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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职教体系建设与高职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周建松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摘 要：《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进一步明确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

教育体系的目标，这标志着因高等教育大众化而兴的高职教育正在实现新的使命，即基于构建现代职教体

系的高等职业教育。这一转变，更加突出了高等职业教育的职业性，体现了人才培养的多元性，从而对人

才培养模式和体系的构建产生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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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作为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重要抓手，到

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这对于中国高等职业教

育而言，实际上是一场根本性的变革，或者说这

已经成为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新常态，它一定要

也一定会改变高职教育的理念、思想和方法，从

而引起整个高职教育办学体制和机制的调整、人

才培养模式的变革。

一、从助推高等教育大众化到构建现代职教

体系：高职教育进入新常态

众所周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是其

作为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而起步的，作为推进高等

教育大众化的高等职业教育，它经历了没有明确

发展目标和路径的摸索和探索阶段。从政策上经

历了“三不一高”；从形式上经历了“三改一

补”，进而发展到世纪之交的高等职业教育规模扩

张型大发展。尽管如此，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

中的几个特点仍然鲜明：第一，它在招生对象上

基本是普通高中毕业生，主要是应届高中毕业

生，并以解决高中毕业生的升学出路为主要目

的，满足的是高中毕业生上大学难的要求，因

而，属于高中后教育；第二，它是对高等专科这

个层次的逐渐取代，从“三教统筹”再到除医卫

药以外院校的统称为职业（技术）学院，自然对

我国建国后建立起来的专科层次的高等教育从形

式上加以了否定。而且在相当长时间内，把高等

职业教育作为一个类型而不是一个层次；第三，

它在学历层次上始终定位在大学专科层次，尽管

创办初期的学校都称之为职业大学，后来也有许

多学校提出了升办本科层次高等职业教育的愿

望，并通过联合培养方式加以实践，但从政策层

面看，就目前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独立办学而

言，仅停留在专科层次；第四，学生毕业后的出

路是以直接就业为主，正因为这样，教育部在

〔2004〕 1号文件即《教育部关于以就业为导向深

化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文件中明确提出，

高等职业教育必须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

向、走产学研相结合，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

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高素质技

能型人才，就业为导向，满足第一线需要成为重

要特色和特征，毕业即上岗成为首要目标，考核

就业率、评价就业质量成为重要内容。我们认

为，以上四条应该是作为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高等

职业教育的主要特征。正因为这样，高等职业教

育也始终只能是高等教育的补充和调节，尽管在

一段时间，我们已承认在规模上是半壁江山，实

际上却没有足够社会吸引力，也没有从根本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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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从 2010年开始，国内专家和教育行政部

门的领导开始提出了职教体系的概念，进而发展

到提出构建“适应发展需求、产教深度融合，体

现终身教育理念、中职高职衔接、普教职教融

通，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

系。笔者以为，站在体系视角的高等职业教育与

基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高等职业教育，已经标志

着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战略和方式上的转型，

这种转型至少应表现在：第一，现代职业教育是

一个独立而完整的体系，包括了初等、中等、高

等乃至更高层次的职业教育，而高等职业教育本

身也是有层次的，包括了专科、本科乃至硕士

（专业硕士），高等职业教育已不仅仅表现或停留

在专科层次上；第二，高等职业教育的生源发生

了变化，不仅包括传统的高中毕业生，还包括大

量来自职校的中等职业毕业生和技校毕业生，今

后还会包括接受了普通高等教育的大学毕业生，

重新接受职业教育，当然，也包括经过一定工作

以后重新进行知识更新、学历提升和职业训练的

其他学生，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终身教育理

念；第三，毕业生出路的多样化，专科层次的毕

业生除了我们原来意义上的直接就业以外，还将

会有更多的出路，相当比例的学生有机会升入更

高层次学校学习，包括直接的本科层次的职业教

育，也包括等值意义上的普通本科教育（当然概

率会低一些），还有相当一部分学生会选择自主创

业，以适应国家倡导、鼓励和支持的“万众创

新、大众创业”的需要。这应该说，这些变化可

能是直接的，也可能是间接的，可能是快速的，

也可能是渐进的，但其趋势是必然的。

二、以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组成部分为主要内

涵的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主要特征

从作为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重要抓手，到作为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和环

节，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肩负着太多的使命，包

含着更新的诸多内涵。

首先，高等职业教育应该是一个综合体。无

论是作为一所相对独立的学校，还是一个系统或

体系，它的职能和内涵不应也不会是单一的。单

就教育自身看，它既承担着人才培养、科学研

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职能，承担着

职前职中职后教育和培训的职责，承载着促进就

业、推动创业、服务发展的任务。正因为这样，

它一定不会是单纯的学历教育，而且也不是某个

层次的学历教育，应该包括利用教师资源的培训

等社会服务，利用各类人力资源和智慧的科学研

究，而且培训等应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和占比。

其次，高等职业教育应该是一个跨界体，也

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职业教育有其经济的属

性，包含着民生的概念，《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

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中也明确提出，到 2020年，

形成适应发展需求、产教深度融合、中职高职衔

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体现终身教

育理念，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

育体系。同时，把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作为重要

的办学形式，把工学结合、知行合一作为重要的

人才培养目标和路径。产业发展所需、产业转型

所求、产业升级所指，应该成为我国高等职业教

育发展的重要依据，也是衡量高等职业教育质量

高低的重要试金石，所培养的人才能否适应社会

和产业发展所需，也是衡量教育成功与否的重要

标志之一。正因为这样，经济发展有职业教育，

职业教育体现经济发展，同步规划、超前考虑、

提前谋划，将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对职业教育

的应有政策和待遇。

再次，高等职业教育应该是一个海绵体，海

绵体的初始含义应该是具有较强的弹性和吸纳能

力。就高等职业教育而言，一方面，作为职业教

育体系组成部分和组成环节的高等教育是我国高

等教育的重要形式、重要内容、重要途径和重要

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它自身也是现代职业教育

体系中的重要层次，这就确定了它的主要任务不

仅在于高等教育质量和总量，而是高等教育质量

和结构，从某种意义上说，结构功能在今后的高

等职业教育发展中作用或意义更加明显。这是因

为，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将决定和影响我国高等

教育人才的学历结构、类型结构乃至专业结构

等，同时，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中的政策调整和变

化，也将影响我国高等教育的总的效应，这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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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一方面用人单位找不到适当的人才，而相

当比例的大学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的重要因素。

正因为这样，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一定会有

许多弹性政策和机制，包括规模、层次、专业、

内容等，这或许是说，目前一刀切不允许办本科

层次的做法，也不符合弹性要求，自然也不太符

合跨界体属性。

第四，高等职业应该更具职业性。人们始终

也比较一致的认为，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从诞

生那一刻起，就具有高教性、职教性、区域性、

行业性、实践性等特点，应该说，在推动大众化

时期，人们更强调其高教性，由于大部分学校为

中专升格，人们更强调办学升格、管理升级，但

是作为一个类型的教育，实际上，它必然性地要

呈现出其类型特征，这就是其职业属性，这不仅

高等职业教育要更加突出这一点，连新建本科和

应用型本科学校，也要实现由传统学科型知识型

向职业型的转变，这就是说，我们必须在坚持高

教性的同时，更加突出在办学和人才培养上的职

业化属性。

除了以上几个特性以外，我们认为，从高等

教育大众化到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来谈发展高

等职业教育，表明我们在政策上已经从被动转向

主动，过去是因为高中生多、上大学难、人才需

要短平快，我们必须满足多方面急需。而现在，

我们可以比较从容地研究人才需求的总量和结构

（包括专业结构、地区结构、学历层次结构）及质

量要求，从而对发展职业教育做出更为科学合理

的决策，也就是说，国家对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

将是自主性，是主动设计、积极发展、大力发

展、加快发展，要的是适应需求和结构的质量。

三、基于现代职教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高职

教育之人才培养工作探讨

前面分析，只是提出和分析了一个命题，作

为高等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高等职业教育，正在

履行第二个阶段的使命——基于现代职业教育体

系谈高职，而非基于大众化推进谈高职。因此，

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观及质量观由此会发生新的变

化，人才观和评价标准也会相应调整，多元立交

这个概念，对于高等职业教育质量观的建立和教

育教学改革特别有意义。

1．多元立交与以人为本的高职教育

如前所述，在体系建设的背景下，学校的功

能是多元的、职责是多元的、生源是多元的、毕

业生需求也是多元的，因此，教育教学模式也必

然是多元的，我们认为，这种多元性正是体现了

以人为本的理念，不同的学生具有不同的目标，

需要差别化的教育教学、需要因材施教、需要扬

长教育、需要特长培养，与此同时，多元也标志

着教育对于结构社会需求多元需求的要求，也就

是人才需求的多元需求，这需要我们从人才培养

规律和社会需求规律相结合的视角去研究需求、

发现需求、适应需求、满足需求，创造立交路

径，实现立交发展。

2．多元立交背景下高职人才培养模式仍应有

所坚守

总体而言，高职教育既是类型，又有层次之

分。在当前情况下，它处于专科层次，作为类型

教育，我们必须坚守并强化最基本的，这主要包

括：第一，开放办学、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应

该说，以开放合作为主题是高职教育最为重要的

特征和特点，这也是打造类型特色教育的关键，

我们既必须在客观上把握，也必须在微观上落细

落小，无论生源种类多少，学生出路多么复杂，

我们不能被学科知识教育类同化。第二，工学结

合、知行合一、学做一体、培养知行合一的技术

技能型人才，应该是高职教育不变的目标。通过

校企合作，通过打造“双师”结构和“双师”素

质的教学团队，营造教学实训化、实训生产化的

教学环境，培养知道怎么做且能够动手做，做得

有质量化，这应该是最为重要的。第三，把重点

放在面向基层一线的操作性强、直接就业能力上

方向不变。也就是说，高等职业教育必须继续贯

彻服务为宗旨，就业为导向方向不变，要重点培

养学生有面向基层一线的思想，具有操作的能

力，也就是说，必须具有较强的就业能力，切实

提高岗位的适应性、针对性。

3．多元立交背景下高职人才培养模式必须有

所创新

从大众化到职教体系建设，毕竟时代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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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变了，更重要的是生源也多样了，因此，必

须在人才培养策略上有所调整、有所创新，具体

地说：一是要更加注意因材施教。也就是说，要

根据不同地域、不同生源、不同需要的学生和发

展方向，实施更有针对性的培养。如“三校生”

的培养，“3+2”班的培养，创业方向学生的培

养，升学方向学生的培养等等，都应该有所选

择，有所差别；二是要突出扬长培养和个性化培

养。传统教育比较注重补短教育和培养，即所谓

缺什么补什么，处理得好，会有所成效，但如果

处理不好，会形成“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

的情况，事倍功半，在新的形势下，由于对职业

教育应该突出扬长避短、培养特长、营造人人有

特长的氛围，把优秀的个性和特长发挥出来；三

是要更加重视专业和技能课程。小班化是发展方

向，由于生源多样、出路多样，要提高教育培养

效果，比较切实有效的方式是小班化，因为小班

化可以兼顾统一性和差别性，有利于突出重点，

明确要求，提高效果；四是推进更高水平的教育

管理。由于生源多样、出路多样，要求我们在教

学方案设计时要了解中职教育、高中和本科教

育。至于创业政策，我们需要专门的教师、场

馆、机构和机制，这对我们建立健全科学的教育

管理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对教师队伍的结构和

素质也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进行精细化管理。

[责任编辑：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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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and Innova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Talents Training Mode

ZHOU Jian-song
(Zhejiang Financial College, Hangzhou 310018，China)

Abstract: The goal has been further defined in the Decision of the State Council Concerning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that is, to build a world standard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 marks a
new miss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springing up due to the popular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that is, to develop higher vo⁃
cational education based on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This transformation has more emphasis on the
profess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reflected the diversity of talents training as well. Thus, it has made new effects on the
talents training mode and construction of system.
Key words: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talents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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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文化是任何一所大学生存发展的底蕴和

基础，也是完善高职教育教学模式、提高职业教

育吸引力和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举措，文化建设

应成为高职内涵发展的建设重点。高职院校要推

进内涵建设、提升教育质量势必将文化建设纳入

高职院校的长远发展中。

一、高职教育新办学特征分析

1．办学主体体现出多元化的动态生成性

高职教育一度因循普通本科高校“学校本

位”办学模式，引发了高职人才培养的弊端，具

体表现为“三个主要缺陷”：学校教学内容与生

产、服务一线所应用的最新知识、最新技术、最

新工艺的差距；学校实训设施与生产、服务一线

最新设备的差距；学校专业课师资与生产、服务

一线技术专家、操作能手的差距，校企合作是解

决这些问题的有效途径。高职学校不能营造浓厚

的校园职业氛围，视觉物化符号体系和学校精神

内涵、校园文化都缺乏职业气息。随着办学实践

的检验、省视和教改的逐步推进，高职教育冲破

“学校本位”发展的藩篱，以多元化产学研一体模

式培养复合型高技能人才，向“能力本位”、“发

展本位”的人才培养目标努力。“产学研一体”、

“校企合作”职教模式普遍推行，高职教育环境走

向开放合作。多元化产学研一体办学模式正在动

态生成，这一模式既推进了高职教育校企合作办

学的组织保障和制度规范，也克服了合作的单向

度倾向，日益理顺平衡了校企合作这一相关利益

者组织的各自利益诉求，实现了合作共赢，总

之，高职教育正朝各方教育主体主动集聚、多元

教育主体合作融通的产学研一体模式发展。

2．教学主体体现出师生的互主体性

实践是高职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所以高职

教学双方主体呈现出颠覆传统基于课程和学科的

“主—客”交往的单一主体关系模式，迈入基于课

程教学、技术技能实训和职业场所实践的“主—

主”或“人—人”交往模式。高职教育教学关系

呈现出实践语境中的互主体性，师生基于多种教

学要素的整合，在彼此的价值观对话和实践交往

中，实现从理论架构回归实践能力建构，从而实

现学生个体的全面发展。传统“学校本位”办学

模式追求学科理论体系化，课程理论痕迹过重，

课程学科化倾向明显，职业化教育特征不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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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实训完全脱节，考核方式单一化、一考定成

