企合作办学的先进经验，也是加快我

国实现现代学徒制改革等校企合作办学模式的

重要途径。

3．现代学徒制改革试点运行模式

（1）确定遴选对象的标准。省级教育行政部

门会同人力资源劳动保障部门可在全省范围内遴

选部分具备条件的高职院校直接面向行业、企业

办学，开展现代学徒制改革试点。例如，可将列

入“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的示范

和骨干高职院校和列入“省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

建设计划”的建设单位的高职院校，以及能够密

切联系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与当地大中型企业已

签订联合招工招生或委托教育意向的高职院校作

为开展试点的对象。

（2）协同建构运行管理模式。首先，由省级

教育行政部门牵头，会同相关部门鼓励并组织有

意向合作的高职院校和行业企业开展调研，根据

企业的人才战略规划与发展周期内相关岗位的需

求数量、专业和技能的要求，提出明确的教育规

划和教育批次，对企业招收的员工进行定向培

养，通过提供就业促进高职院校招生规模。

其次，高职院校与行业企业本着平等互利的

原则签订联合招工招生简章和委托教育合同（协

议），对人才培养的规模、标准、模式等做出明确

规定，明确双方的责任与义务，实现招工与招生

互通、上课与上岗融合、毕业与就业衔接，实现

企业用工与人才培养的无缝对接。

第三，高职院校应联合行业企业共同制定具

体的招工招生一体化的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方

案。在招收录取方式和学制上，可以招收大中型

企业在职员工、中职院校毕业生或取得普通高校

招生统一考试报名资格的应、往届高中毕业生，

由高职院校与企业人力资源部联合面试工、招

考，先招工后入学；在学制安排上可根据企业的

要求采取“1+1”或“1+2”模式（即1年在校理论

学习，1年或2年以学徒身份到企业上岗学习）。在

人才培养目标与规格上，高职院校可根据企业岗

位对专业技能的要求，制定人才培养目标和规

格，合理设置专业和课程体系，开发适应企业岗

位特色的标准化教材，同时将企业文化的传承贯

穿在教学内容中，加强企业理念、规章制度、操

作规程、行为操守和职业道德的教育。同时根据

企业对岗位人才需求的规模，在班级编制上可独

立成班，或与几家有类似岗位要求的企业联合编

班。在教学模式与学习时间安排上，高职院校应

深化教学研究、更新教学观念，根据企业不同岗

位专业、技能的要求，探索科班教学模式、实战

教学模式，推行主要工种技能等级教育，实行岗

位技能鉴定等多元教学模式；并根据学生作为企

业员工的身份特点，合理安排教学进程与学习时

间，多采取学徒制学习方式，加大其在岗跟班学

习的时间；也可将课程分解量化为学分，学生按

照学分规定自主学习，累计学分，允许学生工学

交替、分阶段完成学业。同时，现代学徒制办学

模式尤其要重视毕业考试制度和再教育制度，实

行毕业招工考试制度，由高职院校与企业人力资

源部联合组织对按规定修完规定课程的学生进行

毕业考评，成绩合格者发给国家承认学历的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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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普通高校毕业证书和职业技能鉴定证书，现场

签订用工协议；成绩不合格者可选择回校继续教

育（收费）或到社会另谋职业。

第四，要成立以高职院校为主，行业企业参

与的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改革试点工作

的统筹规划和指导协调；成立由资深职业教育培

训专家、行业企业专家和优秀骨干教师组成的教

学专家委员会，负责教学改革工作和技术咨询；

同时，重视建立校企合作联合培养人才的反馈机

制，成立行业性组织指导和监督校企合作培养人

才的实施,对积极参与校企合作联合培养人才的企

业给予一定的奖励，对不认真履行实践培训的学

校与企业给予适当的惩罚。

（3）质量监控与试点推广。改革试点工作建

设周期建议暂定为3年。试点院校每年前将试点工

作学年度进展情况上报省教育厅，省教育厅联合

组织专家对试点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抽查。试点工

作期满后，学校向省教育厅提交项目试点工作总

结报告，省教育厅进行总结性验收，按照优胜劣

汰机制，对评估不达标的试点院校，据情况酌情

予以重组或撤销；对被评估为优秀的试点院校，

给予奖励，并将经验在全省范围内进行推广。

[责任编辑：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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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Practice Approach of Modern Apprenticeship with Students Recruitment
Integrating into Employment

—Taking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Model in Fuji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LI Qing

（Fuzhou Polytechnic, Fuzhou 350108, China）
Abstract：A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develop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promote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higher voca⁃
tional colleges and enterprises have carried out a reform on modern apprenticeship with students recruitment integrating employ⁃
ment. This paper first points out the difficult situations encountered in the reform, such as lacking a long-term dynamic mechanism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inadequate guidance and support from government, weak institutional and legal safeguarding measures, con⁃
flict of interest demands and unpredictable risks, etc. Then, from the aspects of selection objects, management operation mode and
pilot promo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actice approach of modern apprenticeship with students recruitment integrating employ⁃
ment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Key words：modern apprenticeship; operation dilemma; pilot mode; practice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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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职业教育在我国的发展历程相对较短，

而在美国，肩负着同样教育职能的社区学院则有

着一百多年的历史，且其在发展过程中积累了

丰富的办学经验。对美国社区学院这一主题的相

关文献进行综述分析，总结其改革的成果与得

失，可为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改革发展提供有价

值的借鉴和指导。

一、美国社区学院主题的论文计量分析

1．主题论文的年份分布

关于美国社区学院这一主题，笔者分别以

“社区学院”、“社区大学”和“美国”为关键词，

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以下简称CNKI）中进

行主题检索，年限为2000年到2013年，共检索到

556篇论文。

从图 1 可以看出，2000 年到 2013 年间，关于

美国社区学院研究的期刊论文数量整体呈上升趋

势，其中2000年、2007年和2011年的论文数量有

明显增长。2000年是该主题论文发表量的第一个

高峰期，该年共发表相关论文 30篇。相应的时代

背景是，20 世纪末美国社区学院招生规模扩张，

为各行各业培养了大量技术人才，直接推动了美

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社区学院对经济增长的

影响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2001 至

2006年，期刊该主题载文量有一个比较平稳的增

长。2007年是相关论文发表的第二个高峰，共发

表 46篇。在此期间，国家关于职业教育的政策文

件对于学术研究发挥了积极引领作用，如 2006年

末教育部和财政部分别对高等、中等职业教育提

出了改革意见，中美教育部长签署了《关于进一

步扩大教育合作与交流的谅解备忘录》，同年 3月

还召开了全国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工作会议等，

这些政策文件表明了国家对于高等职业教育改革

图1 2000-2013年美国社区学院主题相关论文的时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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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高度重视，因而也引起了学者对于美国社

区学院办学经验的积极关注。2008至 2010年，期

刊的相关主题载文量稍有减缓，各年份间没有明

显变化。2011 年是相关论文发表的第三个高峰，

共发表 69篇，究其原因，2010年末与 2011年初，

通过总结“十一五”教育改革发展成果，发现职

业教育，尤其是高等职业教育对于促进我国经济

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各级政府和学界都纷纷

注重高等职业教育的改革发展，其中包括对美国

社区学院先进办学经验的借鉴。2012 年和 2013
年，相关载文量略有下降。2014年，随着《国务

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以及全国

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的召开，我国的职业教育改革

发展步入了新的阶段。我们认为，学术界对于社

区学院的相关研究也将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2．主题论文的研究热点统计

关键词不仅是检索期刊的标识，而且还是期

刊核心内容的结晶，关键词给读者指明了研究重

点。笔者将CNKI中检索到的 556篇与美国社区学

院相关的论文进行导出，先以NoteExpress格式导

出期刊题录，用 NoteExpress 的“文件夹信息统

计”功能对这556篇期刊进行关键词词频统计，将

统计到的内容粘贴到Excel中进行同义词合并，并

再次排序，最后得到关键词词频排名列表；再将

CNKI中的556篇论文以NoteExpress格式导出Excel
文件，对关键词列进行格式化并保存为文本文

件，再转入BibExcel分析软件，对关键词排名在 3
次以上的关键词进行共现分析，构建出关键词共

现分析矩阵，然后用Ucinet软件对共现矩阵进行转

化，再用Ucinet集成的可视化软件NetDraw来绘制

关键词词频共现图（如图2所示）。

关键词网络共现图中每个节点代表一个关键

词，两个节点之间的线条代表共现关系，关键词

节点的连线越多，表示该关键词节点与其它关键

词的共现次数越多，箭头代表关键词共现时的前

后顺序。从图 2可见，“启示”关键词与其它关键

词链接密集，说明相关论文内容主要论述的是美

国社区学院的经验启示。共现度较强的关键词具

体包括：高职教育、启示、社区学院、兼职教

师、专职教师、社区学院协会、四年制、教育职

能、高等教育、师资队伍、继续教育、学士学

位、转学教育、成人教育、课程设置、合同培

训、社区服务、社区居民及学术性等，形成了研

究热点的词频共现强关系网，而词频共现图外围

的关键词输入箭头较少，说明学者对外围这些关

键词相关的领域研究次数较少。整理发现，相关

研究主要从四个方面探讨了美国社区学院的办

学：一是从社区学院自身出发，对社区学院的职

能、专业课程、实践教学、兼职教师与办学特点

等方面进行研究，强调社区学院为了更好地适应

外部环境变化而不断地进行自我改革与完善；二

是对美国社区学院之间横向联系的研究，各社区

学院通过如美国社区学院协会这样的中介组织来

强化彼此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促使社区学院整体

的进步与办学水平的提升；三是对社区学院纵向

衔接的研究，通过加强学分互认机制来打通学院

的入学和升学渠道；四是对社区学院与外部社会

组织的研究，包括与政府有关机构、各行业协

会、企业、公益组织以及社区居民等方面的沟通

与合作，使学院培养目标与社会市场需求相契

合，实现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

二、美国社区学院主题文献的内容分析

对检索到的相关文献进行整理分析，发现目

前关于美国社区学院的期刊论文，主要是围绕社

区学院的职能定位、人才培养，及其办学经验借

鉴等方面来具体展开论述的。

1．美国社区学院的职能定位

美国社区学院源于 1892年芝加哥大学校长哈

图2 关键词在3次以上的网络共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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铂划分出来的初级学院，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

形成了多种教育职能。对于其职能的划分和概

括，学术界有三种典型观点：

一是将社区学院的职能划分为转学教育、职

业教育、成人继续教育、补偿教育和社区服务等

五种，李晓庆认为，社区学院对于不同社会阶层

的受教育对象，其教育内容及教育方式都呈现出

不同的特点，如转学教育是为高考失利的学生提

供进入四年制大学深造的机会；职业教育是指为

学生及社会人员提供相关的职业技术培训，符合

条件后颁发职业资格证书；成人继续教育是指受

终身教育思想的影响，为本社区各阶层居民提供

不断学习的机会；补偿教育是为学习较为困难的

人设置的，帮其学一些基础性知识；社区服务是

指为社区居民提供各种文化生活服务。戴艳、杨

振宇，李慧清等诸多学者的研究也是沿用了这一

划分方式。

二是将社区学院职能划分为四种，如邹晓宏

认为，上述五种职能划分中的成人继续教育和补

偿教育，二者涉及的课程一般包括自然科学、社

会科学、心理学、人文及艺术等学科，目的是提

高学生的综合能力，这与普通高等教育的定位相

一致，因此这两种职能可归并为普通教育职能这

一种。

三是直接将成人继续教育、补偿教育和社区

服务等职能统一于社区教育职能，如刘春生，李

建荣认为，这几种教育职能形式都是基于本社区

居民而设置的，所以将这些教育直接归纳为社区

教育更为合理，同时也符合社区学院的特点。

随着美国社区学院的深入发展，也逐步延伸

出一些新的职能，冯宏义认为，这些新的职能包

括：重建社区、构建学习化社区、服务性学习、

中小学教师培训等；吴迪，罗尧成以特拉华县社

区学院设立的小企业解决方案中心为例，分析提

出了美国社区学院的“小企业家培训”职能。

2．美国社区学院的人才培养

就读于社区学院的学生毕业后可以获得文科

副学士学位、理科副学士学位、应用型副学士学

位、各种职业资格证书及不发任何证书的临时专

业培训等。按照各种文凭的功能，将文理科副学

士学位划分为升学性教育，其它文凭划分为职业

性教育，关于美国社区学院的人才培养主要从这

两个方面展开论述：

在升学性教育方面，大量文献都是通过校际

联盟、课程设置、学分衔接、副学士学位、保障

机制等几个关键词来概括的。董艳通过对副学士

学位课程的分析认为，升学性副学士学位课程是

四年制大学开设的一、二年级兼容的普通教育课

程，这些课程一般学术性较强。为了能够使社区

学院的学生顺利升学。米红，李国仓认为，每所

社区学院都与不同的四年制大学签署有关的“转

学协议”，该协议详细规定了学分互认的条件和原

则，同时对四年制大学所要求的基础核心课程进

行统一编码，以此来保持学分的可互换性。孙曼

丽认为，美国社区学院还有较完善的转学监督与

质量保障机制，包括成立转学委员会、颁布“确

保转学”政策、提供申诉程序以及建立审计系统

等来保护转学学生的各项合法权益。

在职业性教育方面，很多学者的研究是通过

校企合作、合同培训、专业和课程设置、实践教

学、兼职教师、就业指导等关键词进行阐述。林

云通过分析两个案例，论述了校企之间合作的方

式：企业一方负责提供资金、设备、试验场地、

技术人员并规定人才培养的标准和评价指标，而

社区学院只需负责按照企业的相关要求来培养人

才。校企合作的重要形式之一就是双方签订“合

同培训”协议。在职业性教育中，实践性课程占

有相当大的比重，实验实习基本上占到总学时的

50%左右。社区学院聘请的兼职教师也都有丰富的

实践经验，兼职教师一般来自于企业、工厂的工

程师或技术人员，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较强的

操作能力，主要负责一些实践性和操作性方面的

技术类课程，帮助学生提高自身的实际操作水

平。美国社区学院内外都有较完善的职业指导服

务体系，社区学院的职业指导服务体系主要是由

政府部门、民间协会组织、工商各行各业以及学

院内部的职业服务中心构成，其建立的目的旨在

帮助学生进行职业生涯规划和就业指导。

3．美国社区学院的办学特色

美国社区学院是以社区为中心而设立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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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它紧跟本社区经济、文化、科技等发展的步

伐而不断地进行自身调整，以满足外部社会的

需求，在改革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特色的办

学经验。

邱德雄，盛正发、常艳丽、吴雨才等总结了美

国社区学院在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办学经验：一是

美国政府尤其是州政府在社区学院办学中起主导作

用，为了促进社区学院的发展，州政府制定了系列

关于社区学院的法律法规，引领社会倡导“实用主

义”和“终身教育”理念，州政府同时也是社区学

院经费的主要来源。二是社区学院内外部多元化的

管理体制，学院外部由州教育厅、州社区学院委员

会、州社区学院学区管理委员会、社区学院地方管

理委员会、企业、社团、协会进行统筹管理；学院

内部的董事会成员由学生、家长、当地居民、企业

家、教师等组成，集思广益，实施民主化管理，保

障了学院的科学发展。三是实行开放的招生录取政

策和严格的教学管理，社区学院实行“宽进严出”