绩。而高职教育“能力本位”的培养理念要求高

职教学重构课堂，连通岗位，以工作过程为导

向、工作任务为驱动、以课程项目化改革为手

段、以实践实训为途径，侧重于能力测试的形成

性、过程性等多样性考核为考核评价方式。近年

来，高职师生互动的主要媒介已经由单一性课程

拓展至课程与实践并重，在实践实训环节中构建良

好的互主体性师生关系，通过对师生互动媒介的实

践导向改革，突出学生实践能力培养，以“教学做

合一”的教学方法培养高职学生的技术技能，从理

论架构的学科化转向能力培养的实践导向。

3．学历文凭—职业资格证书从独立疏离走向

“兼容性”

高职教育新制度设计正转向“双证书”制度

这一理想培养模式。双证书制度旨在在对传统本

科教育和高职教育的规范和调整中，消除或减弱

学历文凭和职业资格证书这两种证书的隔阂，打

破两种教育证书关系上的离散状态，实现优质教

育性与高等职业性的并蓄兼容。通过两种证书体

系的制度性整合和功能性整合，达成两种证书兼

容并举，满足社会人才市场和高职教育自身特性

的发展要求，实现高技能人才的切实培养。

二、高职院校学校文化建设策略建构

1．加强多元主体文化融合，加强现代职业文

化构建

高职学校文化作为社会文化传承与发展进程

中的一个分支文化，与其他文化子系统密切联

系、互促互动，以文化融合的样态共同发展。多

元文化整合策略是高职学校丰富文化内涵、增强

文化活力、建构现代职业文化的唯一路径。高职

院校应该建构“政、区、行、企、研、校”等多

元主体参与互动的文化融合和渗透模式，形成基

于多元化产学研一体教育模式的大职业文化环

境，凸显现代职业文化特征。多元主体互动的文

化融合，是职业文化和校园文化不断磨合、相互

融合所形成的一种具有现代职业管理和学校教育

双层文化背景的高职内涵的积淀成果，是高职院

校推行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产学合作、订单培

养、半工半读等培养方式和措施的过程中，积淀

下来的现代职业文化。现代职业文化以鲜明的区

域性、行业性、生产性、研发性和教育性特征，

反映高职教育既姓“高”、又姓“职”、又姓

“区”的职业性、实践性、社会性和经济发展服务

性等特征，创设了全新的文化育人情境，能够培

养与现代职业活动精神契合、具备良好职业素养

和发展后续力的高素质高技能人才，所以在多元

主体文化融合中加强现代职业文化构建，是高职

院校学校文化推进的重要外在助推力。具体策略：

（1）“校区”文化融合探索：高职院校应以

区域 （地域） 自然文化、精神文化、社会文化、

生态文化等不同样态文化彰显的文化特性、人文

历史底蕴和源远价值传承，作为学校文化改进的

基石和动力。比如当地的民俗传统、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非遗物质文化遗产、独特的地理位置和

生态环境、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等历史文化资

源要素，都可被吸纳至高职院校的精神文化内涵

建设（如校风校训教风教训征集、学校文化标识

设计等）中，校园的建筑景观、园林设计也可以

以富含区域文化特色的物化外观环境呈现，物质

文化的建设既要体现学校的办学理念、学校精

神、价值取向，又要反映发展特色，育人环境和

品位格调。通过内隐文化精神和外显文化视观的

结合，不断提升高职院校的文化素养。

（2）“校行、校企”文化融合探索：应开展

行业企业文化进校园建设活动，坚持将行业企业

的优秀文化精神渗透进高职校园和人才培养中。

可以开设著名企业家和杰出校友讲坛、举办行业

专家讲座和标杆人物模范人物介绍、播映行业发

展进程纪实片、观看行业企业文化宣传片、开展

行业职业礼仪大赛、组织系列竞赛（职业生涯规

划竞赛、职业技能竞赛、专业演讲竞赛、创业设

计竞赛、职业精神征文竞赛等）、开展专业发展论

坛和企业文化培训、引入企业规章制度（“组织

管理制度、质量管理制度、人事管理制度、成本

管理制度”、绩效考核制度）、邀请企业家进课

堂、选派教师到企业挂职锻炼等，通过多个文化

精品活动，搭建“校行”“校企”文化深度融合平

台，形成“校行”“校企”文化共同体，寻求职业

文化对接的高效衔接点。

-- 8



高等职业教育—天津职业大学学报第 24 卷第 3 期 Jun.20,No.3
（3）“校研”文化融合探索：在“产学深度

融合”中合力研发科研项目并应用于生产，使高

职学生上升为“研发型”技术能手。应重视培养

学生在应用技术及与生产生活实践密切相关的创

新研究领域的科研能力，激发学生科学素养，形

成具有科研探索精神和开发实践能力的高职学校

文化。高职院校要面向企业生产情况找科研项

目，针对工艺、产品找横向课题，与企业的技术

研究所紧密合作，在企业的生产、科研一线培养

学生创新研究的思维和能力，校企合作开发科研

项目，完成技术革新；也可以在校本部成立专门

的技术开发研究所，集聚行业企业专家和校内科

研能力强的教师任联合指导，依托校内实验实训

基地，指导学生开展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科技项

目研究，有效培养学生科研思维和创新能力。

2．加强教学过程的要素文化整合效能，注重

高职教育内部文化整合

高职院校内部学校文化的构建，主要是基于

学校环境，由教学过程涉及的专业、课程、教

材、实践基地、师资、学生等各要素进行群体文

化整合，在教学活动中凸显学校主体文化的改

进。师生主体间关系形成和发展的主要领域是高

职教育教学过程，因此对教学过程各要素进行群

体文化整合，是加强学校内部文化建设的重要途

径。由于师生关系的不断“解冻”，民主平等师生

观念和高职实践性育人价值取向的教育语境，势

必使得教学过程各要素能够围绕师生教育的实践

语境进行师生群体以教育过程为中心的文化整

合。师生群体基于教学过程各要素的教育内部文

化整合，是高职院校文化转型的重要标记。高职

院校的这种文化整合形成在于职业实践特征的教

育流程中，以“工学做联动、产学研一体”的教

学模式为生成平台，以职业技能的专业性、实践

训练的能力化、职业能力的综合化和学生参与的

主体性为主要特征，区别于普通高校文化呈现出

的书本化、学问化、知识化特征。

具体策略：

（1）专业设置上，注重开设专业的多样性，

对应不同类型的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职业素质要

求，深度挖掘专业文化内涵，形成独特的专业文

化品牌；注重不同专业文化的融合，通过专业文

化讲座、橱窗专栏宣传、跨专业选修课程、“学分

银行”学分存兑等方式，让具有不同特征的文化

要素和文化因子通过开放式流动，更新再组成专

业群的大类文化或者赋予原先专业文化新的活

力；注重专业文化和企业文化、行业文化以及技

术文化的融通，用现代职业文化的内涵，拓展专

业文化发展的深度和广度。

（2）课程文化上，作为师生群体文化整合和

文化交流对话的重要媒介，要凸显课程建设的活

力、创新精神和职业特征。在课程设计理念上要

强调实用性、课程知识选择坚持科学性、课程开

发凸出多样性、课程教材凸显能力本位、课程教

学方式体现学生主参与性和主体性、课程考核评

价重在灵活性、课程组织凸出项目性，以优质课

程和精品课程引领课程文化，辉映专业文化特色

建设。

（3）实践基地建设上，与企业共建校内外实

习实训基地、创业基地、教学服务基地、研发基

地等，充分共享校企合作的实践资源，在校企深

度合作模式中实现人力资源、技术信息、文化资

源、管理资源共享；也可以高职院校自主投建素

质教育基地、主题博物馆、展览馆等，让学生深

切体验文化精神，促进文化融通。

（4）师资文化上，加强“双师”型师资队伍

建设，完善“双师”队伍结构；革新职业教育理

念，构建学习型教师队伍，使师资文化适应现代

职业教育发展，从理论保守型走向能力建构型、

实践开放型、动态发展型；通过业务知识培训和

职业能力培训，引导教师汲取行业文化精髓，深

刻领会和加强体认职业文化精神和现代职教要

求，自觉融入教育教学工作实践，形成推动高职

学校文化发展的强动力。

（5）学生文化上，融入“参与”理念，以学

生为本，在教育过程和职业能力培养中充分调动

学生积极性和自发自为的“主体性参与”意识，

尊重学生“权利主体”意识和合理的“权利主

张”，构建学生“权利文化”、“参与文化”以实现

学生的全面发展。另外，高职学生身份具有“学

习者”与“职业者”双重属性，应大力提倡并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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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促进现代职业文化融入学生生活，形成促进学

生发展的职业文化氛围。

3．注重职业能力培养，实现综合职业文化内

涵提升

高职教育应培养“文化修养与专业”兼具的

职业人，以全面发展的教育价值观为引领，培养

全面和谐发展的人，使得能力本位的高职教育依

然是人之为人、“具有成长性”的教育，因此“双

证”制度异名同质，其共同的价值观是坚持文化

修养、专业技能以及伦理规范兼具的全纳职业能

力价值观。“双证”融通中的全纳职业能力建构，

存在着能力间性，即不同的能力指向中存在着统

一性和关联性，是“专业技能—伦理规范—人文

精神—科学精神”的彼此对等并互相融通关系。

全纳职业能力要求我们重视专业技能、伦理道德

规范和文化修养的多重综合培养，最终形成“能

力融通”的全面发展状态，不仅能具备胜任职业

的专业能力，更重要的是具备了用以成长自我、

发展自我的“综合职业文化内涵”，即长期职业活

动中必需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规范以

及相应的习惯、气质、礼仪与风气，它的核心内

容是对职业使命、职业荣誉感、职业心理、职业

规范以及职业礼仪的自觉体认和自愿遵从”。

因此在“双证书”制度中，一定要籍全纳职

业能力培养，实现综合职业文化内涵提升。首

先，应坚持构建教育为人的教育价值观，坚持将

全纳职业能力指向作为高职教育的价值取向和培

养准则，以“文化修养与专业”兼具的职业人培

养观作为高职教育教学的实践品格和价值态度，

克服职业技能培训的过分实用化造成的专业技能

与人文素养的分裂；其次，作为传承人文精神、

科学精神和伦理规范的高职通识教育，也应与专

业课程高效对接，创新教学模式，结合专业特征

实施专业个性化教学，大力开发隐性课程和第二

课堂，建立全纳职业能力本位的高职通识教育模

式：以专业案例驱动学习能力，以学科思想培养

思维能力，以理实结合带动实践能力，藉能力培

养内修素质涵养，同时实施文化素质教育工程，

开展文化标识项目和文化精品项目、设置文化素

质教育课程、建设文化素质教育基地、推荐文化

素质教育图书、开展文化素质教育特色活动；再

次，可以借鉴杭州职业技术学院在多证融通方面

的做法，学校以融致胜，在学历证书、岗位证书

以外，给每一位学生颁发由杭职院院长、合作企

业总裁共同签发的、证明其熟练掌握具体技能的

学历证明，三张互融、互补的证书，实现学生全

面就业。在人才培养模式中以“融”文化为核

心，在多证书相融中使“学校融入区域发展，专

业融入产业发展，教师融入学校发展，学生融入

专业发展，实现校企、校区、校校、工学、产

学、研学以及师生部门之间的优势互补，双赢共

勉，以“融”形成办学特色和核心竞争力。总

之，综合素质养成和专业能力精进要融合成一个

强大的“人文素养—职业技能”交叉协同的全纳

职业能力体系，培养具备综合职业文化内涵的全

面发展职业人。

三、结语

高职学校文化建设是高职教育深化改革的价

值底蕴、深层次动因和本质目标，“文化育人”应

被纳入高职教育发展的应然状态和实然实践。建

构、创新和丰富文化生态环境，形成深具特色的

高职学校文化，不断强化高职学校文化的文化建

构意识、文化自觉理念，提高高职文化认知和文

化积淀，推进高职学校文化改进，跟进高职特色

文化塑造，以丰富高职院校内涵，提升高职教育

质量。

[责任编辑：陈保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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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坚实平台。通过分析高职院校的发展定位、核心竞争力的内涵和构成，提出从师资力量、第三方评价体

系、人才培养模式、执行力和特色专业五个方面提升高职院校的核心竞争力。

关键词：高职院校；核心竞争力；竞争优势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8415[2015]-03-0011-04

收稿日期：2015-06-10
基金项目：该文为2013年安徽省质量工程项目“模具设计与制造省级特色专业建设”（编号：2013tszy085）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金敦水（1984—），男，安徽巢湖人，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系，模具教研室主任，讲师，硕士。

高职院校核心竞争力是实现学校可持续发展

的坚实基础，它是高职院校在成长过程中通过自

身不断的改革与创新而形成的，是培养高素质劳

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的根本保障，它孕育于高职

院校的文化，融合于高职院校内质之中。

一、高职院校的发展定位

进入新世纪以来，高等职业教育作为高等教

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快速的发展，为我国经济

的快速发展培养培训了大批中高级技能型人才。

但由于它的起步和发展较晚，公众对高职教育的

认识依然存在一定的误区。为了提升高等职业教

育的办学水平，使职业教育体系适应加快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的要求，发挥高等职业教育在国民经

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教育部先后开展了百所国

家示范高等职业院校和国家骨干院校的建设，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部门也相继开展了省级

示范高等职业院校的建设，极大地提升我国高等

职业教育的办学水平和发展速度，2014年国务院

和教育部分别颁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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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2020年）》，共同对职业教育的培养层次进

行进一步的界定，重新设计我国职业教育体系，

明确人才培养目标，将高等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

目标由原来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转变为培养数以

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从而满足

各层次技术技能人才的教育需求。

面对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新任务和新目标，

高等职业教育在新的起点上迎来发展的新机遇，

特别是在新的高等职业教育体系中本科和专业学

位研究生的培养工作还处于起步和探索状态。高

等职业院校必须审时度势重新定位，进一步明确

学校的发展定位，树立科学、先进的高等职业教

育发展理念，创造出自己的教育品牌，坚持以质

取胜，从而在职业教育的发展中争得一席之地，

为培养出满足社会需求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

能人才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高职院校核心竞争力的内涵及构成

核心竞争力理论是美国学者普拉哈拉德和哈

默最早提出的概念，它是使企业获得持续竞争优

势的能力和基础，根据企业核心竞争力理论分

析，判断核心竞争力有三个标准：一是核心竞争

力必须为市场所认可；二是核心竞争力必须给客

户带来特别利益和效益最大化；三是核心竞争力

必须是竞争对手难以模仿的。企业和高职院校都

是社会组织的一种形式，他们产品都是为了满足

社会的需求，由于他们的社会作用和性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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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简单的按照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的标准来分析

和研究高职院校的核心竞争力显然不太合理。因

此，高职院校要想深入分析、理解和掌握核心竞

争力，就必须深入研究高职院校的培养对象和企

业产品之间的差异。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产品上

的体现为产品在市场上是否具备不可替代性，但

是现在高职院校的毕业生很难也不可能具备不可

替代性，所以核心竞争力在高职院校之间的体现

就是学校培养出的人才能否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

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是否最

大限度地满足社会专业转型和升级对人才的需

求，其带来的竞争力，超越了院校的区域优势和

教学过程的优化，将院校的竞争直接转变为整体

办学实力的对比。

高职院校的核心竞争力是学校在长期的教育

教学改革与实践中积累起来的人才培养能力系

统，是高职院校在竞争中取得的可持续生存与发

展的坚实平台，是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的

某个环节或者多个环节与其他院校相比有明显的

优势，而这种优势不再是单纯的由资源决定的比

较优势，而是别人难以替代的竞争优势，其包含

的五个要素为：师资队伍是形成核心竞争力的基

础，人才培养模式是核心竞争力形成的关键，第

三方评价体系是核心竞争力的重要表现形式，执

行力是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保障，特色专业建设是

核心竞争力形成的前提。

三、高职院校核心竞争力的培育途径

高职的核心竞争力的创建和培育是一个复杂

和多元的系统工程，随着国家示范院校、骨干院

校和省示范院校推进和相关职业教育发展政策的

支持，目前大部分高职院校无论是在办学的硬件

条件和软件条件上都得到极大地提升，而要想培

育和构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高职院校的发展就

必须坚持遵循以教育市场和教育服务消费者为出

发点，以提供优质教育产品和实现学校的可持续

发展为落脚点的基本原则，重点加强以下五方面

的建设，努力将学校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

从而实现核心竞争力的培育。

1．加强师资力量的建设

师资力量是决定高职院校竞争力的核心要

素。在企业核心竞争力理论中，员工对企业的忠

诚度是企业核心竞争力构建的根本和基石，高度

重视员工忠诚度的培养已成为企业发展壮大的核

心任务之一。在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中，建立一

支优质、高效和敬业的师资队伍是学校发展的根

本，是核心竞争力培育的坚实基础，因此如何夯

实基础将关系到学校的生存和发展。

第一，进一步完善教师考核、晋职和聘任制

度，形成教师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机制，提升教

师对教育事业的忠诚度，这种机制的建立不仅是

体现在薪资待遇上，更加体现在尊师重教上，让

教师认可校园文化和环境，从而能够把个人的发

展融入到学校的发展中去；第二，鼓励教师加强

自身核心能力的培育，创造条件引导教师在人才

培养的某个或者多个环节中，将自身在专业建设

和教学上的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避免出现

教师的技能水平、教育教学水平多而不精、泛而

不专；第三，加强对兼职教师教学水平的提升及

教学质量的监控，兼职教师一般具备较强的工程

实践能力，但是教育教学能力不足，高职院校必

须通过专业培训以发挥技术人员和能工巧匠的核

心能力，使其真正成为教学团队的重要成员。第

四，加强专业带头人和骨干教师的培养，以专业

带头人和骨干教师为核心构建专业建设团队，充

分发挥专业建设团队在专业建设中的作用。

2．以就业为导向，构建科学合理的第三方评

价体系

毕业生的就业能力是高职院校核心竞争力的

重要表现形式，评价任何高等职业院校办学水平

的底线标准都是毕业生的就业能力，其主要包

括：毕业生就业率、就业质量和长期职业发展能

力。2011年教育部和财政部在《关于中央财政支

持高等职业学校提升专业服务产业发展能力的通

知》中提出，建立第三方评价体系和对毕业生进

行至少五年的发展轨迹进行持续追踪等都是对高

职院校毕业生就业能力反映的重要形式，也是体

现高职院校办学水平和特色的重要参考指标。

坚持以就业为导向，构建科学合理的第三方

评价体系是一项系统过程，各要素之间相互制

约、相互提升，在建设的过程中主要从下几个方

-- 12



高等职业教育—天津职业大学学报第 24 卷第 3 期 Jun.20,No.3
面入手：第一，建立两级管理工作机制，形成

“一把手主抓、职能部门协调、以系（院）为主、

全员参与”的院系两级管理工作机制，使人才培

养与毕业生就业相结合，在分析就业率的同时加

强对毕业生就业质量和就业对口率的分析，并将

结果及时反馈于专业建设，构建科学合理的招

生、培养和就业工作的闭环反馈系统；第二，麦

可思公司作为第三方数据典型代表已为各高职院

校所认可，其每年的发布人才质量分析报告也成

为高职院校的专业建设的重要参考数据。在麦可

思的评价体系中，高职院校作为数据收集的重要

参与者，必须高度重视数据采集的全面性、准确

性和真实性。对于合作企业，要建立定期的回访

制度及时掌握企业对毕业生的质量评价信息；对

于毕业生，将第三方评价数据采集作为其顶岗实

习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对于评价体系的其他利

益攸关方，须通过网路搭建信息收集和交流的平

台，克服那种只寻求获得评价量化结果而忽略与

评价者交流的倾向，建立学校与各评价主体之间

的信息沟通与信息反馈的畅通渠道，并将其贯穿

于评价过程的整个环节。

建立以系（院）为主体，专业教学团队和辅

导员为两翼的毕业生五年发展跟踪调查机构，以

专业教学团队为依托，通过辅导员建立联系平

台，全面掌握和了解毕业生五年职业发展中的具

体信息，及时为其职业规划和专业发展上提供支

持，并将收集的信息反馈于专业建设中。由于辅

导员在毕业生的五年跟踪调查中起到穿针引线的

作用，所以学校必须建立和配套相应的政策支持

和绩效考核机制。

3．以素质和能力并重，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培养模式是核心竞争力形成的关键。教育部

副部长鲁昕在 2014年全国职业院校管理经验现场

交流会上明确指出，职业院校培养的学生不能只

传授一技之长，更要注重文化素养、职业精神等

能力的培养。

随着高职院校招生渠道的多样化和生源结构

的复杂化，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模式的确定必须进

一步坚持以学生主体，坚持素质和能力并重，为

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夯实基础。高职院

校在人才培养模式的设计中，首先将素质和能力

培养贯穿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建立素质和能力

并重的人才培养模式，明确素质教育不仅是思想

政治教育，它还包括文化素质教育、职业能力教

育和创新意识教育等，它们之间只有内容多少的

差别，没有地位的高低之分，将素质教育的师资

队伍建设和专业师资队伍建设并重；其次，素质

教育不能只在课堂上讲道理，要积极探索教学方

式的改革与创新，特别是“两课”教育形式要多

样化，努力加强校园文件建设，积极开展各种富

有成效的科技文化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例如大

学生科技创新比赛、青年志愿者活动、大学生假

期社会实践调查和勤工助学等，另外安排学生利

用暑假到专业对口企业进行生产性实习，提升适

应社会的能力；最后，要加强素质教育教师的师

资队伍的建设，将素质教育的师资队伍建设和专

业师资队伍建设并重，提高素质教育课程的教师

任职资格，通过加强专业教师的素质教育理论水

平将素质教育融入专业课程教学中。

4．增强高职院校执行力的建设

执行力是指单位或者个人有效利用资源、保

质保量达成目标的能力，它是高职院校经营的核

心内容之一，是学校发展、教职工成长和学生成

才的关键，是构建高职院校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保

障，对提高学校工作质量和实现整体目标具有重

要意义，在高职院校的执行力建设方面需从以下

几点入手，第一，要提高决策水平。高校决策者

要不断强化责任意识和大局意识，充分掌握党和

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深入了解国内国际职业教

育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全面正确把握学校发展

的机遇与挑战；第二，注重决策民主，充分发挥

工会、教代会、学术委员会等组织的作用，学校

的发展和定位要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通过征求意见的过程使全体教职工从行动和思想

上服务于目标，提高执行的内在动力；第三，建

立健全科学合理的考核机制和监督机制，加强考

核结果的反馈、沟通，引导教职工在工在各自的

工作岗位上各尽其职；第四，中层干部是执行力

提升的关键，是承上启下的重要桥梁，完善中层

干部的选拔机制，既要注重被选拔人选的学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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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和专业成果，也要注重行政管理能力和执行

力，不能片面强调专业化。在干部考核中，加强

中层干部的能力和素质的提升，坚决执行渎职即

为失职的教育管理理念；第五，以高校绩效工资

改革和人事制度改革等国家重大方针政策的实施

为契机，探索和构建适合高职院校的考评机制和

分配机制，充分调动不同工作岗位上教师的工作

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做到用正确的人将正确事

情做正确。

5．提升特色专业的建设水平

高等职业教育主要是促进教育与经济社会、

与产业相融合，特别是学校与所服务的产业、所

在的城市、所在的社区。高职院校建设必须结合

区域的产业优势和自身的办学条件做大做强自身

的特色专业，培养满足区域产业发展需求的劳动

者和技术技能人才，因此特色专业建设成效是高

职院校核心竞争力形成的前提。

特色专业在建设过程中，主要考虑以下几

点：第一，高职院校要以市场需求为前提，认真

研究相关专业技术变化趋势和高科技产业升级换

代的情况，根据本校的比较优势、历史积淀和学

校的办学定位，通过组织专家多方论证和深入企

业考察，综合考虑确定学校的特色专业建设目

录，使其与其他高职的同一专业保持一定的差异

性，形成一定的办学竞争优势；第二，特色专业

建设要加强专业的校内外实践条件建设，切实提

升实训实习基地的规模和水平；第三，积极开展

多元化办学，积极开展学校与学校之间、学校与

企业之间以及学校与国外同类院校之间合作与交

流，提升特色专业的办学水平；第四，以特色专

业的建设为依托，总结经验，共享建设成果，带

动相关专业群的建设。

四、结语

总之，随着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

育的决定等相关文件的出台，高职院校优胜劣汰

不可避免，学校要在激烈竞争的高职教育市场中

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培育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但是核心竞争力的培育没有特定的方法和步骤。

因此，高等职业院校必须深入分析区域的产业发

展趋势和人才需求状况，结合自身的办学条件，

充分整合内外部资源，挖掘内部的潜力，拧成合

力，形成具备具有鲜明特色的学科专业结构和人

才培养体系，培育和构建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责任编辑：刘晓梅]

The Connotation Components and Applied Research of the Core Competitivenes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JIN Dun-shui WANG Guo-wu YAO Qing-zuo
（Anhui Vocational College of Electronics & Information Technology, Bengbu 233000, China）

Abstract: The core competitiveness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s a concrete manifestation of the comprehensive strength of
school-running, and is the solid platform for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o obtain sustainabl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connotation and components of core competitiveness, the
paper puts forward five aspects to enhance the core competitiveness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from the teaching staff, the third
party evaluation system, talents training mode, executive power and specialties with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core competitiveness; competitive 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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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技术创新、产业创新的知识经济新时期，

高校承担着知识创新的重要职能。高校要使这一

职能发挥出巨大效能，必须相应地改变管理理

念，以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理论替代传统的人

事管理理论，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提升学科与科

技创新的综合竞争力，适应知识经济时代对高校

提出的新要求、新期待。面对新时期的新挑战，

高校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应及时创新人才理念，把

人力资源的开发和管理作为高校人事工作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

一、新时期高校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新

理念

20世纪中叶，德鲁克提出了人力资源概念，

建立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理论并被广泛应用于企

业事业单位的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实践之中。人

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突出“以人为本”的理念和人

力资源的开发意识。现代大学职能已从单一的人

才培养职能，延伸为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

会服务、文化传承等多种职能交叉并叠加于一身

的复杂性系统。高校在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方面

具有自身的特殊性。

1．围绕学校发展战略，进行人力资源的优化

配置

众所周知，每所高校都会制定长远发展战略

与近期发展目标。由于高校教育活动具有周期长

的活动特点，因而高校在人力资源配置方面，必

须做到长远规划，以保证教师队伍结构合理稳

定、持续发展能力，有效地推动高校趋向战略发

展的总目标。

2．明确高校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基本机制

高校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基本机制即高校

教师招聘、培训、使用、考核、激励、调整。招

聘是面向社会公开招贤纳士，择优录用，打破传

统的封闭式录用做法，使高校人力资源呈现出更

具科学性和竞争性的学缘结构。培训是指教师学

历学位提升、新入职高学历教师教学能力提升，

以及全体教师职业发展能力提升。能力培训与学

术交流是教师持续发展的关键路径。在人力资源

开发与管理的新理念中，“使用”关涉到人力资源

的优化配置，是发挥人才效益的重要环节。从学

校团队层面看，人力资源配置科学合理，有助于

资源综合效益的发挥；从教师个人层面看，岗位

-- 15



高等职业教育—天津职业大学学报第 24 卷第 3 期 Jun.20,No.3
选择与匹配合理，有助于个人效益最大化。

考核是管理人才的重要行政手段，也是高校

人力资源管理改革难点。只有对教师进行教学、

科研、社会工作量考核，才能衡量出教师工作效

率，进而为人力资源管理的改进提供科学依据。

激励是通过对高校教师的目标管理，激发教师积

极性，努力实现目标的一种手段。这种通过目标

设置、目标管理的激励机制已经成为高校人力资

源管理的重要方法。对于高校来说，目标设置适

当有利于激发教师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而目标

设置失当则有可能导致教师的工作懈怠和不作

为。调整是对高校教师业绩与能力综合评估后，

对管理目标与教师岗位的校正。如果管理目标设

置过高，就要及时调整，否则，管理的严肃性将

会受到质疑。在对教师业绩评价后，允许教师进

行岗位调整，岗位调整后，仍然不能达到管理目

标，就应启动退出机制。

3．坚持以人为本

教师是高校的主体力量，坚持“以人为本”，

就是要尊重教师的人格尊严，使教师在教学科研

活动中，感受到被认可、被尊重的心理感受；坚

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尊重教师创造性，高校是

研究、传播高深学问的场所，高深学问需要创造

性的支撑才能实现。因此，要充分尊重教师工作

的创造性，使他们在创造性活动中，体验到成就

与幸福。要尊重教师的合法权益，大学章程明确

规定教师权益应当得到充分保障，要为教师提供

救济机制，使教师各个方面的诉求都能得到尊重。

高校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新理念，为高校

事业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高校应在积极推进治

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趋势下，尽快转变观

念，深化改革，提高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制度

效益。

二、新时期高校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存在的

主要问题

1．传统的人事管理已不能适应高校科学发展

需要

目前，大多数高校尚欠缺人力资源开发意

识，对人力资源管理理论的理解和把握不够深

刻。在当代发展背景下，高校人力资源管理部门

除了承担复杂具体的人事事务工作外，更应成为

学校发展定位、远景规划和制度决策的重要参谋

单位。然而，事实上，大多数高校人力资源管理

部门由于人员配置紧张，大部分人力和精力都用

于日常繁琐的业务上，其职责主要是工资管理、

档案管理、师资管理、人员调配管理等，而现代

意义上的人力资源管理大多数因人力、物力、财

力的投入不足而无法实质性地开展工作。传统的

人事管理已不能满足高校科学快速发展的需要，

因此，开展现代意义上的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就

成为高校科学管理的当务之急。在管理实践中，

现代人力资源管理除了要满足传统上的人事管理

功能外，还应更加注重人力资源的开发和管理，

努力将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贯彻到高校人事管理

工作之中。

2．高校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管理体制相对落后

目前，高校人事管理工作还未普遍地建立起

现代意义上人力资源开发的理念，仍偏重于管

理，缺乏人力资源开发的意识，没有真正意识到

人力资源开发在现代高校科学发展中的重大意

义，加之部分管理人员的创新能力不够，只能凭

传统的刚性管理经验管理大学的人才资源。这种

“重管理，轻开发”、“重稳定，轻流动”、“重公

平，轻竞争”的管理方法，仍然是多数高校的人

事管理现状。管理体制中，职称评审终身制、绩

效考核低效化、绩效评价体系不健全、激励机制

不足在很多高校中普遍存在。事实证明这种管理

体制已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人才工作的主动性与

创造性。

3．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应用不充分

基于网络、信息及软件技术的现代人力资源

管理信息系统是包括教职工管理系统、培训管理

系统、考核管理系统、薪酬管理系统、档案管理

系统等子系统的完整体系。目前，虽然大部分高

校已经使用了管理信息系统，但利用率不高，主

要是执行查询或者简单的数据统计分析，很少学

校能够结合实际情况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开发和

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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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高校教师资源配置不甚合理