的招生政策，学生无需考试即可入学，上下衔接顺

畅，学院内部有比较完善的教学评价体系，严格把

关教学质量。四是教师队伍采取的是专兼结合的方

式，专职教师负责理论性和逻辑性较强的普通教育

课程，兼职教师负责一些实践性和操作性较强的技

术类课程，专兼分工明确，各尽所能。五是根据社

区各行业人才需求变化及时调整办学定位，灵活创

设相关专业并设置相关课程，通过建立多样化的教

学计划来满足不同人群的发展需要。

在深入分析美国社区学院办学经验的基础上，

国内诸多学者提出了适合我国高职院校现状的改革

借鉴，主要包括：（1）职业类院校要突出职业性的

办学定位。（2）课程师资与教学要体现实践导向。

（3）引入并实施开放的招生政策。（4）发挥政府在

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中的主导性。政府应该加强在职

业教育方面的法制化建设，完善职业教育体系，在

宏观管理下促使高职院校多渠道筹资，使经费多元

化；地方政府在互动中应起到保障、引导与监督作

用，从宏观上进行调控，通过校企合作的方式让企

业参与到高职院校人才培养中来。（5）重视开展并

完善教育质量评价。科学的评价才能引导科学的教

学改革，我国高职院校的教育质量评价应明确评价

原因、评价主体和评价内容，并让第三方参与评

价，结合多种手段和工具，从多方面把控职业教育

质量。

三、美国社区学院主题研究的评价与展望

通过对检索到的 556 篇期刊文献进行梳理分

析，发现国内关于美国社区学院办学的研究仍存一

些不足：第一，学界在归纳总结美国社区学院办学

经验上观点不一，这不利于将办学经验的认识上升

为规律和理论层面，从而影响到经验借鉴的有效

性。第二，对美国社区学院的办学褒奖过多，没有

深入研究其办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失败教训，这

不利于我国全面认识美国社区学院的办学，并进行

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借鉴。第三，研究方法上定量

研究较少，定性研究较多，没有对某一现象进行较

为深入的实证分析和研究，得出的结论说服力较

弱，同时，没有发挥交叉学科的优势，除了教育学

者的探索外，较少引入新的学科视角来研究美国社

区学院，且收集的数据大多是二手、三手资料，文

献资料滞后于教育发展现状。第四，研究视角相对

单一，经验借鉴的背景分析不够。研究多基于教育

学视角从社区学院本身具体展开，没有考虑到学院

外部主体如政府、企业、行业协会、中介组织、高

校等对社区学院办学的影响。另外，美国社区学院

是在美国政策、法律及社会观念等外部环境下形成

的，极具有地域特色，办学经验的可移植性需要进

行较为深入的背景分析。

现有工作存在的不足为后续研究的开展指明了

方向：首先，要厘清学者关于美国社区学院办学经

验的观点，分析结论不一致的根本原因和问题，实

现对研究结论的科学认识和规律性把握。其次，运

用多学科、多样化的研究方法对美国社区学院展开

综合研究，如可通过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研究

美国社区学院的形成机理与演化动力机制，重视对

政策、法规、社会各行业现状及人才培养模式的研

究，加大对社区学院外部支撑体系的分析，从而对

美国社区学院办学有一个系统的把握。最后，在研

究主题上，结合我国高职教育的改革发展，如下方

面尚需大力关注：如美国社区学院的治理结构；美

国教育中的逆向转学现象；社区学院学术性和职业

性的融合机制；校企合作模式的运行保障机制；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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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学院经费的多元化；美国联邦政府及州政府政

策对社区学院的影响等，通过对上述主题的深入

研究，深刻把握和领悟美国社区学院的办学理论

和改革实践经验，以充分发挥其对于我国现代高

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有力指导。

[责任编辑：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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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Colleges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Function Orientation, Talents
Training and Characteristics of School-running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Analysis of Related Subject in CNKI（2000－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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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093, China;
2. Shanghai Publishing and Printing College, Shanghai 200093, China）

Abstract：Taking the literature related to USA community colleges in the CNKI academic library (2000-2013) as the research ob⁃
ject, and adopting literature metrology as the research method, the research performs statistical analysis on the age distribution,
source journals, as well as the research hot spots, etc. of the relevant journals. It clarifies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from various aspects,
such as the schooling function, talents training and the school-running experience, etc. of the community colleges with a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Finally, an evaluation and outlook has been made on the research of the subject.
Key words：community college;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USA); literature metrology; content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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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高职旅游专业相关的职业技能竞赛，其目

的是通过对高职旅游专业学生的职业技能水平进

行综合测评，从而检验参赛单位的教育教学质量

和教师指导水平。愈来愈多的高职旅游专业已经

认识到组织师生参加各级各类职业技能竞赛活

动，是全面提升学生职业素养和职业能力的重要

途径，也是检验专业教学质量、展示办学成果、

提高专业声誉的有效手段。

实践证明，技能竞赛组织者必须要针对竞赛

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类问题，采取多种有效的“应

赛”策略，才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成效。笔者根据

本人多年来指导高职旅游专业学生参加职业技能

竞赛的探索和实践，总结出几点“应赛”策略，

以冀为相关师生在竞赛实践中提供思路。

一、竞赛项目的择定与人才培养工作相结合

的策略

分析国家和省市级历届职业技能竞赛情况可

以看出，与高职旅游专业相关的职业技能竞赛项

目正逐年增多。目前，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旅

游大类设定了西餐宴会服务、中餐主题宴会设

计、导游和烹饪四个赛项，此外，农林牧渔大类

中“中华茶艺”赛项也是与旅游专业密切相关的

赛项。每个赛项又设为若干分赛项，如烹饪赛项

又分为宴席设计与制作、中餐热菜、中餐面点、

中餐冷拼四个分项。仔细分析这些赛项的竞赛章

程可以发现，竞赛所考核的知识和技能均是旅游

相关行业、企业关键工作岗位亟需人才的指向。

因此，旅游专业在制定人才和师资培养方案时，

如果能结合相关竞赛章程进行综合考量，不仅能

使人才培养工作与行业、企业的用人需求相一

致，还能够明确师生的专业发展方向。

二、指导教师的选聘与跨界组合策略

技能竞赛中指导教师的作用非常重要，选聘

好指导教师是竞赛能否胜出的重要保证。指导教

师除了应该具备很强的专业能力外，还应该具备

很强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此外，为充分调动各方

资源和参赛团队的积极性，指导教师还应该具备

较高的情商和协调管理能力。确有需要的话，专

业组可以通过竞聘的方式聘选竞赛项目负责人，

全权负责该项目的相关事宜。若有的赛项专业师

资力量不足，可通过“老带新”或聘请企业、行

业相关专家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和指导，来培养

专业、稳定的指导教师团队，从而保证竞赛指导

工作的连续性和专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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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中餐主题宴会设计、烹

饪、中华茶艺等对视觉艺术要求较高的赛项，应

注重跨院系、跨学科联合组建指导教师团队，如

邀请艺术设计专业教师担任肴台、茶台、菜谱、

舞美等与美学相关的指导工作，邀请音乐舞蹈教

师担任解说、舞蹈、才艺、形体等方面的指导工

作，还可以邀请中文、英文教师担任导游词撰

写、解说等方面的指导工作等等。通过跨界组

合，更能够取长补短、相得益彰。

三、竞赛计划与保障措施的制定策略

每学期制定出参加各级职业技能大赛的计

划，无论指导教师有无大赛指导经验，都应组织

专门的培训或研讨会议。同时，每个赛项的指导

教师应在充分理解竞赛章程的基础上，针对本赛

项制定出科学合理的参赛方案，参赛方案应充分

考虑到参赛团队的组建和管理方式、训练计划、

创意设计、场地设施、设备器具、后勤保障及资

金支持等各方面因素。其中，制定训练计划时，

应参照大赛要求，对训练内容、方法、时间以及

场地布局、设备购置和管理模式等进行认真的研

究和梳理，提前采取措施确保训练和参赛所需器

具能够适合大赛的技术标准和工艺要求且能紧贴

市场前沿，为专业开展技能竞赛、组织学生集

训、进行赛前模拟等提供足够的硬件支持和设施

保障。

此外，还应根据旅游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

结合不同赛项的特点，设立专项资金并确保专款

专用，为相关培训、交流、赛事、购买设备仪器

等所需提供充足的经费保障，并为参赛师生提供

必要的生活津贴。竞赛计划中若涉及到部分必需

内容，但预计通过专业或指导教师的努力还是不

便解决的问题，应尽早通过书面的形式提请上级

相关部门予以协调解决。

四、激励措施的制定策略

从管理的角度来说，仅靠实施者的责任心和

奉献意识去周期性地完成某项复杂且强度较高的

工作任务是不科学的管理方式。因此，还要结合

实际情况制定科学合理的技能竞赛工作激励机

制，并纳入单位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管理的

范畴。激励机制要使技能竞赛不仅成为师生的外

在压力，更是从人性的角度出发，调动他们积

极、主动参与竞赛活动的内在动力。制定激励措

施时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对参赛和获奖学生的激励。一项调查统

计结果表明，在校大学生对激励措施涉及的项目

关注程度依次是深造机会、荣誉、奖金、奖学

金、学费减免、学分置换、推荐就业实习等。因

此，对学生的激励除物质奖励外，还应注重为学

生进一步创造提升机会的关注。

（2）对指导教师和参与人员的激励。教师对

激励措施的关注点与学生与有所不同，除了关注

将竞赛成绩与教师的绩效考核、评奖评优、职称

评聘相挂钩外，物质奖励可能是教师关注的重点。

（3）在制定激励机制时，应将责任人的责

权利予以明确划分。所获利益应在宏观分配原

则的指导下，充分发挥责任人对利益进行再分

配的权利。

五、竞赛团队的组建和管理策略

实践证明，组建与竞赛项目相关的学生社团

组织或技能竞赛工作室，是竞赛团队组建和管理

的有效策略。竞赛团队的组建以及参赛选手的培

养和选拔工作应该是一个动态的、连续的过程，

为了能够有效利用各方资源、营造氛围，同时给

有相关兴趣爱好的学生提供一个日常训练的场所

和展示才华的舞台，指导教师可通过组建与竞赛

项目相关的学生社团组织来招揽和凝聚更多的学

生，以“全面撒网、重点培养”的方式进行层层

选拔。因此，参赛团队的组建工作实际上是在新

生进校之际就已经开始了。这样，不仅能使每一

位有参赛意愿的学生得到了培养和锻炼的机会，

还能很容易地从中遴选出最优秀的学生组建竞赛

团队。此外，采用“指导教师负责的技能竞赛工

作室制”也是一种有效的“应赛”管理方式，即

专业提供长期或临时的训练场地作为竞赛工作

室，委派指导教师全权负责工作室的建设、日常

管理和运营，并确保训练和竞赛的各项工作有序

进行。

根据近年来旅游专业各个赛项对参赛人数要

求的标准，每个竞赛项目的团队成员一般包括1-2
名指导教师和1-4名参加竞赛的学生，但在实际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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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过程中，还需要2-4名后勤服务人员。因此，参

赛团队的组成可分为多个层级，除重点组建和培

养当年的参赛选手外，还要培养好预备梯队队

员，将其作为“陪练”纳入统一管理，并在训练

和参赛过程中兼任后勤服务人员或指导教师的助

理。因为这些队员参与并见识了竞赛的全过程，

当年的竞赛一旦结束，预备梯队的队员便可立即

投入训练，积极备战来年竞赛项目。

六、集体研讨竞赛方案的策略

竞赛团队一经确定，指导教师应立即召集所

有队员再次研讨竞赛章程，进一步深化训练方

案。通过集体研讨的方式，可以使指导教师和参

赛队员充分领会本年度技能竞赛所采用的技术标

准、评分方式、竞赛规则等精神和要求，做到胸

有成竹、有的放失，并能有效防止或纠正个人理

解上的偏差。

与旅游专业相关的职业技能竞赛通常由理

论、技能和创新三大模块构成。其中，需要特别

注意分值占比较高的创新模块，其创意设计对参

赛师生的综合素质具有非常强的挑战性，其优劣

对竞赛结果也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创意设计应

在领会竞赛标准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团队的力量和

集体的智慧，可采用“头脑风暴法”找到创意的

切入点后，再逐步完善，方能取得好的效果。具

体流程如下：搜集相关资料——集体讨论——寻

找切入点——构思主题、结构和内容——个人撰

写脚本——集体讨论完善——排练检验——继续

完善。

竞赛方案的制定是一个充满着智慧和策略的

艰辛、动态、反复和实验性的过程，需要指导教

师和选手根据执行的结果和实际情况，发挥集体

的智慧，充分调动各方资源，进行不断地调整和

完善。这个过程如果由指导教师个人“包办”，不

仅很辛苦而且很难达到预期效果，还很容易使参

赛队员成为竞赛方案的被动接受者，其参与意

识、积极性和主动性必然会受到影响。

七、训练质量的跟进和检测策略

在进一步深化竞赛方案的同时，指导教师应

对参赛选手进行理论知识的强化训练，可参照竞

赛章程规定的内容，指导队员之间采用“一天一

小测，三天一大测”的方式检测选手对知识的掌

握程度，指导教师每周应定期进行抽查。这样，

不仅可以有效提高选手的学习效率，还可以起查

缺补漏作用。

竞赛方案一经确定，选手就应全力以赴地投

入到技能和创新模块的训练了。对技能模块的训

练通常应采取“先紧后松、先严后宽、先强后

弱”的策略进行强化训练，而对创新模块的训练

则需要指导教师与队员根据创意设计方案进行反

复排练，在排练中不断完善，确保从技术到艺

术、从内容到形式、从整体到局部的每一个方面

都能经得起推敲。

此外，指导老师可根据不同的训练阶段，依

次邀请相关专业的同学、老师、企业人士和专家

根据大赛流程反复进行模拟比赛，通过不同观者

从不同角度的感受和评价，可以不断的发现问题

并进行及时调整和改进。

八、赛前心理素质的训练和调试策略

为确保选手在竞赛过程中能够克服心理障碍

并能保持稳定地发挥, 指导教师需要培养其笃

定、自信的心理状态和处变不惊的控制力。需要

赛前对大赛的情景、流程将和竞赛过程中将要涉

及到的所有内容进行多次规范、完整的“彩

排”，确保各项准备工作和环节不会出现意外

（即使出现意外，也应有相关预案能够确保竞赛

顺利进行）。

此外，个别选手由于在平时的集体竞赛项目

训练中具有依赖心理，在赛场上最容易出现紧张

情绪，这需要指导教师对每个选手的独立操作能

力进行训练和检测，以防不测。指导教师在日常

训练的过程中还应注重激发选手良好的比赛动

机，树立“重在参与”和“重在学习”竞赛思

想，不要过多关注名次和荣誉。在日常训练间隙

和比赛前夕组织一些与比赛无关的娱乐活动，以

放松身心，保证赛前良好的心理状态和充足的休

息时间。在比赛过程中，指导教师应随时掌握和

分析竞赛信息，及时向选手传递积极的信息，帮

助其始终保持良好的竞赛心态，便于选手稳定地

发挥。

九、赛后的交流和总结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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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后总结往往是专业最容易忽略的一个关键

环节。比赛结束后，专业组应及时召集指导教

师、参赛选手和相关师生在一个轻松的环境中，

进行一次全面的总结，分析本次比赛的利弊得失

并做好记录，为来年的技能竞赛提供策略指导。

此外，可组织相关指导老师或竞赛团队成员与竞

赛活动举办单位以及取得较好成绩的兄弟院校指

导教师进行走访和交流，以利于取长补短，互通

有无，共同发展。

总之，高职旅游专业职业技能竞赛既有职业

技能竞赛的普遍特性，又有其独特的规律和策

略。“应赛”训练必须建立在日常扎实的教学和人

才培养工作基础上方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只要

竞赛的组织者、指导者和参赛者能够认真对待，

勤于探索，善于总结，就能够掌握规律，熟练运

用各种致胜策略并取得优秀成绩。

[责任编辑：刘晓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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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培养学生社会能力是高职教育一项重要的任务，课程是实现教育目标的重要载体和途径。系

统构建融社会能力培养于一体的课程，树立融学生社会能力培养于一体的课程观念，构建融社会能力培养

于一体的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标准，从课程层面系统培养高职学生社会能力，是培养学生社会能力融于课

程改革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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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知识经济与全球化经济的到来，职业演

变加快，职业竞争加剧，仅凭一纸文凭和优秀成

绩单难以适应快速变化的社会。正如美国著名教

育家卡耐基曾经说过：“一个人事业有成，只有

15%是由于他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85%是由于

他的处事能力和处事技巧。”因此，培养学生社会

能力是高职教育一项重要的任务，而课程作为教

育过程的核心，更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本文试

图系统构建融社会能力培养于一体的课程，从课

程层面系统培养高职学生社会能力。

一、树立融学生社会能力培养于一体的高职

课程观念

课程是实现教育目标的重要载体，要实现高

职学生社会能力培养目标，首先就要解构传统的

学科型课程、理论与实践平行型的课程，重构融

学生社会能力培养于一体的课程。

1．树立综合职业能力本位的课程观，将学生

专业能力与社会能力的培养衔接起来

培养学生的能力是高等职业教育的本质特

征。在构建融社会能力培养于一体的课程时要突

破传统的学科体系的束缚，树立综合职业能力本

位的课程观，直接基于学生能力的培养进行构

建，着力点要放在培养学生具备运用知识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上，而不仅是知识的掌握上。既耍

培养学生的专业能力，使学生能够用所学的专业

知识解决所学专业范围内可能遇到的一般性专业

问题，还应加强对学生认知能力、社会调适能

力、自我发展能力等社会能力的培养，以提高学

生的就业竞争力，为他们奠定继续学习和终身学

习的基础，从而发展他们自我生存能力及后续发

展潜力。

2．以真实的产品（服务）、完整活动项目的

开发或开展过程为驱动建设课程，将高职学生在

校的学习与真实的社会结合起来

以真实的产品（服务）、完整活动项目的开发

或开展过程为驱动建设课程，是对传统的学科系

统性课程的一个颠覆性突破。以真实的系列产品

（服务）的开发过程建设课程，把相关的知识学习

和实际应用知识解决问题融为一体，用工学结

合、“学做合一”的方式，让学生在真实的工作背

景和职业氛围中获得他们今后将要从事职业的知

识和能力，同时得到职业道德、诚信敬业、团队

精神、交流沟通等社会能力的培养。以真实、完

整的活动项目开展过程为驱动构建课程，在搭建

人与人交往平台的活动中着重培养学生的组织协

调、交流沟通、团队协作等社会能力。通过以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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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系列产品 （服务） 和“活动项目”的开发、

开展过程为驱动建设课程，将学生在校的学习与

真实的社会统一起来，培养学生在校就具备适应

真实社会的能力以及实现自身良好发展的能力。

二、构建融社会能力培养于一体的人才培养

方案

1．将专业培养方案更新为人才培养方案，构

建综合职业能力本位的课程体系

要实现高职学生社会能力的培养目标，首先

要制定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不局限于学生专业

能力的培养，将学生社会能力的培养明确纳入人

才培养方案中，将专业能力和社会能力的培养共

同构成人才培养目标。解构知识本位的课程体

系，构建综合职业能力本位的课程体系，采取整

体、基础、渗透等策略培养学生的社会能力。按

照高职学生能力的分类设置“基础能力模块”、

“专业能力模块”、“社会能力模块”课程，对课程

体系进行整体改革，增加社会能力培养的内容，

设置培养社会能力课程，例如开设《社团协会指

导》、《大学生社会实践》等课程，指导、组织学

生进行校园文化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提高学生

运用综合知识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着力培养学

生的社会能力。在第一学年开设基础能力课程，

加强基础知识和应用基础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能力

的培养，直接进行或融入学生适应社会和实现自

身良好发展需要的知识教育，帮助学生社会能力

的内化和发展；同时将学生社会能力的培养渗透

在专业能力模块课程中，从而将学生社会能力的

培养贯穿到整个课程体系之中。

2．以真实的系列产品（服务）为驱动构建专

业能力模块课程，在专业课程中渗透社会能力的

培养

专业能力模块课程是人才培养方案中的“重

头戏”，为实现专业能力与社会能力的衔接，在整

个课程体系中贯穿学生社会能力的培养，要以真

实的系列产品或服务为驱动的策略，构建专业能

力模块课程。从市场调研选择产品或服务入手，

了解专业的行业背景和人才需求、相关企业生产

状况（工作流程）和职业岗位任职要求，了解职

业岗位资格标准，确定人才培养方向和就业岗位

群，确定驱动专业的专业能力模块课程构建的产

品或服务，依据系列产品设计与制作流程，设置

专业能力模块的核心课程，研究开发制作流程的

每道工序需要的技术和知识，学成后能适应的岗

位或岗位群，依此系统设计专业核心课程，原则

上一道工序一门核心课程，再根据其核心课程所

需要铺垫的基础设置专业基础课程，从而完成专

业能力模块课程的构建。

这种构建模式，教师和学生共同经历了开发

过程，可以让学生入学就有明确的学习任务目

标，知道在这个专业学习必须自主开发一个专业

规定的产品或服务，所有的专业课程都围绕如何

开发专业选择的系列产品或服务展开。完成学业

后，学生能掌握一整套解决专业问题的方案和操

作过程，当遇到新问题时，能够以此为基础，触

类旁通地根据实际需要有选择地自学，实现技能

的提升和自我发展，在培养学生的专业能力的同

时提高了学生的社会能力。

三、构建融社会能力培养于一体的课程标准

人才培养目标要通过每门具体课程来实现，

因此，构建了人才培养方案，接下来就要对人才

培养方案中的具体课程进行设计，单门课程的设

计也即课程标准，包括课程内容的选择确定、课

程内容的组织、课程实施的设计、学生学习过程

和效果的考核评价标准和方式的设计。

1．构建专业能力、基础能力课程的“大案

例”课程标准

融社会能力培养于一体的课程体系设置了专

业能力、基础能力和社会能力三类课程模块，专

业能力、基础能力课程以“第一课堂”的平台进

行，其课程标准以“大案例”为驱动，构建融社

会能力培养的“一体化”课程标准，引导学生积

极参与，像从业人员那样进行思考和行动，致力

于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过程的完整性。

这里所指的“大案例”，也称为“大任务”，

是指与构建专业能力模块课程的真实产品或服务

的设计与开发流程相关的有完整过程的子产品

（或服务） 的设计与制作，是指真实的系列产品

（或服务）中工序对应的任务，能像企业下达任务

单那样能够按层次或按工序分解的、有一定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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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实际任务，也可以是与课程相关的有完整过

程的真实活动，强调真实性、完整性和融学生社

会能力培养于一体的目的性。

专业能力课程以完成驱动专业能力模块课程

构建的真实系列产品或服务中工序对应的真实、

完整的“大任务”为主线，按照完成“大任务”

的逻辑过程分解出案例模块，再按照完成各自案

例模块的过程逻辑进一步分解出实践任务，根据

完成实践任务的需要选择理论基础知识，不注重

知识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只要求能支撑实践任务

的完成。这样就根据完成任务的需要将理论知识

分配到各个实践任务中，彻底以任务为单位来分

解知识体系，打破思维定势，不要求学生立即掌

握一个产品或服务所需要的所有知识，而是可以

在任务的逐个完成过程中来掌握知识，从而解构

按照学科知识逻辑的课程内容，建立按照任务完

成过程来组织、序化的课程内容，实现课程内容

与真实、完整任务的紧密关联，真正从“做”的

角度来设计课程，达到工学结合、“学做合

一”。学生通过“做”完一个个的实践任务，最终

完成专业的系列产品（服务）的制作开发，从而

使学生掌握一整套解决专业问题的方案和操作过

程，避免理论知识的堆积，避免理论与实践的脱

节，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注重

学生能力的培养，在有效培养学生专业能力的同

时，也会提高和发展学生自主学习、触类旁通和

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等社会能力。

基础能力模块课程以完成真实、具备完整过

程的活动为主线，活动包括竞赛、社会调研、“英

语桥”、“情景剧表演”等多种形式，活动过程包

括活动项目的确定、活动方案的制定、活动方案

的实施、活动的总结等完整过程。按照完成活动

的完整逻辑过程分解出案例模块，再按照完成各

自案例模块的过程逻辑进一步分解出实践任务，

根据完成实践任务的需要有目的地选择理论基础

知识，重组课程内容，将社会能力的内容融入基

础课程中，改变纯知识体系或教材体系的课程内

容，将理论与实践有机整合，解决了纯理论知识

的枯燥乏味问题，避免了理论与实践的脱离，提

高了学生学习基础理论知识的兴趣，调动了学生

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有效改变学生被动学习

的状态，有利于学生将知识内化为能力，提高学

生运用基础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有利于学

生的交流沟通、团队协作、创新等能力的培养和

提高。

2．构建融社团活动和教师指导于一体的社会

能力课程的“课程标准”

在融社会能力培养于一体的人才培养方案

中，增设了社会能力模块课程，如社团协会指导

和大学生社会实践等，着重培养学生的社会能

力。社会能力模块课程通过第二、三课堂的平台

进行，通过以教师指导学生自主进行校园内的课

外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的方式进行。对第二课堂

的各类社团活动、创业活动进行整体规划、系统

设计，实现高职学生社会能力培养的各类社团活

动体系化、模块化、项目化，任何活动有项目策

划书、项目实施、项目总结等，搭建一个准社会

的舞台，使学生的社会意识、社会技能、社会能

力得到培养和提高。对第三课堂的社会调研、顶

岗实习等社会实践活动进行整体、系统设计，系

统设计学生利用节假日完成专题社会调查、志愿

者、红色旅游、“三下乡”等系列调研专题活动，

整体规划顶岗实习活动，分年级设计顶岗劳动、

专业顶岗实习、就业顶岗实习的螺旋上升的顶岗

实习活动体系，并明确分阶段顶岗实习目标，为

学生进入真实社会提供通道，为学生社会能力的

培养搭建真实社会的平台。

社会能力模块课程以学生自主开展活动为

主，在活动中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社会能力，但为

改变学生活动的无序和盲目性，加强学生社会能

力培养的有序、可控和实效性，融入教师对学生

活动的指导，在活动开展前和活动开展过程中给

学生提供指导和帮助，加强对学生技能、技巧的

指导，有针对性地帮助学生改善自身行为，提醒

学生在活动中应注意的问题，将学生的自主活动

和教师的指导有机结合，从而使学生在活动中提

高自身社会能力，以及有利于最大化地发挥第

二、三课堂活动这个平台培养学生社会能力的作

用，充分发挥社会能力培养主阵地的作用。

[责任编辑：邢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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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在管理体制上有效衔接。在

教育主管部门、学校、社会劳动保障部门和行业

共同配合下，根据职业分类和职业标准构建职业

资格标准体系，并将课程标准对接资格认证标

准；形成资格认证与课程学分互认标准。（3）改

革课程考核与评价，实施学分制管理，实现课程

设置弹性衔接。学生可以通过学分制自主选择自

己适合自身发展的课程组合，修满相应的学分或

获取相应职业资格标准证书就可毕业。

[责任编辑：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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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eveloping the professional talents training scheme of the connection between secondary and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the prerequisite to guarantee the training of high quality talents. During the process of compiling the professional talents training scheme,
the basic principles should be clear based on talents training regularity, the connecting curriculum system of progressive ability should
be constructed on the basis of talents training goal and professional ability analysis, the docking of professional core curriculum standards
and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 standards is taken as the feature, developing effective management approach is taken as the guarantee,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and practical path for compiling professional talent training scheme of the connection between second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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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课程是实现高职教育目标的重要载体，

是教育目标达成的重要手段和途径。教学过程的

有效性直接关系高职课程的教学质量，是实现教

育目标的保障。对高职课程进行有效的质量监控

和考核是提升高职教育质量、加强高职专业建设

和内涵建设的重要举措。

一、高职课程质量考核原则

课程质量考核是加强高职院校教学管理的一

项重要手段。课程质量考核对教学活动具有明确

的导向作用，它不仅可以检测教学效果，而且对

高职教育质量提升、内涵建设、品牌塑造产生直

接和深刻的影响。高职课程质量考核应以高职课

程目标为取向、以能力目标为标准、以科学有效

的手段为方法、以学生学习质量为依据、以课程

实施过程为轨迹对课程进行科学系统的评估。科

学、有效的课程质量考核体系是落实高职教育综

合职业能力培养的重要管理手段和评价依据。针

对高职教育课程教学现状，高职课程质量考核要

发挥其作用需要坚持以下基本原则。

1．综合考核原则

综合职业能力是专业能力（专业知识、专业

技能）、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的统一体。培养综合

职业能力是高职教育的理念和宗旨，着眼于提高

劳动者的综合职业素质，其目的是使学生不仅掌

握知识和技能，而且需要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

个性心理。综合职业能力培养视域下的高职课程

教学目标也从单纯注重培养学生的专门技能和专

业能力向注重培养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创业能

力以及情感、态度、价值观等多种素质相融合的

方向发展，越来越倾向于追求工具性价值和发展

性价值的统一。

无论是理论性主导还是实用性主导的课程，

都应体现科学与人文的双重教育意义，用知识与

技能的实用标准和道德、情感、态度等人文标准

衡量课程教学质量，构建知识、技能与素养的综

合质量考评体系，实现培养综合职业能力和全面

素质的职业教育目标。建立体现综合能力培养的

质量考核体系是高职课程质量考核需要坚持的基

本原则。

2．能力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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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既要使人具备生存

能力，又要培养其发展能力。能力本位所强调的

能力，是个体在动态的社会情境、职业情境和生

活情境中采取的专业化行动。能力本位强调学习

者通过行动实现能力的内化与运用，它以解决实

际问题的物化成果为表现。它所承认的是学生具

有的能力，而不是他们的学业成绩。

高职教育质量归根到底是课程质量，课程质

量标准是课程质量考核的依据，它是课程的教学

内容、教学模式、教学手段、教学考核与反馈的

实施纲领和评价依据。高职课程质量考核应开发

职业能力标准体系，以职业能力标准为考核依

据，构建能力本位的考核机制，突出对能力的考

核，适应高职教育的职业、就业、专业发展的特

色需求。

3．多元主体原则

目前，高职教育处于由规模扩张到全面提高

质量内涵的关键时期，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职

业教育模式使职业教育机构与教育行政部门、社

会、企业、家长等相关体产生日益紧密的联系，

学校或教师不再是课程教学单一主体。但是，职

业教育课程质量评价主体目前仍然呈现单一化的

状态，没有形成有效的管理机制，导致课程质量

考核流于形式，课程质量考核的反馈功能缺失，

直接影响课程教学质量和培养目标的实现。

高职课程教育考核的主体应是多元化的，教

师不再是评价的唯一主体。企业用人评价、教学

行政部门管理评价、教师教学过程评价、学生自

我评价形成的多元化评价体系是实现高职课程综

合素质培养以及能力本位培养的必要措施和重要

保障。如图1所示。

4．方法有效原则

有效的方法是实现理念的前提。目前的高职

教学课程质量考核存在考核标准体系缺位、考核

主体缺失、考核方法单一、考核评定随意、考核

反馈缺失等问题。课程质量考核应遵循课程教学

和学生认识规律，突出职业教育特色，运用现代

科学技术与手段，构建有效的考核评价机制和方

法，才能真正发挥课程质量考核的反馈与导向作

用。

二、高职课程质量考核指标体系

高职课程质量考核的基本前提是建立基于课

程自身评价规律和高等职业教育特性的课程质量

考核指标体系。其内容应该包含课程的各个要素

与过程，同时又要彰显高职教育理念与教育目

标。根据文献分析与个案分析，借鉴不同层次与

类型院校的课程评价指标项，初步构建了高职课

程质量考核指标体系结构。本指标体系分为三级

指标维度，一级指标维度四个，每个一级维度下

分出3至5个二级维度，共计15项具体指标，在每

个二级维度下又细分出数量不等的三级维度，共

计58项具体指标。如图2所示。见表1，2，3，4。

三、高职课程质量考核

1．统一能力标准，实施物化方法考核与教考

分离

高职课程质量考核普遍存在着标准随意、考

核指标单一、考核主体缺失、考核方法陈旧等问

题。从高职教育特点出发，针对目前存在的能力

标准确立主体不明确或者缺乏权威性的问题，教

育部门应引进职业技能鉴定部门、行业企业协会

图1 课程评价主体

图2 高职课程质量考核指标一、二级指标体系

高职特色 课程评价

高职课程质量考核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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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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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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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研究部门

教学标准评价

就业市场
就业能力评价

学习者
学习效果自我评价

教学者
教学要素及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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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管理部门
教学质量评价

课程评价主体

-- 66



高等职业教育—天津职业大学学报第 24 卷第 4 期 Aug.20,No.4

等组织共同参与确定能力标准，组成权威组

织，形成统一标准，使之具有统一性、指导性

和权威性。

更为关键的是能力考核存在的考核方法科学

性、客观性的问题。经过实践总结，物化考核

（产品或作品）是能力考核的必要手段，活动检验

（项目实践）是能力考核的重要途径。同时，引进

第三方，实施教考分离是强化课程质量考核导向

与监督作用的重要举措。建立常规化、制度化的

教考分离考核机制对学生学习效果进行检测是今

后职业教育质量考核的改革方向。

2．确立能力考核为中心、服务专业与就业的

理论性学科课程考核标准

目前，高职课程模式主要有以下类型：一是

理论性主导下的学科课程模式，以学科课程为主

体，关注学生知识体系的建构，而缺乏与具体工

作情境的联系，综合职业能力培养无法在课程中

有效贯通落实。二是实用性主导下的项目课程模

式，以工作任务开发、组织和展开课程内容，在

重视理知识同时，强调实践的重要性，课程实现

理实一体化。在调查中发现，目前理论性较强的

学科课程体系在质量考核中存在的问题比较集

表1 “课程要素”维度指标体系 表2 “学习效果”维度指标体系

表3 “教学团队”维度指标体系

表4 “教学评价”维度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课程要素

Ｖ1

二级指标

课程要素

Ｖ11

课程设计

Ｖ12

课程内容

Ｖ13

课程实施

Ｖ14

课程考核

Ｖ1５

三级指标

V111课程目标体现高职教育综合能力培养特色

V112课程目标切合学科自身规律与知识特色

V113课程目标符合学习者认知规律

V121课程设计体现高职能力本位的教学理念

V122课程标准系统明确

V123课程设计具有可操作性

V131课程内容突出学科特点，体现服务于专业学习和能力培养的理念

V132课程内容具有多元化、跨界性和多形态特点

V133课程内容安排合理有序

V141课程实施体现理论实践一体化的模式

V142课程实施注重课内课外相结合

V143课程实施体现教学交互

V144课程实施体现资源共享、多种信息化手段的运用

V145课程教学形式和教学方法灵活多样，具有吸引力和有效性

V151课程具有作业环节

Ｖ152课程具有阶段性考核环节

V153课程具有教学反馈功能

V154课程具有明确严格的考核标准和机制

一级指标

学习效果

Ｖ2

二级指标

知识技能

Ｖ21

过程方法

Ｖ22

情感态度

Ｖ23

三级指标

V211 学生课程知识考核成绩

V212 学生课程技能考核成绩

V213 学生获得课程对应的职业技能证书

V214 学生课程学习竞赛成果

V215 学生课程学习创新物化成果

V221 学生课程学习计划能力

V222 学生课程学习信息搜集分析能力

V223 学生课程学习方法运用能力

V224 学生课程学习自我调节反馈能力

V231 学生课程学习纪律表现

V232 学生课程学习团队意识

V233 学生课程学习进取态度

V234 学生课程学习责任意识

V235 学生学习过程创新精神

一级指标

教学团队

V3

二级指标

团队构成

V31

教学理念

V32

教学能力

V33

教学成果

V34

三级指标

V311 课程教学团队组成多元化

V312 课程教学团队结构合理

V313 课程教学团队合作意识与效率

V321 课程教学体现高职先进教学理念

V322 课程教学理念的执行机制

V331 课程教学目标设计合理科学

V332 课程教学内容把握准确，具有引导性

V333 课程教学模式体现能力教学特色，具有创新性

V334 课程教学方法灵活有效、具有启发性

V335 课程考核完善合理，具有针对性

V336 课程教学过程完整有序，具有逻辑性

V337 课程教学语言清晰明确，具有交流性

V341 教师教学技能竞赛

V342 教师指导学生竞赛

Ｖ343 教师产学研成果

一级指标

教学评价

V4

二级指标

评价主体

V41

评价标准

Ｖ42

评价方法

Ｖ43

三级指标

V411 课程评价主体多元化，包括企业、教学管理部门、教师

V412 课程评价注重学生主体的自我评价

V421 课程教学标准体系完备

V422 课程教学大纲体系完备

V423 课程考核标准体系完备，对学生课程技能的综合考核

V431 目标取向评价，侧重教学目标针对性评价

V432 过程取向评价、注重评价过程本身的价值

V433 主体取向评价，尊重个体差异，价值多元

V434 诊断性评价，对学习对象的学习准备程度进行鉴定性

评价

V435 形成性评价，改进完善教学过程

V436 总结性评价，以教学目标为基准进行教学效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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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主要表现在通识课程和专业基础课。