由于本科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市场对人才

需求的不断变化，高校的学科专业结构也在不断

地优化与调整，而师资补充不及时，使得高校教

师队伍的数量不足，高校教师队伍的整体结构比

例无法满足现实的教学科研等学校中心工作发展

的要求。加之新入职的青年教师数量较多，教学

经验、实践经验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学

质量。部分高校存在着原有师资学历层次低，职

称结构、年龄结构、学缘结构不尽合理；学科带

头人等高层次人才紧缺，新老交替形势严峻，没

有形成一定规模的学术梯队；拔尖人才缺乏、科

研型教师不足、一些新增专业师资严重不足等。

5．高层次人才匮乏，人才流失较为严重

高层次人才是高校中宝贵的人才资源，高校

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面向整体教师，而在人力资

源开发层面上，主要是指海外高层次人才、领军

人才、学科带头人等高端人才的引进、培训、使

用和管理。高校人力资源丰富，但由于高校人才

的流动性很快，高校的人才资源也显得颇为匮

乏。一些优秀的人才，为了更好的薪酬福利，流

向了实力更为雄厚、有更高平台的企业或是其他

高校科研院所。普通高校由于学科平台不足、不

高、不强，且缺乏合理有效的机制，使得人才流

失较为严重，尤其是高层次人才流失严重；同

时，由于对现有人才的潜力开发重视不够，使现

有人才的积极性受挫。

6．人才引进、培养和使用机制不完善

在高层次人才引进方面，大多数高校比较重

视他们的学术学位和学术资历，忽视实际的科研

能力和教学能力；重视学术成果和业绩，忽视学

术道德、学术诚信，在人才引进工作中存在着一

定的盲目性、短视性，没有明确合理的人力资源

引进规划，缺乏与学科、专业规划之间的衔接。

在人才培养方面，对人才的教学能力、领导能

力、沟通能力的培养不够，缺乏教师教学能力发

展的长远规划，使人力资源不能形成准确的定

位，造成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重视中年骨干人

才的开发和使用，忽略对青年人才的开发与培

养，使年轻人才在适应学校发展方面存在一定的

阻碍；重视对一线教师的开发培养，对行政管理

人员的开发培养严重不足；重视对人才的指标性

约束管理，忽视为人才发展创造适宜教学科研的

软环境；重视人才的引进与培养，忽视对人才的

使用、考核管理；重视人才培养规模，对人才培

养质量方面缺乏具体的衡量指标，对人才培养的

效果不能做出科学有效的评价。

三、加强和改进高校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

有效对策

高校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应当直面人力资源开

发与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坚持“人才第一、教

师为本”的理念，大力推进管理创新，在科学合

理的教师队伍战略规划指导下，坚持引进与培养

并举，不断完善教师培训机制，营造良好的人才

创造性工作的环境与氛围，确使人力资源各展所

长，各尽其能。

1．坚持“人才第一、教师为本”的人才理念

目前，高等教育正处在从规模扩大转向内涵发

展的关键时期，高校的人才竞争日趋激烈。高校人

才竞争的现实，迫切需要高校人力资源管理干部转

变人才理念，把人力资源作为第一资源加以开发和

利用，创新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新思维。在思想

认识与实际操作上，必须认识到传统的人事管理已

经成为限制人才发挥作用的体制性障碍，已不能适

应现代大学制度的要求，不能满足现代大学发展的

需要。必须认识到人才是最宝贵的资源，人才效益

是所有效益中的首要效益，高校要想吸引人才，留

住人才，必须坚持“人才第一、教师为本”的理

念，确立起以教师为主体的管理理念，改变教学科

研行政化管理的倾向，拓宽人事管理的视野，加强

对人才预测、规划与配置管理等的顶层设计，努力

发挥现有人员的才能，真正做到尊重知识、尊重人

才。

2．积极推进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创新

在坚持以人为本管理理念的前提下，高校应

当积极推进管理创新。高校管理创新主要包括制

度创新、机制创新、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等方

面。⑴引进竞争机制，为教职员工创造公平、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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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竞争、择优的管理环境。⑵全面实行全员岗

位聘用与目标考核人事管理分配制度，公开聘

用，竞争上岗，实行人才动态管理，真正破除职

务终身制。⑶从学校实际出发，科学编制人才战

略与规划，以海外高层次人才、学科领军人才等

聚集、带动各类各层次人才的发展，以重点学

科、特色学科、优先培育学科为平台，优化配置

人才资源，形成创新人才梯队。⑷建立并完善绩

效考核评估指标体系，把教师的实际贡献与职称

评聘、级别晋升、各种奖励等挂钩，激励教师的

工作积极性与主动性。（5)开发与完善人力资源管

理信息系统，提升高校人事管理工作方式，借助

现代化科技信息手段，保障对教师评价的客观性

与公正性。

3．做好教师队伍建设的顶层设计

教师队伍发展是高校科学发展的根本所在。

高校应当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放在首要的位置

上，高校党委和行政都应高度重视教师队伍建

设，做好教师队伍的顶层设计。教师队伍战略规

划要紧密围绕学校的发展定位、办学规模、办学

特色等实际情况进行设计，既要着眼于当下的培

养使用，积极引进高层次的学科带头人，还应着

眼于长期培养，把领军人才以及中青年骨干人才

的培养作为规划的战略目标，科学设岗。要更加

注重培养和引进人才并举，建立有效的师资引进

机制，加强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之间的人才流

动。一方面高校通过物质待遇和优越的工作环境

吸引人才；另一方面积极通过“长江学者”、“千

人计划”、“特聘教授”等项目引进海外高层次人

才和高学历、高职称的重点学科带头人，不断增

强师资队伍的综合实力。同时，还要不断完善培

训机制，积极开展教师的在职培训，不断提高教

师队伍知识更新的能力，增强教师的科技创新意

识，激发教师的科技创新能力。

4．不断完善教师培训机制，推进培训工作创

新发展

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更新和转化的速度日益

加快，教师需要通过更加专业的培训，掌握适合

网络时代的教学理念、教学方式，更加快速地把

握学术前沿的最新研究成果。因此，高校应树立

适应新时期发展的教师培训观念，建立科学完善

的教师培训保障机制，从人力资源开发的战略高

度，建立多层次系统化的培训机制，有组织、有

计划、有步骤地落实教师多学科、多层次、多方

式的在职培训。要丰富培训内容，坚持把教师的

师德、创新素质等方面纳入培训体系。要加大对

中青年骨干教师的培养支持力度，加强教学团

队、创新团队的建设，通过学术梯队做到“以老

带新”，实现素质互补、资源共享。高校人力资源

管理部门应为教师创造培训学习的时间、提供培

训经费等条件，能够让教师不断提升自身潜能，

更好服务高校的长远发展。

5．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开创人力资源

开发新局面

高校应积极创造有利条件，努力营造积极向

上、和谐融洽、团结奋进的校园文化氛围。要在

教学科研氛围的营造上下功夫，形成有利于促进

教师教学能力与学术能力成长的人文环境。要在

高校文化建设上下功夫，增强教师对学校的凝聚

力和向心力，提高教师的事业心、责任感、归属

感，培育创新求真的大学文化。在制度建设上下

功夫，要让教师享受到学校改革发展的实际成

果，要制定鼓励教师干事创新的政策措施，做到

环境培育人、事业凝聚人, 政策吸引人、情感留

住人，形成鼓励人才想干事业、能干事业、干成

大事的外部环境，开创高校人力资源开发新局面。

6．提升人力资源管理队伍的综合素质

高校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对高校人力资源管理干部的素质提出了更严格的

要求。各高校应当充分认识到，建设一支政治素

质高、专业化程度高、业务精湛、服务意识强的

人力资源管理队伍是充分利用、优化配置高校人

力资源的保证。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关键不是管

理，而是开发培育人力资源、激发人才创造性。

因此，合理开发配置高校教师资源，才是高校人

力资源管理的核心工作。传统的人事管理注重专

业教师的培训，而很少将行政管理干部纳入培训

计划，行政管理干部不了解现代管理科学，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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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管理行政化倾向过重的原因之一。因此，高校

必须高度重视行政管理干部的知识与技能再培训，

通过岗位培训、技能培训、管理理论培训、政策培

训等，拓宽人事管理干部的视野，提升其专业水平

和行政管理能力。同时应重视现代化信息技术的培

训，加快从事务型管理向数字化管理的转型，提高

人事管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总之，目前的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与现代大学

的发展要求还不相适应。高校人力资源管理部门

应更新观念，创新思维，不断深化高校人力资源

开发与管理的改革创新，努力发挥好人力资源管

理部门在高校行政系统运行中的核心作用，使高

校人力资源实现优化配置，发挥人才资源在兴校

强校中的积极效能，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科学

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责任编辑：邢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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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研究
——以常州科教城建设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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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调研常州科教城五所高职院校图书馆资源建设状况，了解和分析高职院校图书馆信息资

源建设的现状，总结其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基于建设制度、管理模式、建设原则、建设模式、数字资

源以及服务体系六个方面，提出了高职院校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的改善措施，以优化信息资源的质量，更

好地服务于广大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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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逐渐得到重视

和发展，作为学校办学三大支柱之一的图书馆也

越来越受到各界的关注，对高职院校图书馆资源

建设的研究也逐渐深入。高职院校图书馆的资源

建设与发展应运用自身的职业性、实践性、社会

性、区域性和融合性，适应并服务于学校的发展

需求。

一、常州科教城高职院校图书馆信息资源建

设现状与不足

常州科教城（高职教育园区）是培养高级专

门人才和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摇篮，是常州市产

学研结合、高科技产业发展、科技自主创新的先

导区。科教城打破传统大学城模式，致力于教育

建设、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大平台，加大高等

职业教育发展的力度，积极引进知名企业和科研

机构，聚集科技资源。加快科技产业化进程，致

力打造国内外先进的高职教育示范性园区、高层

次人才的教育培训园区和科技创新园区。科教城

内的高职院校（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常州机

电职业技术学院、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常州

纺织职业技术学校、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都

有自己的特点，在办学水平、硬件设施、师资队

伍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其中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

院为国家示范高职院校，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是国家百所骨干重点高职院校之一，因此选其作

为研究对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作者采用电话访

谈的方法，通过对各学校图书馆相关工作人员的

访问，了解该校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的现状，主

要包括图书馆概况、基础设施建设、纸质资源建

设情况、数字化信息资源建设情况、以及其他信

息服务工作的开展情况等。

通过对五所学校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的调

研，其基本情况可以用下面两个表格来展现（见

表1、2）
调研中发现这五所学校基本上都有着良好的

馆舍条件和比较先进的计算机硬件设备及网络设

施，但在资源建设方面却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

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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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馆藏纸质资源虽然有一定的基础，但

仍然参差不齐，数量从30多万到70多万不等，部

分学校图书馆的藏书量不符合教育部对大专院校

图书馆生均图书量50册的要求。

第二，图书馆资源建设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即为采访，但从上述五所学校来看，图书馆对这

个工作环节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采访工作基

本上由一名工作人员来完成，有的学校采访和编

目没有明确的区分开来，这样由于工作量的限制

就造成了采访质量不高的局面，导致采购回来的

文献带有浓重的个人色彩而缺乏实际需求的指导。

第三，各图书馆工作人员数量不足。在上述

五所被调研的院校中，在校生人数都在一万人以

上，但图书馆工作人员仅有一所学校超过 30人，

而且五个图书馆均将大部分工作人员安排在流通

岗位，导致图书馆人力资源配置不合理，造成了

图书馆以图书借还为主的工作局面，这并不符合

现代图书馆的发展要求和需求。

第四，五所学校的图书馆中只有纺织服装职

业技术学院图书馆有一个特色资源库，总体上来

看纸质资源和电子资源一定程度上都缺乏学校自

身的特色。

第五，其他信息服务工作水平较低，这是高

职院校图书馆普遍有的问题。表1中显示有三所学

校开通了文献传递服务，有两所学校开通了科技

查新服务，有两所学校开设了讲座，有一所学校

没有开通其他信息服务，说明高职院校的信息服

务还很有限。

二、高职院校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的对策

1．建立健全信息资源建设制度

大多数高职院校图书馆都没有一个完善的信

息资源建设制度，这也导致信息资源建设缺乏最

基本的保障，只有建立了完善的制度，信息资源

建设才有章可循，朝着规范的方向发展。因此，

高职院校要合理地进行信息资源建设，就必须先

建立健全符合校情的信息资源建设制度。

2．确定高职院校图书馆管理模式

高职院校图书馆的规模有限，基本上都实行

校长领导下的馆长负责制，馆长管理图书馆的日

常事务，遇重大事务则向校长请示汇报，这与高

职院校的实际情况吻合。但一个功能齐全、人尽

其责的图书馆并不是仅仅依靠一个馆长来实现

的。高职院校图书馆的管理模式存在一个较大的

弊端即馆内部门设置不合理，有的图书馆甚至只

有流通部和采编部，且通常没有具体的负责人，

馆内几乎所有事务均由馆长个人决定，而馆长又

实行轮流制，每几年学校内部轮换一次，且很少

由图书馆内部工作人员任职，这就造成了馆长对

图书馆业务不熟练却又不得不承担整个图书馆的

业务管理和决定的所有工作，给图书馆的长远发

展带来了很大的影响。高职院校图书馆信息资源

建设，要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有必要建立一个

合理的图书馆管理模式，建立健全的职能部门和

正式任命，配置适当的工作人员。大家各司其

学校名称

信息职业
技术学院

机电职业
技术学院

工程职业
技术学院

轻工职业
技术学院
纺织服装
职业技术

学院

纸质
资源
（册）

50万
35万

60万
71万

65万

电子资源
数据库
（个）

18
23

16
16

16

特色
数据库
（个）

0
0

0
0

1

其他信息服务

文献传递、
讲座

文献传递、
科技查新

文献传递、
讲座

科技
查新

无

表2 科教城五所高职院校图书馆人力资源现状

学校名称

信息职业

技术学院

机电职业

技术学院

工程职业

技术学院

轻工职业

技术学院
纺织服装

职业技术

学院

总数

（人）

24

24

23

23

36

采访、编目

（人）

5

4

4

4

3

流通

（人）

13

9

15

13

18

资源建设

（人）

5（与采

编合）

0

0

0

0

表1 科教城五所高职院校馆图书馆藏资源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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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共同完成图书馆的各项工作，并制定出相应

的规章制度来保证这一模式的实行。

3．确定信息资源建设原则

（1）需求导向原则。需求导向原则是高职院

校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最基本的原则。进入 21世
纪后，各种信息数量迅速增长，各种电子数据

库、网络资源也迅速增长，面对这纷繁复杂、数

量日益庞大的信息，高职院校图书馆在经费有限

的情况下，必须以用户的需求为基本的指导原

则，从用户的实际需求出发，采购符合学校实际

情况、满足学校用户需要的信息资源，以有限的

资金建设具有针对性的馆藏信息资源。

（2）计划性原则。高职院校信息资源建设的

资金是有限的，如何合理利用有限的资金，是高

职院校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的关键。高职院校图

书馆应该根据学校的办学规模、专业设置、教学

科研的需要以及用户需求等方面因素，制订出一

个时期内馆藏信息资源的发展规划，对馆藏目

标、资源质量、资源数量、各类信息资源比例等

做出具体的规定，以便合理地安排有限的经费，

提高馆藏信息质量，使信息资源建设有目标、有

计划地进行。

（3）协调共享原则。协调共享原则即互相

合作、资源共享原则。在资源价格上涨、资源

量迅速增长的今天，高职院校因为经费紧张应

该与周边的院校合作，积极参与信息资源共建

共享活动。以常州科教城为例，通过对五所高

职院校图书馆馆藏资源的调研，发现这五所学

校所采购的电子资源都比较类似。根据协调共

享原则，这五所学校可以利用自身的优势进行

分工协作、建立资源共享系统，各个图书馆采

购不同的电子资源并与供应商进行协商采取付

费等相应的措施来实行资源共享，这样既节约

了经费又使资源更加丰富。

（4）重点建设原则。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专

业特色和重点专业，在信息资源建设经费有限的

情况下，图书馆应该优先购置重点专业和特色专

业的相关信息资源，以满足学校的教学和科研需

要。而且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学校的专业也会

发生相应的变化，因此图书馆的信息资源建设也

应该根据学校的专业变化而随时调整策略，始终

坚持优先建设重点专业和特色专业相关信息资源

的原则，为学校重点专业的建设对信息资源的需

求提供保障。

4．优化信息资源建设模式

（1）加强信息资源采访工作。资源采访是各

类型图书馆最重要的基础工作之一，也是信息资源建

设的重要环节，如果把信息资源建设看作是一条产业

链，那么资源采访就是这条链上的第一环。高职院校

图书馆应配置专业的采访工作人员，要求采访人员对

馆藏资源现状、学校的专业设置、用户的需求信息等

都有深入的了解，能够合理地分析所了解到的情况，

并根据分析结果采访符合实际需求的信息资源，保证

馆藏资源的质和量。

（2）做好学科建设的分析工作。图书馆工作

人员对学科专业知识的了解和熟悉程度将直接决

定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的水平。高职院校图书馆

的采访人员应该采取多种途径来加强采访工作中

的专业学科分析，以提高采访的质量，比如通过

调研来了解用户需求并以此为参照条件来进行资

源采访，通过一定的运作模式挑选各系部的部分

专业教师组成专家组，定期召开采访工作会议听

取他们对采访资源种类、数量等方面的建议，另

外采访人员自己也应适时深入到各系部了解和熟

悉其专业设置、学科建设以及培养目标，并根据

馆藏资源现状进行合理地调整和资源的采访。

（3）开辟多元化的信息资源采购途径。高职

院校虽然是培养实用型、技能型的人才，但学校

的专业设置并不单一，对信息资源的需求也复杂

多样，因此图书馆应采取多种途径来进行信息资

源采购，以便更好地满足用户多元化的信息需

求。①订购，与各出版发行机构以及图书供应商

保持联系，获取各类文献的出版发行信息，通过

订购的方式采购资源。②现场采购，定期组织相

关的专业教师和学生到书店、书展等现场采购。

③捐赠，号召广大师生员工积极捐赠有利于学校

发展的图书文献，但图书馆在接受捐赠时必须把

握好质量关。④零星采购，鼓励各系部专业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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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学校专业建设的需要通过自己的途径采购图

书馆采购不到的资源，并送交图书馆进行报销和

统一的编目入库。

5．高度重视数字信息资源建设

（1）各类电子资源数据库的采购。由于高职

院校图书馆科研力量等条件的限制，采购电子数

据库就成了其电子信息资源建设的主要途径。首

先，应该是电子信息资源建设资金的合理分配，

随着信息化程度的提高，图书馆应逐步提高电子

信息资源的建设资金，以确保图书馆长远发展的

需要；其次，应对用户和各类资源进行最基本的

调研，以了解哪些资源是用户需求的资源，而不

是盲目地去购买各类不适用的资源；最后，还应

根据学校的专业设置选购与其相匹配的资源。选

择电子信息资源是其建设过程的第一步，对采购

回来的各类电子资源还应作长期的利用跟踪调

研，对于利用率低的资源要及时进行删减，而对

需求量大的资源则应积极地进行补充，适时地调

整馆藏结构，以便有限的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

（2）免费网络资源的收藏。在经费有限的情

况下，搜集整理免费的网络资源提供给用户，这

是高职院校图书馆进行电子信息资源建设最有

效、最便利的途径。高职院校图书馆应配置专门

的工作人员来完成这项工作，将互联网上免费开

放的、与本校专业设置相关的有价值的信息进行

搜集与整理，链接到图书馆的服务器上，以缓解

本馆信息资源不足的现状，为本馆用户提供利用

之便。

（3）自建数据库的建设。目前，很多高校图

书馆都在致力于数据库的建设，但高职院校图书

馆由于人员和经费的限制，对这项工作的投入显

得很不足。高职院校图书馆应坚持用户需求导向

原则，通过调研了解用户的需求，并以此为依据

和导向来逐步开展数据库的建设工作。目前各高

校图书馆自建的数据库一般有学科导航数据库、

特色数据库和特色馆藏数据库三种形式，这三种

形式的数据库也同样适用于高职院校图书馆，因

此，高职院校图书馆可以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

配置相应的人力资源，以高校图书馆作为指导来

开展自建数据库的工作。

6．构建完善的信息服务体系

（1）完善图书馆部门机构布局和设置。一个

部门齐全、分工明确的机构是其合理地开展各项

工作的最基本的条件，目前很多高职院校图书馆

由于历史短、规模小，其部门设置也过于简单，

各职能部门都没有明确的划分，有的馆甚至只配

置了一名馆长，其他工作人员则没有固定的部门

和明确的分工，有的除馆长外几乎所有的工作人

员都在流通部，如有其他工作则临时安排人员，

工作完成后再回流通。上述参与调研的高职院校

也或多或少存在着这方面的问题，大部分工作人

员都安排在流通部，限制了图书馆其他工作的正

常开展。而一个图书馆只有建立了完善的部门，

包括采访部、编目部、技术部、流通部、参考咨

询部等，才能有效地进行信息资源建设并提供信

息服务。因此，完善图书馆的部门机构布局和设

置就成为高职院校图书馆开展信息资源建设的首

要任务。

（2）加强电子阅览室的建设管理。电子阅览

室的建设是高职院校图书馆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

容，也是用户利用电子信息资源的重要场所。虽

然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用户都

有了自己的电脑，但对于学生来说，拥有个人电

脑的比例还是很低，所以电子阅览室成了他们利

用电子资源的重要场所。因此，除了具备良好的

硬件设施，高职院校图书馆电子阅览室，还应加

强软件建设，保证速度，给用户适当的培训和指

导，引导用户利用有用的信息资源，解决用户在

利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3）积极开展参考咨询服务。参考咨询服务

是图书馆将来的核心工作，也是图书馆未来的发

展方向，其服务形式主要包括传统的咨询台咨

询、电话咨询等和正处于发展阶段的信息推送服

务、虚拟参考咨询服务等。对于传统的服务形

式，目前高职院校图书馆基本上都能提供，但对

于正处于发展阶段的服务形式特别是信息推送服

务却远远落后于本科院校图书馆，有的甚至还未

开始起步。信息推送服务主要包括代查代检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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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信息定题服务、文献传递服务等形式，在上

述参与调研的五所高职院校中，基本上没有图书

馆能开展类似的服务，而这类服务却是用户进行

科学研究获取信息资源的重要途径。因此高职院

校图书馆应顺应图书馆的发展趋势，加大开展参

考咨询服务的力度，最大限度的满足用户的需

要，实现图书馆为用户服务的这一基本职能。

（4）加强用户教育与培训服务。图书馆进行

信息资源建设最终的目的是让用户能够有效地利

用这些资源，以满足用户的信息需求。但随着图

书馆的发展，信息资源的形式、种类、内容等都

越来越多样化，用户却并不一定能了解这些资源

并进行有效的利用。因此，高职院校图书馆应加

强对用户的教育和培训，通过开展新生入馆教

育、资源利用讲座等方式，介绍本馆的各类资

源、讲授信息利用的知识和技巧、推荐图书馆的

各种服务方式，让用户能够熟悉图书馆的资源和

服务，掌握利用信息资源的方法和途径。

[责任编辑：邢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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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Construction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in the Libraries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 Tak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hangzhou Science and Education Town as an Example

ZHAO Xiao-fang WANG Yan-ling
(Changzhou Vocational Institute of Engineering, Changzhou 213164, China)

Abstract: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resources construction in the libraries of five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 Changzhou Sci⁃
ence and Education Town,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in these libraries are analyzed and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get summarized. Meanwhile, the corresponding measures of construction of informa⁃
tion resources in the libraries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re put forward to optimize the quality of the information resources and
serve the masses of users better based on the following six aspects: constructing institution, management mode, constructing princi⁃
ples, constructing mode, digital resources and service system.
Key words: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library; construction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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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桐庆

（天津职业大学，天津 300410）

摘 要：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高校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越来越大，审计部门的压力也随之提

升，高校基建工程审计工作中面临的风险越来越高。从风险管理的视角出发，对审计风险的类型、审计风险

的识别进行分析，并从提高内部审计人员的素质、完善内部审计制度、拓宽审计范围等方面提出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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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高等教育事业不断发展，高校基础设

施建设速度也不断加快，随着基建投资规模的不

断扩大，工程审计压力也越来越大，这就使得高

校的内部审计部门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工程审计

的目的是通过合理的制度，对工程造价进行管

理，以最大限度地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科学地推

动新时期工程管理的发展水平。为了维护国家和

学校的利益，高校内部审计部门通过各种途径积

极开展工程审计工作。但由于基建工程审计所涉

金额巨大、专业性强、审计周期长等特点，又使

其成为高校审计风险的高发领域。本文基于风险

管理的理论视角，对高校基建工程的审计风险形

成原因以及防范管理工作，进行分析与探究。

一、高校基建工程审计风险类型

审计风险是指审计过程中由于审计人员对审

计事项认知的偏差以及业务和技术水平、工作方

式等因素的影响，造成审计工作中可能出现的错

误或做出的审计结果与事实存在偏差。通过对我

国目前高校开展基建工程跟踪审计的实际情况分

析，归纳出当前高校工程审计的主要风险类型有

以下几个方面：

1．工程设计阶段的审计风险

目前，我国很多高校跟踪审计工作介入的时

点都在提前，已经覆盖到工程设计阶段。工程的

设计阶段是整个工程项目实施的开始，对于整个

项目能否顺利完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工程设计

方案的不断优化可以合理有效地控制工程建设投

资，提高工程整体的经济效益。审计单位在工程

设计方面的审计工作包括设计方案的优选、工程

概算和预算、施工材料的选择等。通过对设计方

案的优化比选，确定项目的最优方案，通过准确

的定额标准和相关经济指标，使工程设计方面的

审计更加合理、有效。因此，在工程设计方面的

审计工作内容多、标准高、技术复杂，这就需要

工程审计人员具有较高的专业技术水平和业务分

析能力，无形之中增大了工程审计的风险。

2．工程招标阶段的审计风险

根据规定，任何一个基建工程都要实行公开

招标，实行工程量清单计价后，工程招标阶段便

成为了造价控制的关键环节。招标过程是否符合

招投标法和相关法规的要求；招标文件中有关价

格调整和结算的条款是否合理、明确；工程量清

单的编制依据是否准确，是否符合建设工程清单

计价规范的要求；清单项目的内容描述与实际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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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内容是否一致；拦标线的确定是否符合市场行