针对这个问题，课程设计应有意识明确学科

类课程的能力培养目标，以能力培养为本位，改

变唯学科知识体系论的局限观念，挖掘学科课程

知识体系中能力培养因素与亮点，突出能力培养

的课程教学重点。在教学设计中明确学科课程在

专业课程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本着服务于专

业，服务于就业的大局设计课程教学内容重难

点，设计教学组织方式与方法。这需要学科课程

教学要以专业就业为前提背景，要分析专业所

能、了解就业所需，才能做到教有所务，教有实

效。同时，针对理论性学科课程的质量考核也应

转变考核机制，以学生核心能力、课程专业契合

度、课程就业服务率为考核指标。

3．运用数据信息手段，进行课程质量考核记

录、分析与决策

高职教育的面向对象和教育环境随着科技发

展不断发展。教育对象和教学模式的信息化特色

愈加明显。运用信息化技术，对课程质量考核指

标、环节及结果进行数据记录、分析进而决策是

信息化时代课程质量考核现代化的必要手段。课

程考核的数据化技术运用，可以通过及时的在线

考试方式，实现“随学随考，自动评分”，同时可

以适应并满足阶段性、过程性评价方法的需要。

建立质量考核数据分析系统，对考核数据进

行标准化、形象化的处理，可以及时展现出教学

效果，通过对课程考核数据进行深层次挖掘，对

于不满足教学预期的内容及时进行调整，为学

生、教师和管理者提供合理的策略，从中找到对

课程改革有用的信息，实现课程质量考核的反馈

导向功能。

[责任编辑：邢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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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Quality Assessment System of Higher Vocational Curriculu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ivating Comprehensive Vocational Ability

HAN Ning
(Wuhan Polytechnic, Wuhan 430074, China)

Abstract：Higher vocational curriculum is the important carrier to realize the goals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Taking the quali⁃
ty assess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curriculum as the cor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rinciple and index system of higher vocational
curriculum quality assessment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comprehensive vocational ability cultivation. It puts forward the methods of
higher vocational curriculum assessment: unifying ability standards, carrying out separation of materialized assessment and teaching
assessment, establishing the curriculum assessment standard, taking ability assessment as the center and serving specialty and em⁃
ployment in theoretical subjects, using means of digital information, and carrying out record, analysis and decision of curriculum
quality assessment.
Key words：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comprehensive vocational ability; curriculum quality;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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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机电一体化专业课程改革及教学体系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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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高职高专院校机电一体化类专业定位不清晰，实习实训环节较为薄弱，双师型教师队伍

参差不齐等问题，从机电一体化专业相对薄弱环节切入，以社会职业岗位能力需求，以企业对机电一体化

的人才需求为出发点，开发新课程，构建创新型机电一体化技术体系，提出教学课程改革的新思路，使专

业实践教学具有良好的技能适应性，形成以技术应用与综合实践为特色的实践教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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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走访云南省一些高职院校，收集大量机

电一体化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及相关资料，发现机

电一体化专业课程设置主要包括：电工电子技

术、机械基础、机械制图与 AutoCAD、传感器技

术与应用、液压与气压传动，单片机原理与应

用、可编程控制技术、电气控制与 PLC 等传统课

程，在课程体系上存在实践与理论脱节问题。而

课程种类繁多，学习内容缺乏一定的深度，导致

毕业生在工作时无法适应高技能工作岗位的需

求。为适应云南及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需求，构建

创新型课程体系，加强学生动手实践能力培养，

强化专业课程体系建设，提高人才培养规格，使

学生面向多元化发展势在必行。

一、高职院校机电一体化课程改革背景

1．机电一体化专业介绍

机电一体化在国外被称为Mechatronics，是日

本人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提出来的，它是将英文

Mechanics 的前半部分和 Electronics 的后半部分结

合在一起构成的一个新词，意思是机械技术和电

子技术的有机结合。机电一体化这一名词提出以

后，得到了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承认，它

是机械电子技术，是机械技术、电子技术和信息

技术等多方向的复合型专业。

2．机电一体化课程改革要求

机电一体化专业设置应与社会发展相适应，

课程体系构建与企业人才需求相吻合，培养目标

与用人标准相一致，教学计划与职业资格证书相

结合，“以就业为前提”、“以行为为导向”、“以能

力为本位”进行改革，将学校教学计划、职业标

准和就业有机结合起来，这是我校职业教育教学

改革的重要举措。

二、高职院校机电一体化专业培养模式现状

1．课程种类繁杂

目前，区域经济快速发展对机电一体化专业

人才需求量不断加大，国内许多高职院校都相继

开设了机电一体化专业，在课程设置上院校之间

相互借鉴参考，导致课程设置上虽然书名不同，

但课程内容大同小异，课程种类繁杂现象日益突

出，忽视了用人单位对高职高专人才培养的需

求。本文遵循“基础必学、理论够用，化繁为

简，突出重点，注重实际、强化实训”的原则，

以“技术应用能力为主线、以项目课程为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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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职业能力为本位”，优化课程体系。

2．专业定位及培养目标模糊

就我省高校而言，从人才培养目标制定来

看，各级各类学校培养目标总体情况较为良好，

但在同类院校中，学校间师资力量、硬件设施、

办学水平等存在较大差异，培养目标和专业定位

几乎雷同。

3．实习实训条件情况及不足

多数高职院校实习实训教学环节薄弱，针对

学校实习实训条件不足情况，各学校通过计算机

模拟实验、电教录像等手段弥补了实习条件的不

足，而这些手段具有简单、快捷、成本低廉的特

点，同时加学校之间、校企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实现同级同类学校资源共享，学校之间共同构建

实验室，校企之间实现“学校办企业，企业办学

校”，共享校企资源，实现教育与行业对接机制。

三、创新型机电一体化教学体系优化方案

1．教学体系改革模式

（1）建立并完善高职机电一体化专业“双师

型”教师队伍培训计划，专业理论教师与实训教

师配合完成实训教学任务，进行理论与实训教师

说教过程中的互动环节，相互取长补短，培养

“双师型”教师。

（2）坚持以教师全员培训、集中专题培训为

主要形式，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实施学

校与企业管理人员双向挂职锻炼，提高专业教师

的实践能力和教学水平。推动专业教师与企业共

同开展技术研发，及时完善和更新相关理论知

识。建立健全绩效考核制度，评选并奖励优秀实

习指导教师和师傅，形成吸引人才、稳定队伍的

激励机制。构建一支职称结构和年龄结构合理、

相对稳定的教学和生产一线的实践教学队伍。

（3） 产教融合把真实的工作环境引入园区，

强化实践教学，推进“企业命题、双师指导、协

作完成、市场检验”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利用

学校资源优势，在提升学生实践动手能力的同

时，也在不断提升企业师傅的理论知识水平。不

断促进学院科研能力的提升，也在促进企业技术

改进和创新项目的研究开发，同时也在不断促进

科技成果进行转化，呈现教育创新性、基础性和

引领性，形成了“育人、创新、集聚、服务”四

位一体教学模式。

（4） 通过一系列实践教学体系改革，“学徒

制”新型教育模式，结合实际教学情况，制定相

关教学体系，推动高校机电一体化专业向实用

型、创新型、开放型方向转变，从而激发学生学

习欲望。

（5）教学过程中如果能找到实物的，尽量以

实物为例进行讲解，一方面学生听起来不会很枯

燥，另一方面能加强学生的理解和记忆。如果教

学过程中不能找到实物的，可以使用多媒体进行

教学，因为多媒体能把现场图片、声音、动画

等展现给学生，使学生接受更多信息，从而优

化教学。

（6） 优选合适的教材。目前市面上教材繁

杂，很多高职院校为了提高知名度选定与本科院

校相同的教材，这样使得高职院校学生理解起来

很困难，不能达到很好的效果。因此选定教材

时，本着实用够用为原则，强调理论知识的针对

性和应用性。

（7）强化实践教学环节的考核。结合机电一

体化课程实践教学的特点，对于机电一体化实践

课程的考核不应该有一个统一的模式和标准，而

是应该结合实践教学的方式和手段灵活的设定考

核方式，采取定量结合定性的方法进行实践教学

考核。简单的演示性或者验证性试验，应当减小

考核的比重，而对于综合实验及动手考查较为全

面的实验，考核比重就应当加大。

2．创新型机电一体化课程体系

（1）理论课程设计根据《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建设规划》（2014-2020 年）中第五条以新的视野

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要求，为实现中高职

教育课程体系更好衔接，避免课程重复现象，机

电一体化课程设置应该从多方面考虑，依托传统

用课程结合机电一体化应用领域，构建创新型课

程体系，加强学生实习实训动手实践能力。

机电一体化课程体系主要包括：基本素质课

程、专业理论和专业技能、岗位综合能力、综合

创新能力及创新思维几部分。当然，必须紧跟行

业发展趋势，增添新技术、新指标和新规范等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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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如数控技术与编程、电气与 PLC 控制、测试

技术、CAD/CAM技术等，不断用新的机电一体化

技术充实教学内容。

作为 21 世纪的大学生，面对当前社会的形

势，不仅需要具有一定的专业理论和专业技能，

还需要有一定的基本素质，因为大学生的素质如

何，直接影响和决定着成才目标的实现。当然，

岗位综合能力环节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是教

育者创设互动性、参与性的教学氛围，让学生

“浸泡”于机电一体化应用的环境里，潜移默化地

提高学生理论应用于实践的系统思维整合能力。

因此，只有将专业理论、专业技能、岗位实习等

有机的整合为一体，才能培养出学生的创新思维

和创新能力，才能使学生走的更远。创新型理论

课程设计如图1所示。

（2） 实训课程的设计。建立完善的实训中

图1 创新性机电一体化课程优化及其课程体系框架

心：实训中心采取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方式进行

构建，使学生在校内实现与企业零距离接触，发

展成为一个融教学实训、技能培训、职业技能鉴

定功能于一体的实训中心。根据学校的实习、实

训教学计划，每周安排实习、实训五至六天，至

少达到 40-48课时才能完成实习、实训教学工作。

投入专项建设资金建设理实一体化教学实验室，

能够覆盖机电一体化、电气自动化等多专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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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的协同发展。在新建实验室方面充分考虑

“既要宽又要专；既要突出技能，又要有理论支撑

或者技术支持”，新建实验室覆盖面要广，使用率

要高。在实习实训课程方面，能够完成数控加工

技术、钳工、铣磨、电工电子技术基础试验等基

础性实训项目，在技能考核方面能够完成高级维

修工，高级检验工，中、高级钳工，中、高级制

图员等技能的取证。

实行顶岗实习制：顶岗实习主要安排在校学

习的最后一年，这既符合学校人才培养模式也符

合教育规律。就学校而言可以不断参与校企合作

产教融合、校校合作模式，建立学院的校外实习

实训基地，通过工学结合来达到教学实训和对外

服务实习的目的，能够完全满足“机械自动化”、

“机电一体化”等相关专业学生的校外实习实训任

务，为学生就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结合校

企合作共同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提高学生的社

会实践能力适应行业的发展方向，有益于学生的

就业及今后的发展方向。

通过在校实习实训基地实训，学生能够将理

论知识和实践操作柔和为一体，能充分将感性认

识转化为理性认识，通过实验室设备实现直观教

学，让高职学生能够区别于本科理论性人才教学

模式，真正体现高职学生技能优先理论并重的办

学特色，学习实训过程中与企业合作，使学生充

分了解企业管理和生产操作，实现理论、技能、

管理同步教学的模式进行教学和学习。

四、结语

随着新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制造业的振兴

与繁荣及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对职业人才的需求量

的增加，传统的理论教学已经不能适应新的教育

目标，我们必须在教学过程中积极推进教学体系

优化及课程的改革与创新，将理论与实践有机的

结合起来。培养出具有科学文化基础知识，掌握

机电一体化的基本技术理论和方法，熟悉机电一

体化典型设备的操作和维护技能，具备机电设备

自动控制技术的初步设计和实现能力，面向生

产、管理、服务一线需要的高等技术应用性人才。

[责任编辑：李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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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教育部出台《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

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重要文件，高职

教育进入了强化政策导向、强化高职特色、全面

提高教学质量的阶段。高职教学质量的提升依赖

于高职院校宏观办学理念的正确、中观办学体制

机制的配套，更依赖于微观教学改革的落实。目

前，微观教学范围中的课堂教学仍是实施教育的

主渠道，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并决定着高职院校的

教育质量。

一、高职微观课堂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1．高职学生与教师的需要

高职课堂教学，对于学生而言，是他们学校

生活的最基本构成，对于教师而言，是其职业生

活的最基本的构成。高职课堂教学质量，直接影

响学生职业自信心的形成，职业能力、职业素质

等多方面发展和成长；直接影响教师对职业的感

受与态度，直至专业水平的发展和生命价值的体

现。师生之间和谐互动，是高职教师和学生的自

然理想，是课堂教学改革的源动力。

2．高职教学改革着地及反馈修正的需要

当前，高等职业教育的宏观办学理念已基本

形成，中观的办学体制机制正在探索建设。然而

宏观设计与中观配套最后都必须落实到微观教学

领域，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落实到高职教育最基本

的教学单元上，才能使教育基本主体—学生受

益，这样的改革才有意义，才能算着地。如果说

宏观、中观改革做得有声有色，但微观课堂领域

却无多少改观，并且无法实现，学生无法受益，

就必须反思相应的制度是否合理、顶层设计是否

创新不足，中观体制机制是否合理有效，微观教

学层面出现的问题进行系统解决可以反馈修正宏

观、中观教学改革。

3．提升教学质量的关键

课堂教学仍是实施教育的主渠道，其质量在

很大程度上反映并决定着高职院校的教育质量。

因此，教师的课堂教学质量提高对于推动教师改

进教学、提高高职院校的教育质量有着十分重要

的意义。

二、影响高职课堂教学的主要问题

1．高职学生差异较大，学习准备状态不佳

由于高职生的录取批次多在第4-5批，生源来

自普通高中、职中、中专，随着本科院校的扩招

和高职院校规模的扩大，高职生源每年都有变

化，存在同届学生之间差异较大、不同届学生之

间差异变化逐渐加大的趋势。学生生源情况的复

杂程度, 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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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和课堂教学带来挑战。