情，是否合理；招标工作是否公平、公正、公

开；投标单位的资质是否符合招标文件要求等

方面均成为了审计人员在工程招标阶段的风险

源。因此，工程审计人员对此阶段需要给以高

度的重视。

3．工程合同审核的审计风险

工程合同的订立是整个工程项目能否顺利完

成的前提。一个完整的工程合同应该包括价格条

款、责任条款、权利义务条款、违约条款、质保

条款等内容，因此合同中相关条款是否符合招标

文件要求，变更结算价款的规定是否合理明确，

进度款的支付是否合理、履约质保的条款是否完

备等内容都将成为工程审计人员的审计风险因

素，应予以特别关注。

4．工程施工阶段的审计风险

在建设工程的施工过程中，工程审计工作主

要包括工程进度款的支付、现场变更洽商的合理

性及价格的确定、甲控材料的选择确定、分包单

位的选择等方面。这些内容对保障建设工程的施

工质量、工期、造价控制都具有重要作用。工程

施工过程中，甲控材料的选择是否正确、工程进

度款支付与合同规定是否相符等，都会给工程带

来极大的审计风险。例如，由于进度款的支付与

施工合同的支付条款不同，会导致工程项目计价

准确性降低，从而延误工程项目的整体进度，给

工程的审计工作带来极大风险。

5．工程竣工阶段的审计风险

工程竣工阶段，审计单位要参与整个项目的

施工质量验收以及竣工结算等工作。对竣工结算

的审计内容主要为施工单位竣工结算是否严格依

据招投标文件、施工合同的规定执行，对工程量

的计算是否按照计价规范执行、计价取费是否准

确，工程签证是否与实际一致等，这些因素都会

影响到工程结算审计的结果是否如实反映工程造

价，这是工程审计风险的“高发区”。

以上各阶段的风险因素，都会给工程审计工

作带来极大风险，如果无法对整个建设工程项目

进行有效的风险防控，将会严重影响高校的长远

发展。

二、高校基建工程审计风险识别

1．高校内部审计人员综合素质参差不齐

工程审计人员直接面对社会公认的腐败“高

发区”，审计人员的政治素质、职业道德等因素都

直接影响到最后工程审计建议或者结果的客观性

和公正性，这是造成工程审计风险的主观因素。

工程审计具有专业性、政策性强，涉及范围

广等特点，审计工作涉及到的单位，信息非常广

泛，工作量非常大，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与

工程造价有关的计价规范、计价文件不断地更新

调整，使得高校在工程审计人员配备方面的不足

以及审计人员自身技能的力不从心等问题更加突

显。根据相关研究结论，如建设投资在 8000万元

以上的基本建设工程，应配备两个以上的工程审

计人员。个别高校在一些规模较大的基建工程项

目上仅凭借内部审计部门自身的力量，而没有增

派外部审计人员，使繁重的工作与实际需求产生

严重的不匹配。同时，目前大部分高校内部审计

人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专业知识缺乏、知识结构

不全面、工作方法落后以及跨专业审计等现象。

甚至个别高校还存在由财务人员担任基建工程审

计工作的现象，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工程审计的效

率和质量，成为工程审计风险的重要因素。

2．高校基建工程审计准则不明晰

高校的工程审计工作开展起步较晚，目前缺

乏可操作性的高校内部工程审计准则或工作指

南。现阶段执行的众多内部审计工作准则、工作

指南中涉及到工程审计方面的内容寥寥无几。很

多高校开展的工程审计工作仅仅为工程竣工结算

审核和决算审核，对于工程实施过程中的监督、

服务、见证和评价职能并未发挥出来，审计的作

用仅体现在事后算账、造价核减方面，内部审计

在单位内所应发挥的作用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即

便是有些高校已经实施了全过程跟踪审计，实现

了将工程审计关口前移，但各单位工程审计介入

的时点、范围、深度各有不同，大部分高校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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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着石头过河或是邯郸学步的状态。缺乏指导

性、可操作性的工程审计准则、指南，加大了审

计的风险。

3．审计外包服务单位选择不当

目前我国大部分高校内部工程审计人员力量

不足，这些高校大都会选择将大规模基建工程审

计工作委托给具有一定实力的工程造价咨询机

构，委托第三方造价咨询机构实施工程审计已经

成为一种趋势。但是由于第三方审计单位派出的

审计人员与学校只在短期内存在契约关系，在组

织、经济方面独立于学校之外，个别外审人员可

能会责任心缺失，没有原则，总是抱着得过且过

的心态开展审计工作，这就严重影响了工程审计

的质量。同时，虽然我国《工程造价咨询单位管

理办法》（建设部令第74号）第三十三条已经明确

规定：“因工程造价咨询单位的过失，给委托方造

成经济损失的，工程造价咨询单位应当依法赔

偿”，但由于目前对于该规定缺乏具体措施和衡量

标准，现实情况难以落实，这些都造成了外包审

计风险的增加。

4．工程审计信息时效性低

信息资料在工程审计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

位，熟练掌握并充分利用信息资料，可以最大限

度地减少工程审计中的盲目性，提高工程审计结

果的准确性，保障工程审计的质量。

工程造价中主要材料费用占总造价的 60%—

80%。目前市场上的建筑工程材料品种繁多，优劣

混杂，众多新材料、新工艺的不断应用影响到工

程造价的合理确定，主要材料价格往往存在巨大

的差异。面对建筑材料品牌价格差异大、价格浮

动明显等不利因素，处于办公室内的审计人员不

可避免存在着审计信息失实、错误，若无丰富的

工程用料知识和对材料市场价格的准确了解，只

凭借以往的资料和网络询价拼凑出的数据，就有

可能造成工程价格失真，使工程材料的审核无法

达到最大化节约的效果。

5．工程审计范围局限

在基建工程审计中，很多高校采用事后审计

的办法，即只对工程结算进行审核。对于建设工

程的招投标过程、合同签订过程以及工程施工过

程中的设计变更、现场签证等没有引起足够的重

视。高校基建工程审计工作涉及到的内容繁多复

杂，贯穿于整个建设项目的实施阶段，每一个环

节都需要重视，一旦出现疏忽，都将会造成严重

的经济损失。

工程设计阶段直接影响整个工程造价的

75%，如果审计部门不参与设计方案的优化比选，

发挥审计人员的专业技术知识，提出合理化建

议，往往会直接导致基建工程项目最终的造价偏

高。招标阶段如果审计部门不对招标文件、工程

量清单、招标控制价以及合同专用条款等内容进

行审核，就会造成工程量清单数量不准确、清单

缺项漏项、招标控制价不合理、合同条款表述不

清等问题，为以后的工程结算审计工作埋下隐

患。施工阶段如果审计人员不深入现场，对签

证、变更尤其对隐蔽工程资料的真实性就会缺乏

准确把握，同样为以后的工程结算审计留下隐患。

6．外部人为干预影响

个别高校在开展基建工程审计过程中，经常

受到外部因素的干扰。外部因素对工程审计部门

或审计人员正常工作的干预、限制，直接影响到

审计工作的质量，使工程审计工作的稳定性、客

观公正性受到干扰，造成审计风险。基建工程项

目历时周期长，这就为施工单位与相关部门套近

乎、攀人情创造了基本条件。工程结算审计时，

内部审计部门往往会受到个别相关部门的“关

照”请求，有些部门对于发现的问题打折扣处

理，甚至会出现一些部门的不协助、不配合，这

些都导致了工程审计结果受到影响。外部各种关

系的干扰，使得审计部门公正、独立开展审计工

作的条件难以保证。

三、高校基建工程审计风险管理

1．完善工程审计工作制度

高校基建工程审计工作的政策性非常强，必

须要通过制定相关的管理制度进行约束与规范。

对基建工程审计相关的制度进行全面的完善，制

-- 27



高等职业教育—天津职业大学学报第 24 卷第 3 期 Jun.20,No.3
定切合内部审计工作实际的工程审计管理办法，

制定明确的审计人员考核标准和奖惩制度，提高

审计工作相关工作人员对基建工程审计的重视，

规范和约束审计人员的行为，避免滥用私权、违

纪违规现象的发生，使工程审计人员有章可循。

细化基建工程的审计工作职责，完善基建审计操

作流程，注重各个环节的审计工作，责任到人，

使基建工程审计工作向着规范化和标准化发展，

使基建工程审计工作的可靠性得到真正保障，提

高基建工程审计工作防范风险的能力。

2．提高内部审计人员综合素质

审计的风险问题，从本质上讲是审计的质量

问题，而要提高审计工作的质量，降低审计风

险，必须从提高审计人员的政治素质、业务素质

着手。作为一名工程审计人员首先应当自觉遵守

《审计机关审计人员职业道德准则》的要求，客观

公正地开展工程审计工作，尽最大努力降低工程

审计风险。此外，高校内部审计部门应当充分重

视对内部审计人员的能力培养，加强专业知识和

职业技能方面的业务培训。工程审计人员应主动

学习先进的审计技术手段和审计方法，不断积累

工作经验，不断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增强在复

杂环境中发现问题和处理问题的能力，提高自身

在专业领域的胜任能力。

3．优选外审服务单位，加强监督管理

高校必须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选择确定工程

审计的服务单位。这不仅有利于选择业务水平

高、职业道德好的审计服务单位，还可以防止某

些人为因素的干扰，确保审计单位独立、客观、

公正地展开审计工作，从而提高工程审计的成果

质量。

在与审计服务单位合同的签订方面，应该对

审计服务的范围、审计条款、报告制度、控制措

施、违约责任、争议解决以及处罚措施等主要内

容进行详细约定。避免合同纠纷，确保合同的顺

利履行，降低外部审计服务合同风险。

在外部审计单位实施审计过程中，高校内部

审计部门应有专人负责项目审计的牵头工作，不

但可以保证对外审单位实行监督和控制，同时有

利于内部审计人员业务水平的提升。内部审计部

门还应该建立审计复核制度。审计复核可采用重

点抽查审计法、分析对比审计法等。审计复核制

度的推广可以及时发现拟定的审计报告中可能存

在的问题，同时也是对外部审计服务单位的一种

有效监督。

4．拓展审计范围，实施全过程审计

高校内部审计部门应该大力推行全过程工程

审计，即从建设项目的投资决策阶段开始，到项

目竣工结算完成的整个过程。实施由传统的事后

审计模式转变为事前审计、事中审计、事后审计

组成的全过程审计模式，形成科学合理的造价审

计控制体系。

全过程工程审计的事前审计主要在项目的立

项阶段、设计阶段、招标阶段进行，内容包括项

目可行建议、方案设计合理优化、工程量清单、

招标控制价、合同专用条款等重要内容的审核；

事中审计主要在项目的施工阶段，审计人员应深

入施工现场，对隐蔽工程进行验收记录，了解施

工进度与施工质量情况，掌握现场第一手资料。

通过完善工程变更、签证制度，为工程竣工结算

打下坚实基础；事后审计主要在竣工结算阶段，

主要对合同履行、工程结算等各个环节的真实

性、合法性和有效性进行审计。具体包括工程结

算的计算方法与合同约定是否一致，工程量是否

准确，定额套项是否合理，设计变更和工程签证

的结算单价是否准确等内容。

通过实施全过程的审计监督，及时掌握现场

资料及施工方法，了解材料价格的市场行情，减

少与施工方的信息不对称因素，有利于减少风险

因素，控制审计风险。

5．加强廉政建设，确保审计机构独立性

高校必须积极开展廉政建设，优化审计机

制，实施“初审—复审—终审”的内部控制制

度。高校内部审计工作应独立于其他的工程管理

部门，建立由校长直接主管的管理机制，只有确

保审计部门的独立性，才能真正发挥其审计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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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效果，在工作中敢于监督揭发违规问题。独立

的内部审计部门更能够发现审计过程中存在的问

题，能够为工程决策管理者提供有效的参考依

据，更能够进一步推动高校基建工程的健康发

展。充分独立的内部审计部门可以有效降低目前

在工程审计过程中面临的风险，促进工程审计工

作健康、有序地发展。

四、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高校发展建设中，基建工程

审计风险的防范和控制，对于加强基建工程项目

的成本控制和提高高校审计部门的审计工作水平

具有重要影响，可推动高校审计工作的向前发

展，给学校经济效益的不断增长提供可靠保障。

随着现代工程管理面临的影响因素不断增多，工

程审计工作难度也会随之不断增加，高校基建工

程审计工作风险防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开展工

程审计风险管理，并及时有效地采取相应的防范

措施，才能确保高校基建工程审计的顺利进行，

最大程度地维护学校和国家的利益。

[责任编辑：刘晓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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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Audit Risk Management of Infrastructure Project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isk Management

SONG Tong-qing
(Tianjin Vocational Institute, Tianjin 30041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investment is more and more in the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in col⁃
leges and universities. Pressure on audit branches is rising as a result and the risks are increasing during the audit work of infrastruc⁃
ture project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isk management, this paper makes analysis on audit risk classifica⁃
tion and risk detection, and provides improving measures from promoting the quality of internal audit personnel, perfecting internal
audit institution and expanding audit territory to prevent and control audit risks and achieve the goal of audit risk management.
Key word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frastructure project; risk management; audit 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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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高职汽车服务类专业通过构建“1+x/y”人才培养模式与实践，适应学

生自由选择专业的需要，适应市场快速变化的需要，增强专业人才培养的灵活性、适应性，有助于提高学

生实习和就业的稳定性、对口率、就业率、就业质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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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职汽车服务类专业人才培养存在适应

性不够的问题

高职汽车服务类专业主要包括汽车运用技术

专业、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专业等专业，它们面

向汽车后市场，为后市场培养汽车销售、维修接

待、维修等各类专门人才。这些年来，汽车服务

类专业在满足行业对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需求，

提升行业服务水平，促进汽车服务类行业向前发

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但也存在学生实习和就业不

稳定、常换岗、专业不对口等问题，出现这些问

题的原因有很多，人才培养适应性、灵活性不够

是其原因之一。

1．对学生自由选择专业的需要适应性还不够

目前，我国大学本专科教育的特点是对学生

进行分专业培养，专业是学校建设的重点，是主

管部门管理和评价职业教育的基本单位，如考核

学校有多少专业，考核专业招生人数等都是以专

业为基本单位，考核指标不达标专业可能会被取

消或停招，各专业为维持自己的存在常限制学生

转出，所以使高职院校学生转专业有难度，一些

学校可以转专业但也都有名额和其它条件的限制。

高职学生高考之后填报专业，学生对自身和

对专业都认识不多，学生一旦选择某个专业，就

将不得不在该专业学习至毕业，不能自由转专

业，这从人才培养角度来说是不合理的。学校应

该以学生为本，给他们根据自己对将来就业形势

的判断，结合自己的兴趣爱好、个性气质等方面

的考虑在专业选择上有更大的自主权，更有利于

他们积极投入学习和成才，学生能自由换专业是

专业适应市场变化的条件之一。

2．专业对市场需求变化适应性还不够

目前，高职院校各专业每年招生人数是各专

业根据行业发展趋势预测 3年后的需求确定下来

的，但市场供需关系在3年内或3年后可能会有变

化，特别是在当前经济转型时期，人才需求的质

和量变化都很快，现有的培养模式对这种变化还

不能适应，各专业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调整人才

培养规模和比例的灵活性还不够，这些都会造成

人才的浪费和教育资源浪费。

二、汽车服务类专业“1+x/y”人才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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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构建