高职学生相比普通高等院校学生，普遍存在

学习准备状态不佳的状况，进入课堂学习的认知

状态和心理状态往往远远低于教师的预期。高职

学生从基础教育阶段的教师、家长严格管控到高

职阶段的自主管理，手机的普及，网络的渗透，

强烈的叛逆性，无法摆脱的依赖性，高职学生心

理特征的复杂性给课堂教学带来不稳定性。

高职院校并没有因为高职学生差异大和学习

准备状态参差不齐而班级规模变小，相反许多高

职院校班级延续基础教学阶段班制，多数规模大

而复杂，只适合于教师讲授为主导的传统教学形

式，不利于采取灵活多变课堂教学活动形式，给

针对高职学生特点的课堂教学改革带来困难。

2．符合高职教育的师资队伍没完全形成

高职教育跨越了企业与学校，跨越了工作与

学习，即跨越了职业与教育的疆域，是跨界的教

育，因此，从事高职教育的教师应该是既具备职

业岗位能力又具备教育教学能力的双师型教师。

但就目前高职学生的现状，笔者认为，高职教师

在教育教学能力方面需要较强的课堂教学管理能

力，才能保证课堂教学顺利开展。

目前高职院校教师的组成结构中，一部分是

直接从专业学校毕业就从事专业教师岗位，缺少

职业岗位实践过程，大部分高职院校正在安排这

部分教师下企业锻炼；一部分从企业岗位转入教

师岗位，正在逐渐自主体会摸索教学技能；一部

分就是企业外聘兼职教师，有丰富的职业岗位实

践经验，但缺乏基本课堂教学技能，也无时间和

精力进行教学技能的提高。另外，非师范类的教

师占有相当大的比例，特别是专业课教师，他们

大多未受过专门的师范训练，对专业方面留意较

多，对先进的教育理念关注较少，不愿花精力提

高教学技能。

虽然目前高职院校都非常重视师资队伍建

设，并把师资队伍建设作为内涵建设的重要指

标，但建设任务主要落实在教师岗位实践技能锻

炼上，很少有学校将教师的课堂教学技能作为重

点来进行培训和提高。

教师作为高职课堂教学的主体之一，他们的

课堂教学技能基本决定了课堂教学质量的高

低。但既能从事跨界教育，又有较高教学技

能，能完全匹配和体现高职特色的教师队伍还

没有完全形成。

3．贴近高职教学需求的课堂教学目标较难提炼

教学目标表述了学习者通过课堂教学后应该

达到的程度和效果，指示了教学活动的出发点和

归宿，是教师开展课堂教学活动，把握教学内

容，调控教学进程的纲领。目前高职课堂教学目

标来源于课程的教学目标，课程的教学目标来源

于专业培养目标，专业培养目标来源于职业岗

位、社会需求等方面。这一条路径，各高职院校

基本达成共识，并逐渐形成常规专业教学活动。

但是在实际课堂教学开展过程中，教师往往发

现，计划的教学目标无法实现，精心设定的教学

设计无法对学生产生效果，“重要的”岗位专业知

识传授学生常常漠不关心。其原因是没有提炼出

符合高职教学要求的课堂教学目标，设定的教学

目标对职业岗位需求考虑较多，而对于课堂“学

习者”学生的需求却考虑极少，缺乏充分的调研

分析，高职学生学情分析缺乏方法和路径。

我国高职教育发展至今，在教学目标的描述

上还没有达到统一，有“专业能力、方法能力、

社会能力”，有“知识、能力、素质”，有“知

识、技能、态度”等等，以至于各高职院校各执

一派，或则有的学校各派并存，专业负责人、课

程教师往往无可适从，影响专业培养目标、课程

培养目标的确定，同时影响课堂教学目标的提炼。

由于对学生学习准备状态调研较少，对教学目标

具体描述的不确定，贴近高职课堂教学需求的教

学目标存在不明晰的现状。

4．符合高职教学要求的教学内容较难选择

教学内容是教师和学生进行教学活动的重要

依据，教学内容的选择和整合是一个不断适应的

过程，关系到是否能有利于课程教学目标的实现。

课堂教学内容应该是课堂教学目标引导下，

教师对教材内容及教学实际的综合加工，而且还

可能加入教师和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创造性的活

动。因此合适的课堂教学内容，往往需要教师根

据学生的状况自主进行选择和组织。符合高职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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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教学要求的教学内容应该贴近职业岗位工作内

容，但需要教师熟悉了解岗位工作内容，才能将

工作内容转化成教学内容。

高职教育界基本一致反对学科体系式教学，

然而落实到课堂教学上，教学内容大都是以往学

科体系下教学内容的延续，呈现高职教学内容的

主要载体教材基本上也是数年不变，大多数所谓

高职特色教材，基本上还是以往学科体系下教材

内容的删减。

具有高职特色的教材相对缺乏，合适的课堂

教学内容需要了解学生的状况，高职课堂教学内

容需要清晰的岗位工作内容特征等，对符合高职

教学要求的教学内容选择和组织带来困难，对高

职教师提出较高的要求。

5．微观课堂教学改革研究薄弱

高职课堂教学存在一些问题，困扰着高职教

师和教学管理者，影响着教学质量的提升，急需

微观教学改革研究，并指导课堂教学改革发展，

国内当前关于高等职业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宏观、中观领域，关注较多的内容有高职院校的

定位、高职院校的特色建设、高职教育的成本与

效益、高职教育实践教学的实施方略、校企合作

模式探讨与就业以及“双师型”教师建设和“双

职业证书”制度等方面。

然而高职微观课堂教学改革研究成果较少，

且多流于形式。《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学

科发展调查》列举了“十一五”期间我国教育学

研究的诸多不足，其中有两点应该引起注意：一

是“目前许多课题立题空泛，大而无当，偏向于

宏观、中观的课题，在实际操作中常常无法深入

下去，使得文不对题，不能完成研究任务。”二是

“尽管近年来教育研究开始注重微观问题、现实问

题和技术问题，定量研究的方法逐渐受到重视，

但总体上，我国的教育研究仍然是以宏大叙事作

为基本范式，逻辑演绎依然是基本的研究方法，

缺乏实证研究。”

三、高职微观课堂教学改革提升教学质量的

关键

1．加强高职学生学情分析研究

在已有的文献和资料中，有关普通高等教育

大学生和中、小学生的学情研究成果非常丰富，

形成的理论也比较成熟，但是专门针对高职学生

的学情方面所进行的调查和研究却相对较少，所

以也未形成比较系统的理论体系。

教师开展课堂教学，必须对学生认知准备状

态和心理准备状态进行了解分析，了解学生对所

学内容的必备知识和技能掌握情况，了解学生已

有知识与经验，评判学生学习新知识的基础；了

解学生参与学习的动机程度，掌握学生从事学习

活动的内部动因，预测学生学习成效。

学生课堂学习准备调查属于教学临床诊断，

是应用心理学、教育学等理论和方法测查和诊断

学生个体的差异，教育上的不同需求，找到学生

的优势和不足。相应的调查方法、测量量表需要

心理学、教育学工作者和班主任、辅导员、各门

课程的任课教师来共同探讨制定。

2．合理制定课堂教学目标，精心选择课堂教

学内容

高职课堂学习目标即课程单元教学目标，要

依据职业岗位综合能力和职业素养培养目标的分

解子目标要求，对高职学生学习准备状态进行分

析，只有综合这两方面的要求，教学目标才能

“顶天立地”。当然源自于职业岗位的子目标分

解，需要通过广泛的职业岗位调研，学生学习准

备状态的分析来自于对学生学情的调研。

高职教学目标描述应该和职业岗位要求描述

相对应，要体现高职教育的职业特征，教学目标

描述要让行业企业岗位人员能理解，这样针对他

们进行的职业岗位调研才能开展，调研的数据才

有意义。教学目标的描述必须是教师、学生、职

业岗位人员都能清楚理解，这样的教学目标描述

才是有效的，当教师、学生、职业岗位人员的所

理解的教学目标一致时，这样的教学目标才具

有高职特色。课堂教学目标是学生预期的课堂

学习结果，其表述需要阐释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所应获得的或开发的结果，应该是可以观察并

可以检验的。

课堂教学内容应该“忠实传递”教学目标要

求，高职课堂教学内容应该贴近职业岗位工作内

容，要来源于职业岗位高于职业岗位。要选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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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典型性、代表性、先进性的教学内容，教学内

容要便于在“有限的空间、有限的时间”进行教

学活动开展，并且可以预见学生对此充满兴趣，

有了解和尝试的渴望。当然恰当的教学内容组织

和开展所需要的“空间”，可以指导推动教学环境

创设、实训基地建设，营造出良好的职业氛围和

环境，把教学做有机结合起来。高职课堂内容必

须以职业情境中的实际问题为中心来组织和重

构，工学交替、任务驱动、项目导向等为高职课

堂教学内容整合提供了路径和方向。

3．尊重学生差异进行多元化评价

高职院校同一个专业同一个班级学生的学习

准备状态是存在差异的，并且和基础教育、普通

高等教育学生相比较，相对应的培养目标要求，

其学习准备状态差异较大，然而现实中我们希望

这些学生通过相同“空间、时间”和相同培养模

式，达到相同的培养目标。单一的学习评价标准

使他们的学习积极性频频受挫，使他们产生厌学

等消极情绪。

要保证教学质量，需要在教学中尊重学生的

差异，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学生，促进每一个学生

的发展，实行差异教学，将学生差异作为一种有

利的教学资源，如采用小组学习法，将不同学习

准备状态的学生组成一个小组，让他们共同完成

学习任务，他们必须发挥各自的特点，分工协

作，相互配合，差异形成合作资源，最大程度促

进全班学生发展。尊重差异实施教学的重要保障

就是必须实行差异教学评价，差异教学评价要以

促进每个学生的主动学习和主动发展为目标，促

进学生最大的发展，要引导学生构建优势课程的

知识体系、学习方法策略，并要求学生将其迁移

到弱势课程的学习中去。评价内容要全面综合，

要考虑多种评价信息，要将评价过程化，实行形

成性评价与总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方法，并采用多

种评价方法。不能完全按照课程知识、技能标准

来进行评价，而应根据每个学生的表现来进行评

价，并采用评语的方式。并引入企业岗位专业人

员的评价，学生自我评价，这样才有利于促进学

生的发展。事实上，工作单位对工作人员的评价

也不仅仅只是技术上的单一评价，往往也是多方

面的综合评价。

4．全面更新高职教师教学理念，提高教师教

学能力

高职院校在大规模提高教师专业职业岗位技

能的同时，必须提高教师高职课堂教学能力，将

其作为师资队伍建设的基础工作，因此教育部出

台了《高等学校教师岗前培训细则》和《高等学

校教师岗前培训教学指导纲要》相关规定。

教师具备的教学技能需要教师在一定的教学

理论的指导下，在教学实践中经过反复练习而逐

步形成，让课堂教学准确娴熟地开展，及时有效

地完成教学任务。对高职教师教学技能的培训，

应该在教育学、心理学、教学法、教学评价等理

论知识的学习基础上，借鉴引入在基础教育系统

中的微格教学。

微格教学作为基础教育系统中一种行之有效

的师资培训策略，能积极引导受教者改变教学态

度与教学观念，有效协助受教者学习教学技巧与

策略，系统提高课堂教学技能，如导入新课、讲

授、举例、提问、启发、反馈强化、板书、演

示、教学管理、创设情境、结课等教学技能。同

时重点培训教师课堂管理能力，保证课堂教学的

秩序和效益，协调课堂中人与事、时间与空间等

各种因素及其关系。营造积极的课堂环境，促进

学生对于课堂活动的参与与合作的运作方式及相

应而生的所有行为。它既强调对学生的监督和控

制，使学生遵守纪律和规范，又重视对学生的引

导和激励，激励学生积极参与、主动发展。

尽管微格教学并未引入到高职院校教师的培

训培养中，但考虑到教育教学技能上的共通性而

产生的训练方式上的共通性，值得列入高职师资

队伍建设教师教学技能培训中的重点专项。

5．深入开展微观课堂教学改革研究

高职课堂教学存在的问题，影响着教学质量

的提升，系统解决高职课堂教学问题，必须依赖

于微观课堂教学改革研究。

学情如何分析，不同专业的班级人数多少比

较合适，如何制作课堂学习准备状态测量量表，

如何通过学情分析来指导课堂教学；课堂学习目

标如何设定，高职课堂学习目标从什么维度来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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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比较合理，能力需要如何培养，知识需要如何

获得，态度需要如何形成；教学内容如何选择，

什么样的教学内容适合课堂教学；高职教师教学

技能如何提升，学生课堂学习如何评价，评价量

表如何制定等等，这些都呼唤高职微观课堂层面

的研究。

高职院校要重视和鼓励微观课堂教学改革研

究，要让从事一线课堂教学的教师加入进来，从

分析自己课堂典型现象入手，细微到如何处理高

职学生课堂玩手机，如何调动学生积极性，如何

让学习准备状态“最不良的”学生群体主动学

习，如何让所有不同类型学生都有良好的课堂体

验等等，得到具有个人风格和专业风格的课堂教

学改革成果。将课堂教学研究作为常规教研活

动，教师们讨论分享各自的课堂教学经验，在分

析探索的过程中提升自己的课堂教学能力，同时

为同行提供借鉴的经验。

四、结语

高职教学质量提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职

微观课堂教学改革的效果，高职课堂教学改革

必须建立在高职学生学情分析基础上，明晰课

堂教学目标，合理选择教学内容，尊重学生的

差异，全面促进班级学生共同发展，更新高职

教师教学的理念和提高教学技能，开展深入微

观教学研究深入。

[责任编辑：陈保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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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Teaching Reform of Higher Vocational Micro Classroom Based
on Promoting Teaching Quality

ZHOU Xiao-long
(Hangzhou Polytechnic, Hangzhou 311402, China)

Abstract：Higher vocational classroom teaching is the main channel to implement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he promo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teaching quality depends largely on the effect of classroom teaching reform. The reform of higher vocational mi⁃
cro classroom teaching must be set up on the basis of the analysis of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learning situations, clarification of
classroom teaching objectives, a reasonable choice of teaching contents, respect the students' differences, adoption of diversified
evaluation and promotion of the common development of the students in the class. All these rely on the renewal of the teaching
idea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teaching skills of higher vocational teachers as well as the in-depth study of the micro classroom
teaching.
Key words：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micro classroom teaching; analysis of learning situation; teaching objective; teaching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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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微信、微博为代表的微媒体传播方式的日渐受宠，宣告了微时代的来临。微时代不仅改变

了高职教育的外部环境，也改变了高职学生的学习方式和行为习惯。针对微时代的主要特征，重点分析了

微时代对高职生和教学的影响，以及高职教学的改革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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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和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以及移动

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普及，一个以国外的 twitter、
facebook以及国内的微博、微信等信息传播形式为

代表的微时代已经到来。文献[1]对微时代信息传

播的特点进行了分析，指出了微时代传播的微信

息具有碎片化、去中心化等一系列特征；文献[2]~
[3]对现在高校学生使用微媒介的情况进行了实际

调研，指出微博、微信等微媒介已经成为现在年

轻人获取信息、沟通交流的主要途径；文献[4]~[5]
分析了微时代对现代大学生的具体影响；文献[6]~
[9]探讨了微时代对大学生教育的影响。但从公开

发表的文献来看，现有的研究和探讨多集中在微

时代对高校学生思想影响方面，而微时代的到来

对高职院校教学方面的具体影响有待进一步研究。

一、微时代及其对高职学生的影响

1.“微”传播带来的“微”时代

微博、微信、微视频、微电影等以“微”为

特征的信息传播方式，日益成为现代年轻一代人

际沟通、信息传播的主流方式，一个不同于以往

的“微时代”已经到来。相对于互联网发展初期

的信息化时代而言，微时代的信息传播具有鲜明

的自身特征。

（1） 微时代以“微媒介”为信息传播载体。

不同于以前社会信息的广泛传播，主要以电视、

广播、报纸为传播载体，或者以门户网站、各种

论坛为主要载体，微时代信息的流动和传播以微

博、微信、微视频、微电影等各种“微媒介”为

传播载体。

（2） 微时代以“微信息”为主要信息形式。

微时代所传播信息以“微信息”为主要表现形

式，“微信息”具有典型的“二微”特性：一是内

容之微。如一条新浪微博的最大字符数是140个字

符，一条微信所包含的字符数目理论上不得超过

1500字符，微信语音不能超过 60秒；二是持续时

间之微，表现在人们接收微信息所需花费的时间

通常是微小的，长则数分钟，短则数十秒钟，从

而方便人们利用休息、等候的碎片化时间快速地

接收相关信息。

（3）微时代信息传播的速度和范围是不可控

的。和传统媒体易于由国家完全掌控不同，微时

代是一个人人都具有话筒的时代，持有智能手机

的每个人随时都可能成为微信息的发出者和接收

者，也可以随时成为某条微信息的转发者。一条

微信息传播速度的快慢和传播范围的大小，完全

取决于对此条微信息感兴趣群体的大小，是外界

无力控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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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微信息的内容具有趣味性和冲击性，但