针对上述人才培养中存在的问题，湖北交通

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学院”）汽车服务类

专业积极进行改革，打破专业间的壁垒，扩大专

业间的共性，发展专业的特色与个性，探索构建

了汽车服务类专业“1+x/y”人才培养模式。

1．“1”是指一个汽车服务类专业公共平台

该公共平台内有平台课程体系、平台师资和

平台教学条件等内容，其平台课程体系是在满足

汽车服务类行业岗位需要的前提下提取以往汽车

服务类各专业共性的课程搭建的平台课程体系，

该平台课程体系包括公共基础平台课程和行业基

础平台课程。公共基础平台课程是国家规定必须

要学习的课程（如两课、体育等）和其它的一些

基础课程（如大学英语、高数等）；行业基础平台

课程是指在汽车服务领域或行业工作所必须学习

的课程（如汽车机械基础、汽车认识与保养等）。

2．“X”即为订单培养

汽车服务类专业与企业开展订单培养大致可

分为两类，一类是和大型汽车制造企业开展合

作，为其服务网点（即 4S店）培养营销服务类人

才，这类订单培养还可细分为机电维修班、营销

班、零件班、钣喷班等，是始终围绕 4S店销售服

务岗位的需求开设；另一类是和非汽车制造领域

的汽车服务类企业合作开展的订单培养，如和保

险公司或公估公司合作开设汽车公估班，和一些

汽车销售服务集团公司（这些公司旗下有很多 4S
店）合作开设订单班等。

3．“y”即为汽车服务类专门化培养

专门化培养主要是为适应汽车售后市场多样

化、专业化的现状和发展变化而开设的机电维

修、汽车销售、汽车维修接待等各专门化班级，

并且针对各专门化班级对应汽车服务行业的各具

体岗位，围绕其培养目标、按照行业企业调研

——典型任务分析——学习领域确定——学习情

境设计等基于工作过程分析的思路，构建各专门

化班级课程体系并进行课程建设，如汽车营销、

汽车保险公估等专门化课程，这些课程也是对改

革前各专业（如前面的汽车检测与维修、汽车技

术服务与营销等） 核心课程或主干课程优化重

组，专门化班级的公共基础和专业基础课都归到

公共平台课程中即“1”中，各专门化班级也有各

自的师资、教学条件的保障等。

4．“1+x/y”人才培养模式是开放的

如上所述，“X”、“Y”代表两种类型的人才培

养方式，即订单培养和专门化人才培养，“1+x/y”
即为在汽车服务类行业平台基础上进行订单培养和

专门化培养，（如图1所示）。“1”、“X”、“Y”还可

分别代表以上公共平台课程、订单班特色课程和专

门化班级课程，且“y”是针对行业具体岗位的课

程，“X”是则针对具体企业具体岗位的课程，“X”
是“y”的特例。“x”、“y”还可分别代表订单班和

专业化班级的数量，它能根据适应市场的变化进行

调整，即“1+x/y”是开放的培养模式，通过对订单

培养和专门化培养的调整，汽车服务类专业既能适

应汽车服务行业类具体企业需求的变化，也能适应

汽车服务行业需求的变化。

5．“1+x/y”人才培养模式的运行

汽车服务类专业所有学生进校后的1.5年内先

学习“1”即公共平台课程，1.5年后汽车服务类专

业的学生结合自己意愿选择进入订单班或专门化

班级分别学习“x”或“y”课程并到企业顶岗实习

和就业，学生学完（1+x）或(1+y）课程并合格后

即毕业。

三、“1+x/y”增强了专业对学生选择意愿的适

应性和对市场需求变化的适应性

1．学生有更多的选择

在“1+x/y”人才培养模式中，通过 1.5 年

“1”的学习之后，学生对行业、企业、岗位和自

己的需求较进校时有了更深的了解，他们可以选

择到订单班学习（即“X”）也可以选择到专门化

图1 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汽车服务类专业“1+X/Y”
培养体系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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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学习(即“Y”)。在订单班和专门化班级的选

择中，学生还有多个订单班和专门化班级可供选

择，更大的自主权和众多的选择机会将会使学生

最终选择到适合自己的专业或岗位。

2．专业人才培养对市场适应性更强，更加灵活

以往各专业招生规模或人数是预测市场 3年

后的需求来确定的，而现在只需预测1.5年后的市

场需求来确定各专门化班级的规格和规模，准确

性提高。订单培养和专门化培养充分发挥了市场

的调节作用，增强了专业对学生和市场需求的适

应性。

实施“1+x/y”培养模式的其它效果主要有：

（1）增强企业参与人才培养的积极性。订单

培养使企业真实的感受到人才培养是校企共同的

工作，所以企业全面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非常

高，企业积极参与培养方案的建设、课程建设、

实训基地建设、师资队伍建设等，提高了培养质

量，增强了专业的市场适应性。

（2）增大企业挑选面和方便企业对学生进行

比较选择。汽车服务类专业所有学生先学习平台

课程，都可以参加订单班组班活动，增大订单企

业和学生的可选择范围，也方便企业对在相同条

件下学习的学生进行比较选择，使更多优秀学生

能有机会进入就业有保证、就业率和就业质量高

的各订单班学习。

（3）订单班择优录用激励学生认真学习，形

成良好学风。很多学生进校时目标就很明确，就

是计划将来进宝马班、丰田班、神龙班等订单班

学习，但这些班招收名额有限，企业是择优录

用，所以他们只有通过努力学习，均衡发展，才

可能在订单班组班竞争中胜出，形成良好学风。

（4）有利于订单班和专门化班级课程体系的

制定和教学的实施。在公共平台课程的基础上，

有利于构建后续的各订单班和专门化班级课程体

系，以往的订单班学生来自不同专业，重新进班

之前所学课程不一样，增加订单班和专门化班级

课程体系构建难度、教学实施难度和管理难度。

（5）“1+x/y”人才培养模式是汽车服务类专

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深化和完善。汽车服务类

专业当前实施较多的订单培养等培养模式均不能

覆盖汽车类专业的全部学生，还有很多学生不在

订单班学习，而“1+x/y”人才培养模式则能覆盖

汽车类专业的全部学生，即没进入订单班的学生

还可以选择进入专门化班级学习，是汽车服务类

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深化和完善。

[责任编辑：杨理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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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nd Practice of“1+x/y”Talents Training Mode of Higher
Vocational Automobile Service Specialty

—Taking Hubei Communications Technical College as an Example
CAO Deng-hua

(Hubei Communications Technical College,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e of“1 + x / y”talents training mode in higher vocational automobile service special⁃
ty, Hubei Communications Technical College has adjusted to students’requirements of freely choosing their own profession and
meet the demands of rapid changing market. This mode has enhanced the flexibility and adaptability of professional talents training,
contributing to enhancing students’practice and employment stability, professional counterpart rate, employment rate as well as em⁃
ployment quality.
Key words: platform; choice; order-training; specialized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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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98年教育部修订本科专业目录，将财务

管理专业作为新增专业与会计学专业一起划归管

理学一级学科之后，教育部又于 2004年颁布了高

职高专专业目录，财务管理专业 （专业代码：

620201）作为财经大类之财务会计类下的一个专

业，首次出现在高等职业教育的专业史上，这也

意味着财务管理从“大会计”中彻底分离出来。

但就全国范围来看，目前开设这一专业的高职院

校并不多。从2015年湖南省65所高职院校的招生

备案专业来看，仅有 9所学校开设财务管理专业，

远远低于会计和会计电算化这两个传统专业的开

设数，这些都说明该专业还处于一个不断探索和

发展的阶段。深入研究发现，导致该现象的主要

原因，就是高职财务管理专业在人才培养定位上

目标不明确，在课程设置上特色不鲜明，而这些

问题已经影响到高职财务管理专业的持续、健康

发展。如何对高职财务管理专业的课程体系进行

改革和创新，从而确立财务管理专业的课程体

系，并与其专业培养目标相契合，以适应社会经

济发展的需要，将成为高职财务管理专业教育亟

需解决的问题。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

定》（国发[2014]19号）提出：要“建立健全课程

衔接体系”，衔接的关键是“推进专业设置、专业

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相衔接”。由此可见，构建高

职财务管理专业课程体系的要点就是调整教学内

容和课程体系，把职业资格证书课程纳入教学计

划之中，以实现学历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的“双

证融通”。

一、高职财务管理专业培养目标的定位

长期以来，财务管理学在我国没有独立的学

科地位，财政、会计、金融和企业管理等都想将

其纳入其中。目前，财务管理专业虽然已经独立

出来，但其专业培养目标的定位依然不够明晰，

甚至还有沿袭会计专业培养目标之嫌。这种现象

的出现，一是由于财务管理专业长期置于会计专

业之下，致使对会计专业与财务管理专业之间的

差异存在着一些模糊的认识；二是会计管理部门

长期将财务管理专业视为“会计类专业”，从而导

致认识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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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培养目标是教育思想及教育观念的综合

体现，它涵盖专业设置、人才定位、教育重心等

多方面的内容，对课程设置和课程结构起着决定

性作用。关于高职高专专业培养目标，教育部在

不同时期的表述都不尽一致，从“培养高素质技

能型专门人才”到“培养高级技术应用型人才”，

再到“培养高端技能型人才”。各高职高专院校对

此的认识也依然存在分歧，尚无定论。但不管持

何种观点，其焦点还是在于如何使高职教育有别

于本科教育而凸显职教特色。《普通高等学校高职

高专教育指导性专业目录专业简介》将财务管理

专业的培养目标表述为：培养掌握经济管理、理

财、金融和网络信息技术等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能够用现代化技术和手段从事企事业单位、政府

部门财务管理活动的高级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

随着高等教育的迅猛发展和人力资源市场结

构的变化，这一目标定位已难以适应目前的人才

培养现实，主要表现为：（1）大学扩招的现实决

定了大学教育培养的人才不再是“精英人才”，对

于高职院校来说更是如此。因此，高职财务管理

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层次定位应为从事财务管理

活动的中初级专门人才，而非高级人才。（2）就

能力和知识结构而言，财务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目

标过分强调“通才”教育，其核心能力不明显，

知识体系更是经济管理、理财、会计、金融和网

络信息技术等专业课程的简单叠加。（3）高职学

生所学知识有限，实践经验也比较匮乏，因而难

以适应所有行业的需求，而只能满足部分岗位的

要求。

此外，高职财务管理专业作为一个独立设置

的专业，其培养目标的定位还应该注意充分体现

与会计专业、金融管理与实务专业以及经济管理

专业的差异性：财务管理专业强调公司理财及财

务分析；会计专业强调会计信息的生成、提供及

应用；金融管理与实务强调金融业务与金融管

理；经济管理专业强调综合及部门经济管理的基

本能力。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认为，高职财务管理

专业培养目标应定位为：本专业面向工商企业、

金融机构和事业单位等行业企业生产、建设、管

理和服务第一线，培养拥护党的基本路线，适应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掌握成本管理岗位、会

计核算岗位、投资理财岗位、财务分析岗位等职

业岗位（群）所需的基本知识，具备会计业务处

理、财务预测与决策、财务预算与控制、财务分

析与评价等专业技能，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诚

信品质、团队精神和创新素质的技术技能型人才。

二、“双证融通”课程体系中职业资格证书的

选择

高职财务管理专业“双证融通”课程体系的

构建，就是高职财务管理专业的课程体系与相应

的职业资格证书进行衔接，使学生在获得学历证

书的同时，顺利获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所

以，“双证融通”课程体系构建的出发点和归宿就

是选择与专业相适应的职业资格证书。

按照专业培养目标选择相应的职业资格证

书，大致需要考虑以下三个问题：第一，尽管财

经类职业资格证书林林总总，但由于财务管理专

业是一个交叉型、复合型专业，因而没有直接对

应的职业资格证书。从培养目标来看，财务管理

专业复合了会计专业和金融管理与实务专业的知

识和能力，因此在选择认证项目时，可考虑与会

计专业相关的会计从业资格证和金融管理与实务

专业的理财规划师证。第二，要充分考虑高职财

务管理专业学生的学习能力与知识水平，选择职

业资格证书的考试难度不能太高，其种类也不能

太多。由于中级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证和理财规划

师证（二级）的要求和难度较大，所以不宜作为

认证项目。第三，由于目前证出多门、管理失

衡，适合财务管理专业的资格证书少之又少，且

很多证书含金量不是很高，学生即便获取这种资

格证书，也无益于其就业，因此，应选择适合财

务管理专业课程内容且含金量较高的资格证书。

基于以上考虑，高职财务管理专业应选择的

职业资格证书应包括会计从业资格证、初级会计

专业技术资格证和助理理财规划师证（三级）（其

相关内容见表1）。
三、高职财务管理专业“双证融通”课程体

系的构建

课程体系是指遵循一定的教育理论和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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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专业所开设的全部课程进行排序，构成有规则

的课程结构体系。换言之，课程体系是专业培养

目标与培养规格的具体化。

构建“双证融通”课程体系，就是以就业

为导向，以职业资格标准为核心，以综合职业

能力为培养目标，做到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

书的有效融通。但必须指出的是，专业培养和

职业培训不能完全划等号，因此既不能简单地

将职业资格证书考试课程体系直接引入高等职

业教育的课程体系，更不能草率地将高职教育

的课程教学系统完全改造为职业资格证书的培

训体系。

财务管理专业“双证融通”课程体系的构

建，应在对企事业单位及金融机构财务管理人员

的知识、能力和素质进行充分调查研究，学习和

借鉴国内其他高职院校财务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经

验的基础上，采用顶层设计和系统整合的思路优

化人才培养模式，逐步形成“公共基础课+专业基

础课+专业核心课+专业选修课+集中性实践课程”