真实性不可预知。“微信息”虽然在信息容量方面

是微少、短促的，但为了能够让更多的接收人愿

意阅读并有所思考，微信息的内容必须有较强的

趣味性，或者较强的视觉或思想冲击性，以吸引

更多的人分享和转发。但是，对于信息的接收者

而言，微信息初始的真实性是个人难以预知的，

微信息的真实性通常只有在经过大量转发称为公

众事件后，才能由权威政府部门或权威媒体实地

调查后给以证实。

2．微时代对高职学生的影响

微时代对高职学生带来不可避免的影响，总

体来看主要包括：

（1）对微信息的依赖日益增强。文献[2]和文

献[3]的实际调研表明，以智能手机为工具、以微

信息为载体，已经成为现在高职学生了解朋友和

社会动态、进行沟通交流最为主要的途径。现在

的高职学生已经形成对手机和微信息的心理依

赖，显著表现就是没有手机就会坐立不安，时不

时地对手机进行刷屏，成为很多高职生最为主要

的行为习惯之一。

（2）接触信息更加广泛，权威和主流意识观

念弱化。随着智能手机和微媒介在高职学生中的

完全普及，高职学生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信息更

加广泛，因此，现在高职学生的思维更加活跃，

思想观念更加多元，权威和主流意识观念相对弱

化。同时，由于微信息真实性的难以预知，加之

高职学生社会经验相对欠缺，微时代的高职学生

更易受到不良和虚假信息的蛊惑和影响。

（3）注意力集中时间较短，深度阅读能力欠

缺。微时代下的高职学生已经适应和习惯了微信

息的接收和阅读，而微信息又具有典型的强趣味

和“双微”特性，这就导致现在的高职学生更加

习惯于时间上的碎片化，内容上的趣味化和娱乐

化阅读和学习方式，并具体表现为注意力集中时

间较短，对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容易浅尝辄止，深

度阅读和独立思考能力欠缺。同时，在微信息趣

味化和娱乐化的反复熏陶下，现在的高职学生对

课程内容的学习更易以趣味化为指引，即对专业

知识和技能的学习深度，更多地取决于其趣味性

的强弱，而不是取决于其对今后工作帮助的多少。

二、微时代下高职教学改进研究

1．微时代的到来要求高职学校的教学必须做

出相应变革

微时代下各种形式微媒体使用的日渐广泛，

以及微时代对高职学生的上述影响，必然会影响

到高职学校的日常教学，具体包括两个方面：

（1）高职教育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微时

代下各种微媒体的不断出现，为人们之间信息的

沟通交流提供了新的途径，也为高职教学的信息

化提供了新的手段。同时，随着微时代下教学信

息化的不断发展，不断涌现的教师微博、微视频

网站、微课网站也为高职院校的教学提供了新的

教学参考资源。微时代为高职教育师生之间的沟

通交流以及教师之间的交流提高，提供了新的手

段和资源，从而改善了高职教学的外部环境。

（2） 高职教育的对象发生了变化。如前所

述，微时代的到来日益深刻地影响着现代高职学

生的沟通交流和获取信息的方式，也使现在高职

学生的学习方式、学习习惯、思想观念等方面都

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2．微时代下高职教学改革研究

微时代下的高职教学必须进行变革，变革可

以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

（1）充分发挥微媒体的沟通优势，构建师生

沟通新渠道。相对于传统的电话、短信等媒介而

言，现在的微信、微博等微媒体在人际沟通、信

息获取方面的方便、快捷，更易于被现在的高职

学生所接收。因此，在今后的高职教学过程中，

学校相关教学管理部门和任课教师，都应注意充

分发挥微媒体的沟通和信息分享优势，积极创建

微信、微博信息发布和共享方式，从而构建学校

和学生、教师和学生之间的沟通新渠道，从而取

得更好的教学和育人效果。

（2）顺应学情变化，努力增强教学内容的趣

味性。对于已经习惯了通过微媒体进行沟通和获

取信息的现在高职学生而言，趣味性是吸引他们

学习知识和技能的首要因素，这是现在高职学生

一个重要的学情变化，变化的学情必然要求教师

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手段做出相应的变革：尽量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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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趣味性较强的内容来对学生的学习进行引导，

而对于理论性较强、相对枯燥的教学内容，则应

创新教学手段和方法，努力增强教学过程的趣味

性。否则，课堂教学就为教师的独角戏，学生完

全成为课堂教学的旁观者，而不是课堂教学的参

与者。

（3） 直面学生新特点，改革课堂教学过程。

注意力集中时间短、不愿深入思考是现在高职学

生学习的新特点。高职院校应该不断研究并勇于

直面学生学习的新特点，改革现有的课堂教学过

程：比如采用“微课堂”的教学模式，将时间较

长 （比如 45 分钟） 的传统课堂分成 3~4 个时间

段，并将每一个时间段组织成教学过程相对完整

的“微课堂”，所谓相对完整的教学过程应该包括

新知识的导入、详细讲解、师生讨论互动、提炼

总结等基本教学过程，不同时间段之间，可以让

同学们自由讨论作为衔接和过渡。通过这样的

“微课堂”式的教学改革，既可以适应现在高职学

生注意力集中时间短的特点，又可以通过问题讨

论，引导同学们对新知识进行集中思考，从而达

到提高教学效果的目的。

三、结语

具有鲜明“微”特征的微时代的到来，对现

在的高职学生产生了一系列的影响，也在一定程

度上改变了现在高职教学的外部环境。这就要求

现在的高职教学必须对现有的教学手段、教学过

程进行改革，以顺应微时代所带来的环境变化和

学情变化，提高教学效果。

[责任编辑：高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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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micro media such as micro blog and WeChat becoming more and more popular, the micro-era has come to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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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主义学习理论认为“人是学习的主体”；

学习是“主动地在头脑内部构造认知结构”；“学

习依赖于他原有的认知结构和当前的刺激情境”。

主体、主动、情境是教学效果提升的关键点。学

习应当突出学生的主体作用，激发学生主动、自

觉学习的积极性，构建模拟真实、促进协作的学

习情境。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强调“以就业为

导向，以学生为中心，以能力为本位”，但在实际

课堂教学过程中，还未真正脱离传统的以理论为

主的教学模式，致使部分教学实效性不强，无法

满足高职人才培养的需求，鉴于此，应当在吸取

传统课堂教育优点的基础上，开展课堂教学改革

的尝试。强调组内合作的小组化教学改革成为一

条可行的尝试之路。

一、小组合作教学的缘起与现状

早在19世纪20年代，美国的一些研究人员就

开始了小组合作课堂教学模式的实践尝试，70年

代小组化教学研究不断深入，这些研究普遍强调

教学过程必须加强师生间的互动。在我国，小组

化教学的尝试最早起始于浙江杭州，随后，各项

关于小组合作教学的研究不断开展。山东教育科

学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裴娣娜教

授，台湾教育专家林生傅，著名学者庞国斌、王

冬凌等都对小组合作学习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

普遍认为小组合作学习富有创意和实效，值得深

入研究和实践。

目前，在小组合作教学的实践中存在着一些

问题，使其脱离了提高教学实效的初衷：其一，

小组合作教学流于形式，沦为单纯的分组教学。

课堂表现为一名教师无法管理多个小组，以致教

学组织和管理的松散，学生自由主义倾向滋生。

其二，小组合作教学缺乏合作，沦为简单的单兵

作战。组内学生各自完成任务，缺少交流，小组

合作无法形成整体与团队。其三，小组合作教学

缺少监督，沦为实质的优生课堂。小组中的少数

优秀学生代表了整个小组，于是小组的任务变成

了优生的任务。

二、小组合作教学的关键点

小组合作教学成败的关键点是主体、主动、

情境。所谓主体就是要在教与学过程中突出学生

而非教师的主体作用，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起

到主导作用。所谓主动就是突出学生的学习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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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强调学生必须主动参与到学习过程中。所谓

情境就是突出学生学习的内容实质，强调学习过

程的现场模拟。

高职教育强调学生实践技能的提升，但在实

践教学过程中，教师主导的教习依然占据主体地

位，而应当成为教与学主体的学生依然在被动的

接受知识。教师主导地位和学生主体地位间的关

系有待优化，进而引导学生主动学习。

1．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

教学的核心是学生的主体地位。传统课程强

调教师的中心作用，教师主持及主导了教及学的

整个过程，在这样的教学模式中，教师成为了教

与学的实际主体人及主宰人。但教学的真正目的

是学生学到知识，真正的教学过程应当是学生学

习占主体地位，教师教占主导地位，教师的作用

应当是引导学生发挥出学习的热情。

2．鼓励学生的主动参与

教学的内涵是学生的主动参与。要使得学生

成为教学过程的主体，就必须要充分激发学生学

习的主动性。通过课堂教学的组织形式以及过程

化的考核手段，对学生学习过程形成监督，引导

与监督并立，激励学生主动参与。打破旧有的被

动学习，引领形成浸入式的过程化学习体制，赋

予教学过程学生主动参与的内涵，促成教学效果

的提升。

3．营造学习的良好情境

教学效果的达成需要良好的学习情境。学生

主体地位的体现，学习积极性的激发，其实现的

方式方法是选好学习的情境。对于小组化教学而

言就是寻求与之相适应的学习项目，并分解项目

内容为小组每位成员的工作任务。教学内容选用

与企业实际相关联的教学项目，营造出与企业生

产实际相对应的学习情境，进而激发出学生主动

学习的积极性。

三、以《数控编程与加工》课程为例的高职

课堂小组合作教学具体实施

1．对接企业实际实施分组教学

对接企业工艺流程，组建适应课堂教学实际

的小组化教学组织形式，提高学生的职业能力、

职业素质，促成学生主体的小组化教学模式。打

破原有的单纯由教师教的教学组织形式，将之转

变为教师教和优秀学生带动的新型小组教学模

式，让所有的学生参与进来。同时将小组成员在

项目中完成的任务与企业生产实际中的工艺岗位

相结合，在完成所有的项目后，使组内学生接触

过工艺流程中的所有环节。学生在项目化学习中

完成各知识点的应用，同时培养团队合作意识。

（1）对接工艺流程编制教学小组。在教学过

程中，精心分配教学小组，对应企业生产的实际

工艺过程，赋予每位组员具体的工作职责。根据

学生学习情况和数控教学实际机床设备的台套，

根据技能互补原则，兼顾能力强弱搭档，科学合

理地对学生实施分组。在教学进程中，小组完成

的任务与数控加工中的实际生产任务相对接，组

员承担的任务与企业数控加工的实际工艺环节相

对接，明确零件整体加工方案的制定人、加工工

艺的编制员、程序编制人员、机床操作人员以及

零件检验员。项目具体实践过程需要组内每位学

生的主体参与，其中一个环节出错，就无法完成

整个项目的内容，以此调动学生主动参与学习过

程，促使学生成为教学过程的主体。根据企业生

产任务下达的工作材料，编纂讲义、项目引导

文、项目单、项目报告单等教学资料。

（2）对接企业团队强调小组合作。要参照企

业团队，组建教学小组，引入小组间竞争机制，

促进小组内学生的团队协作，促使组员间形成互

帮互学的风气。教学中兼顾学习困难学生，让他

们在教师和优生的帮助下得到提高；让优生在帮

助学习困难学生的同时，进一步提升个人的理解

水平。在小组内开展所有学生共同参与的讨论，

引导学生对学习过程中的重点及遇到的问题开展

讨论，并记录在案，引导学生的本位学习、自主

学习意识，并形成对知识点的总结归纳。

（3）对接企业班长设置学习组长。充分发挥

优生在小组内的作用，根据企业生产中的班长设

置教学小组的小组长，各个小组优选组长，明确

组长职责，由组长协调组员关系。选择学习自

主、在学生中又有号召力的学生任组长，让组长

带领下的各小组在组间竞争激励的带动下开展学

习。给予组长评价组员的权利，凸显组长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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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对小组组员平时在项目中的参与度形成监

督。动态调整组员，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允许

各组动态调整，通过由组长来选择组员及组员选

择组长相结合的办法，结合学生自己的意愿开展

分组工作。

2．注重过程考核达成评分体系

建立教师评价和学生自评互评相结合的评价

体系，加强对教学过程的监督与考核，在教学过

程中，注重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的评分办法，同时

将教师评分、学生自我评分和学生互评相结合。

教师根据项目完成给定小组分，通过自我评分和

互评的形式评定小组成员的个人分，最终获得学

生的个人得分。评价体系兼顾项目完成质量以及

项目完成的过程情况，同时对小组中的学生参与

项目情况形成监督。小组分和个人分相结合的打

分模式，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同时也对

后进学生形成监督，利于整个小组团队团结协助

的职业素质的形成。

3．联系企业生产编制教学项目

对接企业生产实际，选取企业生产实际中的

加工项目，将之融入到课堂教学中，结合项目案

例教学的方法，形成教学上的实际情境，以提高

学生的职业能力、就业能力。数控专业发展速度

较快，知识点更新速度也较快，教学内容应当紧

跟企业的发展，紧密结合企业生产实际，又应当

适应课堂教学的实际特点。在教学项目的选取

上，开展针对企业生产实际的充分调研，着力研

究企业实际岗位的要求，在确定教学内容的过程

中，邀请企业技术能手做参谋，邀请职业资格证

书的考评员参与其中，共同制定教学项目内容。

同时，深入了解当届数控专业学生生源的基本情

况，在此基础上设计出由简单到复杂、由单一到

综合并符合项目化教学的零件作为学习载体。要

注重教学项目的动态变化，注重汲取近期先进制

造技术的最新研究成果，开展动态调整。

综上所述，结合企业实际工艺流程开展的小

组化教学改革，能够突出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

配合注重过程考核的评价体系以及塑造符合企业

实际的学习情境，对提升学生的职业能力、就业

能力、职业道德有积极的作用。

[责任编辑：邢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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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Small-group Teaching Based on Technological Process
GU Chao LOU Ping XU Lai-tao

(Jiaxing Vocational Technical College, Jiaxing 314036, China)
Abstract：During the procedures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i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in the improvement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ef⁃
fect to establish the subject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behavior correctly, encourage learners’initiative of self-learning, and create a
good learning atmosphere. In the procedure of classroom teaching for engineering major, it plays an active role in enhancing stu⁃
dents’professional competence, employability and professional morality to find out the small-group teaching organization form
which is based on the technological process and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ractical production of enterprises, put emphasis on the pro⁃
cess assessment to achieve scoring system, and compile teaching projects related to enterprise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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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中心机械手换刀控制程序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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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加工中心机械手换刀运用梯形图结合宏程序来实现，程序编写量小，时序控制方便。程序编

写中考虑的要点是解决程序设计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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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中心以其工序复合集中，效率高，重复

定位精度高，而被人们广泛使用。

它换刀一般采用两种方式，一种是利用气缸

带着刀库移动来实现刀库与主轴之间的刀具交

换；还有一种是利用机械手的运动来实现刀库与

主轴之间的刀具交换。前者适用于容量较小的斗

笠式刀库，后者适用于刀库旋转轴线与主轴垂

直、且容量相对较大的侧立式刀库。由于人们对

机械产品复杂程度的要求越来越高，所以，采用

机械手换刀的加工中心机床已越来越多，如何使

机械手换刀程序更为合理，也显得尤为重要。

一、机械手换刀思路及程序构成

1．机械手换刀流程

机械手是采用随机换刀还刀的方式，刀套和

刀号不需一一对应，其工作流程如图1所示。

换刀程序可以使用梯形图进行编辑完成，但

程序量大、复杂，影响梯形图扫描其它功能指令

的周期，宏程序具有可读性强、易于编写、随时

可以方便调用的特点，所以，一般考虑运用梯形

图结合宏程序来完成。

2．换刀宏程序

下面是以FANUC系统为平台，编辑使用M06

调用的O9001宏程序。

O9001；

N1 #1103=0；

N2 IF[#1002EQ1]GOTO19；

N3 G91G30P2Z0；

N4 M19；

N5 #1100=1；

N6 IF[#1000EQ1]GOTO8；

N7 GOTO4；

N8 M43；

图1 换刀流程

当检测到ＴＦ上升沿信号时

目标刀号是否与
主轴上刀号一致？

否

是

搜索数据表，得到与Ｔ
刀号对应的目标刀套号

根据就近计算刀库
旋转方向和旋转步数

步数为零？

刀库旋转

否

是

否
当前刀套号=目标刀套号？

是

刀库旋转结束，
机械手进行换刀

处理TFIN信号，
更新数据库

换刀程序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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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9 M45；

N10 M41；

N11 M46；

N12 M42；

N13 M47；

N14 #1102=1；

N15 M44；

N16 #1101=1；

N17 IF[#1001EQ1]GOTO19；

N18 GOTO15；

N19 #1100=0；

N20 #1101=0；

N21 #1102=0；

N22 #1103=1；

N23 M99；

其中指令含义：

#1000(G54#0)——T代码检索完成，刀库旋转

结束，等待换刀；

#1001(G54#1)——刀库和主轴数据更新结束；

#1002(G54#2)——T代码等于主轴上刀号，换

刀结束；

#1100(F54#0) ——Z 轴 回 到 换 刀 点 （参 数

1241），主轴定向完成（刀套下等待）；

#1101(F54#1)——换刀动作结束（数据表更新

等待）；

#1102(F54#2)——换刀机构动作完成（刀套上

等待）；

GOTO——条件转移；

M06——呼叫 O9001 号换刀宏程序 （设定

P6071=6）；

M19——主轴准停；

M40——刀库自动初始化；

M41——主轴刀具松开；

M42——主轴刀具夹紧；

M43——刀套下（倒刀）；

M44——刀套上（回刀）；

M45——换刀马达第一次启动（扣刀）；

M46——换刀马达第二次启动（拔刀插刀）；

M47——换刀马达第三次启动（回零）；

M99——返回主程序。

宏程序中涉及到的M代码由PMC梯形图来处

理，实现外部输出给相应的继电器，从而实现换

刀需要的机械动作。

3．换刀PMC程序

PMC需要准备的工作

自动换刀部分反馈信号：

R30.0=1 主轴抓刀反馈；

R30.1=1 主轴松刀反馈，延迟300ms左右以

消除信号反馈传感器的安装误差，其它信号反馈

延迟亦是如此；

R30.2=1 刀杯上（水平位置）信号反馈；

R30.3=1 刀杯下（刀具垂直向下位置）信号

反馈。

R30.4=1 抓刀机械手在原点位置；

R30.5=1 抓刀机械手在抓刀位置。

刀库盘旋转，寻找刀号，经过T代码到达后的

准备工作，在各种情况下检索到的的刀号都放在

D82中，D82的刀号经过运算放在D86中。当D86

的刀号等于换刀口位置计数器C0时 （R32.7=1），

或寻找的刀号在主轴上（R32.6=1），刀库盘旋转位

置到达，刀库旋转停止（R33.0=0）。R32.5是T代

码在刀具表中未找到的报警信号，R32.6是刀具已

经在主轴上的信号。

梯形图中的大部分逻辑关系都易于实现，这

里主要对相对较为复杂的刀库就近旋转方向的控

制程序编辑如图2所示。

R33.1=0 时，刀库正转；R33.1=1 时，刀库

反转。

二、程序中需考虑的几个要点

1．换刀过程中，出现紧急停止、总电源故障

等问题时，具备中断点记忆和用按键操作恢复功

能，换刀过程中断能进行完善的处理。当出现如

图3所示程序的A3.3报警时，重新开机或释放急停

按钮，点动刀库盘正转键，产生脉冲从中断的K继

电器保持的位置起，从中断处一步一步地向下执

行换刀动作，直至完成整个换刀动作；

2．在执行 M06 换刀过程中，Z 轴需自动锁

定，以防止第一、第二参考点变动，从而导致机

械手损坏，其控制程序如图4所示；

3．从安全角度考虑，最好做刀库盘旋转电机

-- 85



高等职业教育—天津职业大学学报第 24 卷第 4 期 Aug.20,No.4

及刀臂旋转电机的过电流继电器保护，当出现此

异常报警时，切断相应电机输出点，使电机停止

工作，其控制程序如图5所示。

基于上述方面的考虑，编辑完成的加工中心

机械手换刀程序相对合理，也比较实用。

[责任编辑：李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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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sign of the Tool Change Control
Program of Mechanical Hand in Machining Center

LI Ming
(Guangdong Machinery Technician College, Gua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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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echanical hand in machining center changes tool
by using ladder diagram combining with the macro program.
The amount of the program editing is small and the logic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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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就近旋转方向控制程序

图3 报警程序

图4 Z轴自动锁定程序

图5 刀库电机保护控制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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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素质模型的饭店员工招聘实证研究
——以YZ大酒店为例

滕爱凤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3）

摘 要：人才对饭店的可持续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已经成为饭店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求得生存

和发展的关键因素。为了更好地实现人才和岗位的有效配置，发挥员工的最大优势，不断遵循和探索特定

的人力资源管理标准，素质模型理论的提出和完善恰好满足了我国饭店业实现有效人力资源管理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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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素质模型在我国饭店员工招聘中的必要性

1．从我国饭店业的现状来看

（1）饭店业所处的发展环境。作为旅游业的

支柱产业之一，饭店业的发展直接影响和制约着

旅游业的快速健康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饭

店业截止2011年底，全国星级饭店总数达到1.3万

余家；在产业质量上，我国涌现出几个具有较强

市场竞争力的本土化饭店品牌，如广州“白天鹅

宾馆”、南京“金陵饭店”、上海“锦江饭店”

等。随着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2008年北京

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以及 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胜利

召开，外资饭店企业已大规模进入中国市场，因

此，我国饭店业所处的环境日益复杂和激烈，每

个饭店日后所面临的问题也更加清晰：确保在激

烈地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

（2）饭店业的特征。饭店业作为劳动密集型

的服务行业之一，饭店员工不仅是饭店服务形

象、产品形象的第一体现者，而且饭店员工的整

体素质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饭店的核心竞争力

和可持续发展。在饭店业飞快发展和日益更新的

背景下，如何构建饭店员工的素质模型，建立科

学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已经成为每个饭店研究的

核心环节。

（3）传统饭店业招聘存在的主要弊端。近年

来，国内外众多企业的实践证明，基于素质模型

的企业员工招聘已经成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体系

构建的重中之重，饭店业亦然。但在日益成熟和

完善的饭店业市场，我国饭店人力资源管理的招

聘环节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如招聘岗位分析不全

面、实施过程安排不合理、甄选方法单一、面试

人员非专业性等。饭店员工招聘除了自身存在的

问题外还面临着严峻的困境，主要表现在缺乏专

业招聘机制；缺乏相关理论支持；缺乏行业规

范。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不断更新，饭店

业对员工的素质结构、技能结构、知识结构等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基于素质模型的饭店员

工招聘将在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2．从素质模型在我国饭店员工招聘中的优势

来看

一直以来饭店员工较强的流动性严重影响了

饭店正常的经营活动，保持饭店员工的相对稳定

成为饭店人力资源管理部门亟需解决的问题。素

质模型的有效建立，使招聘者在招聘过程中采用

相应方式，如情景模拟、角色扮演、评价中心技

术等，就可以有针对性地辨识应征者对饭店的忠

诚度，从而使这一问题获得极大地缓解。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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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模型不仅局限于解决饭店员工的稳定性，还

能帮助招聘者寻找强有力的专业人才，以保证饭

店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的有效实现，例如世界著

名的罗森布路斯国际旅游公司利用素质模型进行

人员招聘，使得该公司的员工流动率只有6%。

二、YZ大酒店招聘体系存在的问题

1．YZ大酒店招聘现状

YZ大酒店现有的外部招聘途径主要是校园招

聘和社会招聘，如图1所示。

校园招聘主要是通过与某集团所属的院校，

定时定向地向饭店输送各岗位的人才，除此之

外，饭店还会定期到各大院校进行宣讲和举办招

聘会；社会招聘主要是通过网络、报纸、招聘会

等媒介获取饭店所需人力资源。

YZ大酒店现有的招聘流程如图2所示。

人事部员工和总监负责第一、二轮面试，主

要侧重于对求职者简历的真实性、为人处事的态

度、语言表达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和反应能力等

基本素质方面的评估。各部门各岗位负责人的第

三轮面试，主要侧重于对求职者具体岗位专业知

识和技能等方面的实际考核。饭店总经理或主要

负责人的第四轮面试，主要侧重于对求职者整体

素质、价值观等的综合评价。

YZ大酒店在实际招聘过程中主要采取Face—
to—Face诊断的测试方法，不同部门不同岗位的负

责人根据具体的实践经验，让求职者回答相关问

题或进行实际操作，然后对各方的意见进行综合

分析，从而对求职者和具体岗位的匹配程度作出

判断。

2．YZ大酒店招聘体系存在的问题

（1）面试过程繁琐，周期长，消耗大。YZ大

酒店采取四轮多人多岗位分别面试的方法，虽然

有助于加强面试过程的公平性和公正性，但同时

也会产生面试过程繁琐、周期长、消耗大等诸多

方面的问题，就饭店业目前员工流动率高的特征

来看，对于饭店一些稀缺的岗位，很容易造成人

才的流失。

（2）考核判断内容缺乏标准性。针对面试官

对求职者的考核内容，饭店没有具体的成文规

定，各部门负责人只是根据自身积累的工作经验

和对岗位的理解，有的甚至是根据“眼缘”来判

断求职者是否能胜任工作，这样做具有较强的主

观性和片面性，不利于人才的有效选拔。

（3）注重经验、技能，忽视内在素质。饭店

业作为一个特殊的行业，其更注重于员工的经验

和技能，就目前国内外饭店招聘要求来看，无论

岗位、级别高低，对工作经验的时间要求多则十

年以上少则一年以上，而往往忽视员工内在素质

的要求。

YZ大酒店特别重视有工作经验的员工，甚至

在入门的时候就对工作经验时间作出一定的规

定。对于有工作经验者，饭店减少员工培训，忽

视对其反应能力、创新能力等内在素质的评估，

直接分配到岗位上，结果，有些人不能因地制

宜，缺乏应变能力，最终在工作岗位上无所作为。

（4）缺乏完整的招聘模型。YZ大酒店的招聘

计划只是根据各部门具体业务发展的需要而临时

制定的，并没有考虑到饭店的长期发展战略和总

体规划目标，在具体的招聘过程中，也没有实质

图1 济南YZ大酒店外部招聘渠道

图2 济南YZ大酒店招聘流程

各大媒介发布招聘信息

收集简历 人事部员工面试

人力资源总监第二轮面试

各部门各岗位负责人面试

饭店总经理或主要负责人面试

录用

合格

淘汰

淘汰

淘汰

淘汰
不合格

不合格

不合格

不合格

63%

37%

校园招聘
社会招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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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行为标准、素质类型要求等作为参考依据，

只是根据招聘主考官的经验和感觉来判断求职者

能否适应工作要求，更谈不上对基于素质模型的

招聘规范流程和对员工素质模型的把握，尤其是

对于饭店主要招聘途径的校园招聘，也没有建立

相应的招聘模型。

（5）评价方式单一，不利于发现人才。YZ大

酒店大部分面试官主要根据实践经验对求职者进

行判断评价，很少或基本上没有采用文化筐、情

景模拟等人才测评工具，难免存在一定的主观

性，因此难以对各岗位求职者的具体情况做到公

证、客观、全面的评价，很容易造成优秀人才的

流失。

（6）招聘主考官专业水平不高，面试技能相

对匮乏。YZ大酒店目前的招聘主考官主要来自各

职能部门的经理和总监，其中有部分面试官的专

业水平和技能尚不牢靠，因此不能全面而准确地

评价求职者，很容易造成饭店在选拔人才环节上

的能力不足。

三、基于素质模型的饭店招聘流程体系设计

YZ大酒店根据其现有的实际情况，借鉴国内外

相关理论和实践经验，提出了适合饭店自身的基于素

质模型的饭店员工招聘体系的基本流程，如图 3
所示。

程序一：根据饭店与部门目标进行工作分

析，确定岗位要求

为了保证基于素质模型的招聘体系与YZ大酒

店的人力资源计划保持步调一致，把职位招聘与

YZ大酒店的长期发展战略目标和该饭店的总体人

力资源计划科学有效地连接在一起，并且放在基

于素质模型的招聘流程的开端。首先，把YZ大酒

店的总体战略目标分解为部门目标，再对部门目

标进行分析，最终确定所需岗位、人数、工作内

容、任职要求等。其次，通过事先的访谈和沟通

来确定目前运营状态下哪些最优秀的员工贡献

大，确保需求表述的准确性、合理性和规范性。

最后，决定招聘计划之前需要注意以下几方面

问题：

对部门产生什么样的绩效/成果/贡献；

对饭店产生什么样的绩效/成果/贡献；

反向思维：假设没有此岗位，部门/饭店是否

能达到预期效果；

优秀绩效员工对部门/饭店的贡献有哪些；

优秀绩效员工的动机、愿望、性格特征和行

为表现等。

程序二：书写基于素质模型的职位说明书

所谓基于素质模型的职位说明书就是要对职

位所需求的素质模型和其他特定素质特征进行分

析和说明。基于素质模型的职位说明书在编制过

程中，要注意以下几方面问题：

为了保证素质模型构建的有效性，在进行工

作分析的过程中要围绕“职位”对“工作”和

“人”两个因素进行全面分析；要始终牢记人力资

源管理的基础是基于素质模型的职位说明书；无

论是上下级还是同事，都要做好有效的沟通。

程序三：编写招聘方案

编写招聘方案具体流程包括：

（1）明确整个招聘过程的具体实施步骤；

（2）明确每步的实施时间、负责部门等。例

如 what （做什么、任务是什么）；who （谁做）；

how（如何做、如何确认完成程度和质量）。

为保证方案实施的有效性，在具体过程中要

因时而异地进行调整和修改。

程序四：基于素质模型的职位申请表的设计

职位申请表主要包括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及

求职者的其它相关资料，它不仅是一种能快速获

得求职者信息的有效工具，而且还是面试官针对

求职者提出具体面试问题的重要基础。要真正提

高招聘的效率，实现济南YZ大酒店基于素质模型

的招聘流程，就需要将各岗位通用的素质特征导

入到职位申请表中去。

程序五：建立职位素质模型

图3 基于素质模型的招聘体系基本流程（简要图）

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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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招聘的各要素中，其核心是职位素质模

型。为了真正体现职位对求职者的素质要求，在

招聘过程中除要遵循通用的素质模型外还要因地

制宜地建立适合的职位素质模型。

程序六：审核基于素质模型的职位申请表

招聘小组在收到基于素质模型的职位申请表

后要对其进行审核，一方面大体上可以确定出一

些相对优秀或符合职位素质特征的求职者，另一

方要填写被拒绝求职者的理由。基于素质模型的

职位申请表的审核并不是“相面式”的大体一

过，它也需要按照一定审核方法和标准。

程序七：进行人才素质测评

人力资源部门在对求职合格者进行人才素质

测评的过程中，要遵循一定的程序：首先，通过

了解和分析确定被测评素质特征的准确性和严谨

性；然后，根据需要选择不同的测评方法和工具。

近年来，常用的测试方法见表1。

不同的测试方法在具体应用实施过程中有利

也有弊，下面就测试方法的优缺点进行具体的分

析，见表2。

国外学者曼琴斯基曾以效度、公平性、实用

性、花费代价等四个指标对素质测评的方法和工

具进行了比较研究，见表3：

由图表分析可知，观察评定和背景分析的效

度高，面试的效度最低；除了智力测验、面试和

背景分析外，其他测试方法都具有较高的公平

性；实用性由高到低依次是智力测验、面试、背

测试
方法

履历
分析

纸笔
考试

心理
测验

面试

情景
模拟

评价中
心技术

定义

根据履历或档案中记载的事实，
了解一个人的成长历程和工作业
绩，从而对其人格背景有一定的
了解

以书面形式的测验工具，主要侧
重与评定一个人在科学知识方面
学习成就高低或在认知能力方面
发展强弱的一种评价方式

根据一定的法则和心理学原理，使
用一定的操作程序给人的认知、行
为、情感的心理活动予以量化

一种经过组织者精心设计，在特定
场景下，以考官对考生的面对面交
谈与观察为主要手段，由表及里测
评考生的知识、能力、经验等有关
素质的一种考试活动

根据求职者可能担任的职务，编制
一套与该职务实际情况相似的测
试项目，将被测试者安排在模拟的
工作情境中处理可能出现的各种
问题，用多种方法来测评其心理素
质、潜在能力的一系列方法

测试者对已划分好的被测试者（通
常测试人员与被试者的数量为1∶2）进行一系列测评（包括心理、面
试、情景模拟等），结果由多个测试
系统和观察评定综合得出

适用范围

对实际能力、技
能和经验的考察

用于测量人的基
本知识、专业知
识、管理知识、相
关知识以及综合
分析能力、文字
表达能力等素质
及能力要素

适合了解职位所
需的个性特征

适合了解专业技
能、工作态度等

适用于特定专业
人员

全面具体地考察
求职者的素质、
能力和专业技能

表1 各种测试方法的定义及适用范围

表2 各种测试方法的优缺点

比较
项目

履历
分析

纸笔
考试

心理
测验

面试

情景
模拟

评价中
心技术

优点

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预
测求职者今后的工作
表现，成本低，成绩客
观

成本低、测试效度高、
范围广、成绩客观

方便、经济、客观、较强
的准确性

灵活，获得的信息丰
富、完整和深入

能够获得关于被试者
更加全面的信息，对将
来的工作表现有更好
的预测效果

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
度，得出的结论质量较
高

缺点

真实性不确定；时间越长，
预测效度越低；
数据性强，相对缺乏原理
解释

对求职者的素质和专业技
能不能进行全面地考察

在计分和解释上相对缺乏
客观标准，对测验结果的
评价带有浓重的主观色
彩，对主试和评分者的要
求很高

主观性强、成本高、效率低

对于被试者的观察和评价
比较困难，且费时

投入很大的人力、物力，且
时间较长，操作难度大，对
测试者的要求很高

表3 系统测评工具比较

智力测验

职业能力
测验

人格品德
的测验

情景模拟
测评

观察评定

面试

背景分析

效度

中

中

中

中

高

低

高

公平
性

中

高

高

高

高

中

中

实用
性

高

中

低

低

低

高

高

花费
代价

低

低

中

中

高

中

低

采用
广度

多

少

少

多

少

多

多

高级
管理
人员
甄选
常用
方法

√
√
√
√
×
√
√

基层
管理
人员
甄选
常用
方法

√
×
×
×
×
√
√

普通
员工
甄选
常用
方法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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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分析→职业能力测验→人格品德的测验、情景

模拟测评、观察评定；在测试方法的实施过程

中，观察评定花费代价最高。

上述表述可知，不同的测试方法具有不同的

特征。要想全面而准确地把握求职者的情况，就

要综合多种测试方法。

程序八：基于素质模型的招聘决策和评估

基于素质模型的招聘决策是由招聘决策人根

据济南YZ大酒店的职位素质模型和具体行为表现

所作出的选择。做出招聘决策后，要对整个招聘

过程和录用者进行招聘评估。

四、结语

素质模型作为一种具体环境、具体层面的管

理工具，它具有一定的时效性。因此，各个组织

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建立一个正确的素质模型并

非是一劳永逸的事情，而是要不断检查，根据变

化的现实不断进行调整。除此之外，素质模型在

应用和管理上都具有很强的技术性，因此，应用

者不仅能够对素质的用途、素质模型的描述进行

详细的了解，还能够将素质模型与人力资源管理

技巧、方法结合起来，应用人力资源管理的技

术、方法识别素质，进而改进员工个人及企业的

绩效水平。

[责任编辑：杨理连]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Hotel Staff Recruitment Based on the Quality Model
—Taking YZ Hotel as an Example

TENG Ai-feng
(Shandong Institute of Commerce and Technology, Jinan 250103, China)

Abstract：Talent plays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 hotel, and it has become a key factor for
the hotel to survive and develop in an intense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In order to better achieve the effective allocation of talents
and positions, to play their greatest advantage, and constantly follow and explore specific management standards of the human re⁃
sources, the theory of quality model has been proposed and it is perfected just to satisfy the need for effective human resources man⁃
agement in China’s hotel industry.
Key words：staff recruitment; quality model; YZ Ho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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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业水平测试对学生数学学习自主性作用的调查
——以五年制高职学生为例

张 颖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江苏 常州 213011）

摘 要：在江苏省职业院校学业水平测试试点过程中，以问卷和实验的形式，从高职生数学课程自主

学习的现状和总体特征、自主学习能动性及其自主学习质量、课堂自主学习情况三方面，分析研究该测试

对高职学生数学学习自主性是否存在主观上的激励作用，并剖析造成此状况的学校和学生双方存在的深层

次原因，提出有针对性的启示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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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的背景及目的

当前职业教育由于招生政策的改变，学校数

量增多，生源减少，招生门槛降低，办学质量受

到关注。

笔者曾对本校 2011级五年制高职全体在校学

生作过一次数学学习情况调查问卷和学生代表座

谈（见表 1）。被调查的学生入学分数均达到当地

中考总分的 70%，符合江苏省录取要求，但结果

发人深省。所谓的“能力本位”和“实用主义”

使这些学生入校后就失去了学习基础文化课的热

情，缺乏动力和压力，更谈不上能自主学习。

通过座谈还发现，学生们认为职业学校和初

中相差很大。原来在父母身边，天天督促，又有

升学压力，学习很紧张；到了职校，父母只要求

他们拿个毕业证、学一门技术找个工作，学习成

绩通过就行，所以他们思想上就懈怠了，校园环

境本身就缺少学习气氛，周围同学都这样，他们

也就觉得无所谓。

江苏省将从 2016年开始对基础文化课和专业

基础课进行学业水平测试。此成绩将作为衡量职

业学校教学质量的重要指标，并逐步把测试合格

作为中等职业学校学生毕业要求以及学生注册进

入高等院校学习的重要选拔依据。笔者对此进行

了深入的调查，目的是为使学校教学管理部门能

真正科学地对待数学课程教学，理解基础文化课

程在职业学校的实际作用，还原其本来的地位和

价值，认识到学校的作用是为学生步入社会后的

自身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这一教育的最终

目标。

二、研究的对象及内容

调查以分层抽样的方式在本校（每学期参加

全市期末数学统考、即将参加 2015年省学业水平

指标变量
比例

数学学习有
必要吗？

你在课前预习
吗？

你有课上做笔
记的习惯吗？

遇到学习困难
时，你会主动向
他人寻求帮助

吗？

有必要
没必要

有时
从不

有
没有

会
不会

百分
比

46%54%
21.3%78.7%
10.5%89.5%

39.2%60.8%

指标变量
比例

课堂上你喜欢
小组合作学习

吗？

晚自习，你能自
觉学习吗？

你课后会复习
吗？

你制定过学习
计划吗？

喜欢
不喜欢

能
不能

会
不会

有
没有

百分
比

36.7%63.3%
40%60%

36.1%63.9%

19.6%80.4%

表1 2011级高职生数学学习主动性调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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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 选取 4 个专业 （机电、运营、焊接、数

控），从每个专业选择一、二年级各 2个班进行施

测，共 780 名高职生作为被试，尽量保持性别比

例、年级比例等基本平衡。研究内容是分析高职

生数学学习的总体特征；探索学业水平测试对高

职生数学学习自主性是否存在激励作用；讨论产

生这些现象的原因；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教育建议。

研究采取问卷调查法和课堂实验法。先选取

200～300 名高职生进行预测，对预测数据进行初

步的项目筛选、结构分析，验证问卷的适用性，

确定正式问卷。

三、调查的数据结果

1．高职生数学课程自主学习的现状和总体

特征

“高职学生数学课程自主学习情况调查问

卷”共 23题，涉及五部分内容：一是对自主学习

的认识（1-2题），超过 85％的学生认同适当的自

主学习是有必要的，能树立考试应达到的目标

（见图 1）。说明学校对学业水平测试的宣传到位，

多数学生的学习已向有目的有步骤的方式转变。

二是课前预习（3-4题），在学案的帮助下，基本

上预习的占53.8%，但是理解基本知识的能力还有

待加强。三是上课情况（5-10题），注意力集中的

占 70.6%，能自觉做笔记的占 68%，60%学生能主

动参与学习，喜欢小组互动。数据显示，学生的

学习积极性、主动性比以往有所提高。四是课后

复习（11-16题），超过半数学生能够在晚自习主

动复习当天所学内容，并能在遇到困难时向同学

寻求帮助。五是其它（17-23题），能在规定时间

内主动完成学习任务的占40.8%，觉得已经掌握学

习方法的占40%。说明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还有提

升空间，很多学生承认教师经常给予鼓励、引导

是十分必要的。

2．高职生自主学习能动性及其自主学习质量

“高职学生自主学习能动性及其自主学习质

量问卷”，包括三大类内容：（1）在市统考的压力

下，学生对自主学习的认识与态度；（2）学生自

主学习的内容、方式以及质量监控；（3）学生对

老师的要求。每类设计了10～20题。

调查数据分析可以看出：（1）仅有三分之二

的学生喜欢学习数学。不太喜欢数学的原因主要

是基础差，对数学丧失信心。（2）大多数学生学

习数学还缺乏计划，仅有2％学生学习数学很有计

划，而有 8%学生完全无计划。（3）学生认为数学

与现学的专业和以后的工作没多大关系，不想花

太多时间在学习数学上；另一部分认为数学只要

考前突击一下就行，没必要制定计划。（4）从学

习时间来看，有固定学习时间学习的学生远远少

于无固定学习时间的学生，70.69%的学生认为学

习数学的最佳时间是周末和晚上，这说明许多学

生对数学的学习重视程度不够。因为本校绝大部

分是住宿生，在周末是根本做不到自觉地在教室

学习。在学习时间长度上，73.42%的学生每天学

习数学的时间不足一小时（见图 2）。（5）学生最

希望老师加强专业运用(43.84%)和理解(43.56%)能
力的培养，教学内容要丰富，教学方法要灵活，

教学语言要幽默。（6）很多学生认为自己自觉性

不够强，需要老师的监督。有75%以上的学生赞成

老师平时更多地检查他们的学习情况。这说明加

强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非但没有降低教师

的作用，反而对教师的教学内容和方法等提出了

更高的标准。

另外还发现，不到半数的学生对自己目前的

数学自主学习基本满意，很满意的就更少了，仅

有 1.37%，而很不满意的占了学生总数的 8.22%，图１ 你认为数学自主学习有没有必要

图2 每天用于自主学习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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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远多于 1.37%。这就要求教师加强对学生的督

促。32.88%学生主张通过试卷考试来检测学习效

果。不赞成对学习能力进行自评、互评的占

20.54%，而有9.59%的学生建议取消，他们大多数

是缺乏自信心，害怕让别人知道自己的不足。

3．学生课堂自主学习情况调查实验

“考察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为主题的课堂自主

学习情况实践活动”发现，虽然提前两周宣布活

动计划，但这期间绝大多数学生只能按老师布置

的学案作选择性预习，并且预习时间很短，有些

学生根本不预习。课堂上只有3%的学生能自己制

定学习策略并坚持执行，在小组合作学习活动中

发挥主导作用。过半数学生只有被老师点名后才

愿意在课堂发言，害怕发言的学生不在少数。对

学习中薄弱环节的处理，有三分之一的学生等待

教师解答。课堂作业评价显示，自主学习内容的

习题正确率要略微低于教师讲解内容的习题正确

率，所以如何提高自主学习的有效性值得商榷。

对实验班级329名学生所作的“自主学习数学的内

容安排”的调查问卷表明（见表２），学习内容仍

以课本知识和书本习题为主，主动性不强；虽然

45%左右的学生能有意识地结合专业（仅是指在专

业课学习时需用到相关数学知识时，主动翻阅数

学教材），但他们承认效果不好。

表2 自主学习数学时间内的内容安排

四、对研究结果的分析及对策

调查数据反映出即将面临省学业水平测试的

学生比 2011级学生在数学学习上的主观能动性有

一定的提高，大多数学生感到压力，有学生担忧

测试成绩会直接影响毕业找工作，所以自主学习

的态度较之以往已有明显好转。但是情况并不乐

观，主要表现在：（1）新政策还未正式实施，学

生们还没有相当的紧迫感。受传统教学方法的影

响，很多学生认为读书就是老师教、学生学，在

长期的学习过程中已经比较牢固地建立起被动学

习的观念，没有自主学习的方法。（2）因为学科

本身的特点，难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较少考虑

如何提高分析处理问题的能力，把学习看成任

务，缺乏主动性。（3）部分家长和学生认为到职

业学校就是来学习职业技能的，他们无法理解基

本文化素质对个人终身发展的重要性，对新政策

持怀疑态度。（4）作为学校的决策者，个别领导

认为基础文化课可有可无，学校的发展与文化课

教师素质的高低无关。在学时安排上明显不足，

有的专业学期一半的时间都是实习，甚至在期末

全市统考前仍然安排专业设计周和劳动实习周，

更使得数学教学过程变成了“压缩饼干”。（5）数

学专职教师本身素质参差不齐，缺乏工作热情。

一方面由于课务量繁重，疲于应付，没有时间和

精力去研究教材、反思教学，另一方面由于学校

政策，数学教师比专业教师少了许多外出学习和

进修机会，被边缘化，工资待遇低于同级别的专

业课教师。这些导致他们上课仅仅是完成任务，

过早产生职业倦怠感，很少去关注学生学习能力

的培养。

学业水平测试的目的旨在提高学生的自身文

化素养，为其今后职业发展储备能量。如何改善

当前局面，我个人认为要努力做好以下几点：

（1）作为社会舆论，应提倡教育无优劣，不

能用“以分数论英雄”的老眼光来评价职校生。

要走进职校，了解在校生的生存状况，看到他们

迫切需要理解与支持的心态；发挥正确的导向，

尊重劳动者，深入基层多报道在生产第一线建功

立业的普通劳动者的事迹，以他们为榜样来鼓

舞、帮助职校学生树立“天生我才必有用”的人

生价值观。

（2）作为学校的管理者，应该以教育者更为

长远的眼光营建一个允许质疑、讨论、探索的公

平环境，重视学生的后续发展，科学地对待数学

课程；紧抓数学教师队伍建设，鼓励他们系统学

A．
课本知识

B．
书本习题

C．
专业结合

D．
配套

练习册

没有

人
数

13

36

60

62

比例

3.95%

10.94%

18.24%

18.84%

偶尔

人
数

103

96

120

137

比例

31.31%

29.18%

36.47%

41.64%

有时

人
数

119

114

99

93

比例

36.17%

34.65%

30.09%

28.28%

经常

人
数

94

83

50

37

比例

28.57%

25.23%

15.20%

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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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新的教学理论，并能为教师提升学历层次提供

精神和经济上的支持；尊重数学教师，给予数学

教师与专业课教师同等的外出学习和进修培训机

会，与其他学校同行切磋，学习新观念和新做

法；狠抓日常教学，加强教师队伍管理，以听

课、说课、评课或外聘优秀教师来校兼教等各种

形式，创建竞争氛围，出台相关政策，促进教师

自觉提高教学技能；健全奖励机制，重视调动老

教师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充分发挥骨干教师

传、帮、带的作用，帮助年轻教师快速成长，建

设一支既有经验又充满活力的高效合理教师梯

队；针对生源数量增加、数学教师的缺乏的现

状，校方应及时引进优秀人才，杜绝数学人人能

教的错误思想和为节省成本合班上大课的现象，

只有这样才能使课堂教学更有效，真正做到因材

施教。

(3)作为数学教师，首先应具备对职业教育的

热情和高度的责任感，全身心投入工作中；注重

自身职业素质的提高，主动学习教育理论和心理

学知识，更新观念，丰富教学方法，高标准地提

高教学水平和科研能力。其次要敢于创新，在实

践中推广有效的学习模式，开发适合学生自主学

习的校本教材，达到既能降低理论的严谨性、又

不放弃数学知识系统性的目的。

[责任编辑：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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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vestigation on the Effect of Academic Proficiency Test on Students’Mathematics
Learning Autonomy

—Taking the Five-year Student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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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ngsu Union Technical Institute, Changzhou 213011, China)
Abstract：In the course of the pilot study of academic proficiency test in vocational schools in Jiangsu province, in the forms of
questionnaires and experiments,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present situation and overal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utonomous learning of
the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mathematics curriculum, the initiative of autonomous learning and the quality of their autonomous
learning, as well as classroom autonomous learning situation, the research analyzes whether there is a subjective incentive effect of
the test on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mathematics learning autonomy, and analyzes the deep reasons of the situation existing in
both schools and students, to put forward some targeted inspiration and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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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带数据库；[M/CD]——光盘图书；[CP-DK]——磁盘软件；[J/OL]——

网上期刊；[EB/OL]——网上电子公告。

其书写格式如下：

例一、[序号]主要责任者.题名[J].刊名，出版年（期):起止页码。

如：[1]陈 东.基于分灾模式的结构防灾减灾设计概念初探[J].自然

灾害研究，1996（4）：15-17.
例二、[序号]主要责任者.书名[M].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

页码.
如：[2]牛光庭，李 杰.建筑材料[M].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1993：

21-25.
例三、[序号]主要责任者.题名[D].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

页码.
如：[3]陶建人.动接触减振法及其应用[D].大连：大连理工大学，

1998：17-19.
例四、[序号]专利所有者.专利题名[P].专利国别：专利号，出版日期.
如:[4] 王 杏 林. 建 筑 砌 块 联 接 件 [P]. 中 国 专 利:CNI036800,

1997-09-27.
例五、[序号]标准编号，标准名称[S].
如：[5]GB50023-95.建筑抗震鉴定标准[S].
例六、[序号]主要责任者.题名[N].报刊名称，日期（版次）.
如：[6]陈志平.减灾设计研究新态[N].科技日报，1997-02-13（5）.
例七、[序号]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析出文献题名[A]原文献主要责

任者，原文献题名[C].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析出文献起止页码.
如：[7]钟文发.非线性规划在可燃毒物配置中的应用[A].赵 玮.运

筹学在理论与应用——中国运筹学会第五届大会论文集[C].西安：西安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6：468-471.
例八、[序号]主要责任者.电子文献题名[电子文献及载体类型标识]

电子文献的出处或可获得地址，发表或更新日期/引用日期（任选）.
如：[8]王明亮.关于中国学术期刊标准化数据库系统工程的进展

[EB/OL].http://www.cajed.edu.cn/pub/wml.txt/980810-2.html,
1998-08-16/1998-10-04.

九、本刊的采稿原则是：选题新颖、观点鲜明、文字简炼、事实准确、

论证周密、格式规范、学术性强。

十、本刊所发文章皆是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编委会和编辑部意

见。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剽窃或侵吞他人学术成果。

十一、在不违背作者基本观点的基础上编辑部有权对稿件进行删

改，不同意者请在投稿时说明。投稿请登录高等职业教育网，本刊电

子邮箱为：techedu@263.net。
十二、本刊已加入“中国期刊网”、“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万方

数据——数字化期刊群”、“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等电子媒体，其使用

费已在稿酬中一并给付。凡向本刊投稿者，视同遵从本刊规定。

十三、请勿一稿多搞。稿件投寄两个月内未接到用稿通知或电

话通知，可自行处理，恕不退稿。稿件刊登后，给作者寄当期学报

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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