的平台课程体系，以及“获取会计从业资格证、

初级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证和助理理财规划师证

（三级）”的循序渐进的专业课程体系。

1．立足于“养成”和“发展”的公共基础课

构建

职业教育不能等同于职业培训，除必要的技

能培训外，还必须让学生具备一定的人文素质和

身心素质。因此，在高职财务管理专业“双证

融通”课程体系的构建中，公共基础课程的选

择应以“养成”和“发展”为立足点，课程的

开设不是作为财务管理专业知识学习的必要准

备，而是把基本的社会共同知识纳入职业教育

课程。由于这部分课程大多是按照教育部的规

定进行设置，与“双证融通”的相关性不强，

在此不再赘述。

2．按照“适度、够用”的原则构建专业基

础课

专业基础课的作用在于掌握与财务管理相

关学科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及应有的基本技能和

素质，为更好地掌握财务管理理论及其方法进

行必要的铺垫。因此，在设置这部分课程时，

应贯彻“以适度为目的、以够用为尺度”的原

则，紧紧围绕“双证融通”这一主题，不能漫

无目的地增设或删减，以免造成必备知识和技能

不够或喧宾夺主。基于此，专业基础课应包括基

础会计、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经济法基

础、财政与金融、经济学基础和会计基本技能等

（专业基础课与职业资格证书考试内容对应情况

见表 2）。

3．按照职业资格证书的考证内容构建专业

核心课

按照职业资格证书的考证内容，制定出专

业核心课程，以实现专业培养目标，是构建高

职财务管理专业“双证融通”课程体系的关

键。遵循专业培养目标和能力要求，可将“财

务会计”、“会计电算化”、“财务管理 （或公司

理财） ”、“管理会计”、“财务报表分析”、“成

本会计”和“个人理财”确定为高职财务管理

专业的核心课程 （专业核心课与职业资格证书

考证内容对应情况见表 3）。

4．根据财务管理专业课程体系的内在规律

和特点循序渐进地开设相关课程

按照“双证融通”的要求开设课程时，要

考虑财务管理专业课程体系的内在规律和特

点，并结合高职学生接受能力，根据职业资格

证书的考证内容和考证时间，做到由浅入深、

循序渐进（其课程开设的顺序见表 4）。

证书
名称

证书
管理
部门

报考
条件

考试
科目

考试
时间

会计从业
资格

财政部门

对学历
未作严
格限制

会计基础
财经法
规与会计
职业道德
会计电
算化

各 省 自 行 规
定，每年2次

初级会计
资格

具有高中毕业以
上学历，并持有会
计从业资格证书

初级会计
实务
经济法基础

每年5月

助理理财规划
师（三级）

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门

大专毕业

理论知识
专业能力

每年 2次，上半
年为5月份，下
半年为11月份

表1 适合高职财务管理专业的职业资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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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会计

财经法规
与会计

职业道德

经济法基础

财政与金融

经济学基础

会计从业资格
证

总论、会计要
素 与 会 计 等
式、会计科目
与账户、会计
记账方法、借
贷记账法下主
要经济业务的
账务处理、会
计凭证、会计
账簿、账务处
理程序、财产
清查、财务报
表

会 计 法 律 制
度、结算法律
制度、税收法
律制度、财政
法律制度、会
计职业道德

初级会计专业
技术资格证

总论，劳动合
同与社会保险
法律制度，支
付结算法律制
度，增值税、消
费税、营业税
法律制度，企
业所得税、个
人所得税法律
制度，其他税
收法律制度和
税收征收管理
法律制度

助理理财规划
师证（三级）

会计概述、会计
要素、会计的基
本职能、财务会
计报告

财政政策与货
币政策、税收基
础、金融基础、
金融市场与金
融机构、金融工
具、国际金融

总需求和总供
给曲线分析、凯
恩斯的总需求
和总供给分析、
经济周期与行
业投资策略、产
业政策和行业
分析

表2 专业基础课与职业资格证书考试内容对应表

证书

表3 专业核心课与职业资格证书考试内容对应表

财务会计

会计电算化

财务管理
（或公司理财）

管理会计

财务报表分析

成本会计

个人理财

会计从业
资格证

借贷记账法
下主要经济
业务的账务
处理、财务
报表
会计电算化
概述、会计软
件的运行环
境、会计软件
的应用、电子
表格软件在
会计中的应
用

初级会计专业
技术资格证

资产、负债、所
有者权益、收

入、费用、利润、
财务报告、事业
单位会计基础

产品成本、产品
成本计算与分
析

助理理财
规划师证
（三级）

财务会计报告

财务管理概述、
货币时间价值、
资金成本

本量利分析

上市公司财务
分析

现金规划、消费
支出规划、教育
规划、风险管理
与保险规划、投
资规划、退休养
老规划、财产分
配与传承规划

课程

证书

课程

表4 高职财务管理专业教学计划简表
（仅限于与职业资格证书相关的课程）

学年

第一
学年

第二
学年

第三
学年

学期

上学期

下学期

上学期

下学期

上学期

下学期

“双证融通”课程

基础会计、经济学基础

财务会计（上）、财经法规
与会计职业道德、

财务会计（下）、财务管理、
会计电算化（上）、成本会计

会计电算化（下）、财务报表
分析、经济法基础、财政与
金融

个人理财、管理会计

顶岗实习、毕业设计

认证
项目

会计从业资格证
初级会计专业
技术资格证

助理理财规划
师证（三级）

参考文献：

[1]朱丹丹.高职财务管理专业课程设置构想[J].云南财贸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143-144．
[2]蒋 勇.高职财务管理专业双证融通课程体系探索[J].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5):45-47.

[责任编辑：张强]

(下转第41页)
-- 36



高等职业教育—天津职业大学学报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Journal of Tianjin Vocational Institute

第 24 卷第 3 期
2015 年 6 月

Vol.24,No.3
Jun.2015

知识的重构：高职教育转型升级之基石
——以高职艺术设计类专业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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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职教育的知识构成以职业活动为中心逻辑，分为陈述性知识、程序性知识和隐性知识。高职

艺术设计类专业适应高职教育转型，需在陈述性知识上要有取舍；在程序性知识上要培养“设计思维”；在隐

性知识上要创造条件充分发掘教师、“师徒关系”、团队、企业等在教学活动中的隐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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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2014年据相关新闻报道，“中国高等教育将发

生革命性调整，600多所地方本科院校将逐步转型

职业技术学院……意味着 50%的学校要淡化学

科，强化专业，按照企业的需要和岗位来对接

……”这一方面表明高职教育将从升级为一种涵

盖专科、本科、研究生教育三个层次的类型教

育，这不仅是我国高职教育发展的客观要求，也

符合国际高职教育层次上移的发展实际；另一方

面也是对我国近十余年高职教育突出贡献的肯

定：通过校企合作、工学结合、订单式培养等人

才培养模式，在改善中国就业市场结构、培养大

量技能型专门人才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但纵观这十几年高职教育的迅猛发展，也存

在一些问题：专业知识结构不成体系，专业领域

相对狭窄，学生在职业生涯发展中缺乏可持续性

等等……相比普通高等教育，转型后的高职教育

能否在高等教育领域开创华丽的篇章，这引发了

众多学者的担忧和思考。于是，有高职教育学者

提出要提高高职教育的水平和层次必须进行“学

科建设”，其主要观点包括“以职业性逻辑为架

构，以产业链知识（技术）为主要来源，建构职

业技术学科”、“高职学科建设的主要任务包括厘

定专业培养目标、培养应用型专业发展、建设技

术应用实验室、加强学科队伍建设……”单从字

面来看，这种提法与教育部要求的“淡化学科，

强化专业”目标相悖，但笔者深入思考后的理解

如下：“淡化学科，强化专业”的目的并非割裂两

者而是更注重两者的结合，尤其是加强学科建设

成果转化为专业建设成果，从而突出专业建设的

地位；“高职学科建设”是立足于专业人才培养，

提高专业建设的职业研究与应用层次，满足当今

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对高端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需

求。笔者认为，在高职教育未来转型升级的重大

议题中，这两种看似矛盾的观点其实都是在提醒

我们应重新梳理高职教育体系的构成，其中首要

追溯大学学科（专业）文化的本原——知识，归

根到底，高职教育本质也是“知识”的构建。

二、高职教育的知识构成

传统的理论研究认为：学科是相对独立的知

识体系，即知识的门类、学问的分支；专业则是

知识的组合和教学计划，即是不同课程的组合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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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课程计划。目前我国的专业设置是从属于

学科划分之下（如图1所示）。

现代高职教育所强调的“专业建设”其目的

在于满足学校教育的社会价值——“社会服务”

功能。一个学校的专业建设要“根据经济和科学

技术发展的需要以及学校办学条件和学校的性质

来进行”。笔者不禁提出疑问：高职教育转型升级

中“专业建设”所需要的知识是否就是“学科”

中的主体知识，倘若直接组织套用传统学科的知

识，仅仅只是增加单技能的培训，忽略两者的结

合，这种所形成的高职专业体系能担当大任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从古至今，关于“知识”的定义和分类有很

多论述。传统理论讲知识分为基础科学知识、人

文科学知识和技术知识三大类；认知科学家认为

“我们所知道的多于我们所能言的”，知识概念扩

充到更大的范围，分为明确的知识 （显性知识）

和默会知识（隐性知识）；职业教育发展起来后，

越来越多的职业教育学者也将研究目光投射到知

识领域，对其有了新的补充，目前提得较多、认

可度较高的知识类型有“实践知识”、“工作知

识”、“工作化知识”、“产业链知识”等等。经笔

者梳理总结，将高职教育中的知识大致分为以下

三种：

一是陈述性知识。一方面包括与工作直接相

关联的理论知识，是在传统学科理论中层次相对

较低的、联系实用紧密的那部分；另一方面包含

了工作过程中关于原理、方法、材料、技术等的

显性知识，这里强调“显性”，说明是可以通过语

言、文字、图像等媒介来表达的，这类知识中有

一部分属于学科知识中的技术知识，有一部分可

能因为发展时间短、层度较低而游离于正统学科

范畴之外。

二是工作过程中的程序性知识。这类知识只

有在实践行动中才能传播，只有通过学习者行动

操作才能掌握的知识。

三是工作过程中的隐性知识。这类知识首先

存在的前提条件是在实践行动中，其次它是与教

师和施教环境紧密联系的一种知识，属于“非技

能”学习，关乎多情境学校环境、参与群体、教

师自身价值等多种因素，这是体现差异化办学的

根源，也就是软实力，逐渐成为职业教育关注的

重点。

上述三种知识都是基于工作过程产生和组织

（如图 2所示），这完全不同于传统学科知识体系。

我们把每一类以职业活动为中心逻辑的知识圈构

成一个专业，以此进行“学科（专业）建设”，这

既是高职教育转型升级进程中的首要任务，也是

高职专业课程体系构建的理论基础，还是职业情

境构建的理论指导。

三、高职艺术设计类专业的知识构成及启示

艺术设计是集科技、工程、艺术为一体的综

合性应用专业，也是一门有明显实践性特质的专

业，这也使得该专业与其他一般性专业有较大的

区别。当艺术设计专业纳入高职教育专业范畴，

“职业性”必然成为其专业建设的中心任务。

1．陈述性知识及其启示

第一要剔除传统艺术设计学科当中冗长高深

的理论知识，适当保留学习者易学易懂的部分。

设计史、美术史、风格流派、设计心理学、设计

方法论、人机工程学……这类纯理论课一直处在

高职艺术设计教学改革中的尴尬处境。因为一方

图1 传统学科、专业、知识关系图

图2 职业教育的（专业）知识构成

学科1 学科2 学科n

知识（技术）1-1
知识（技术）1-2
知识（技术）1-3
知识（技术）1-4
知识（技术）1-5
……

知识（技术）1-n

知识（技术）2-1
知识（技术）2-2
知识（技术）2-3
知识（技术）2-4
知识（技术）2-5
……

知识（技术）2-n

知识（技术）n-1
知识（技术）n-2
知识（技术）n-3
知识（技术）n-4
知识（技术）n-5
……

知识（技术）n-n

专业

陈述性知识

程序性知识

核心：职业活动

隐性

知识

学
科
知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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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艺术设计的实践者和教育者们深感此类知识是

学习者必备的艺术素养和可持续职业生涯的必备

条件而选择保留；另一方面由于其太强的理论性

让学习者提不起兴趣，导致对后续专业学习并未

明显提升。笔者建议可以考虑如下改革方法：降

低理论难度，以“能懂”替代“能背”；以实际任

务为切入，以“能模仿”、“能做”替代“能描

述”。比如《风格与流派》知识教授过程中，向学

习者大致介绍各类型风格或流派的关键要素和表

现形式，然后让他们结合专业特点按照风格形式

设计一件产品、一张海报、一个空间、一幢小型

建筑外立面等等。

第二要加入与职业、行业、企业有关的知

识，比如职业标准、行业规范、产业发展趋势

等。这种知识往往抽象化程度不高，并且存在特

殊性和不确定性，缺乏足够的研究，与主流知识

（技术）格格不入，如果形成课程则需要充足的论

证和准备。因此可以考虑将其作为新生入学的

“专业导论”中的一部分知识内容，或者在每学期

要求行企业以讲座、讨论会、短期培训等形式开

展，增强学习者的职业知识。

2．陈述性知识及其启示

在艺术设计专业中，程序性知识主要体现为

“设计思维”。艺术设计专业本身具备很强的实践

性，设计思维的获取一方面必须在绵延不断的实

践过程展开，另一方面由于其讲究策略和技巧，

可以通过反复训练被学习者接受和掌握。高职生

的思维特点是一种实践性思考，“实践性思考的第

一个核心要素是‘情境性判断’，即在实践情境中

判断实践问题的实质，并判断应采取什么合适的

行动；另一个核心要素是对实践方法的思考，这

种思考是与情境和‘物’紧密结合的，这使它有

别于理论沉思”。

高职艺术设计专业教学中“设计思维”的培

养首先要设定一个贴近真实环境的实践情境或具

体的设计项目，其目的是让学习者和教师作出正

确的“情境性判断”，即根据实际情境判断采取合

适的设计预想。由于设计本身是一项主观性较强

的活动，若没有情境和项目约束，就无法把控，

导致最终作品放任自流、偏离实际，因此不同于

研究性大学，高职艺术设计专业应贴近市场，联

合行业企业寻求合作项目，建设仿真实训场所。

培养“设计思维”的第二个要素是“反思”、

“自我评价”和“自我学习”。这种思考是在实践

中产生、与实践问题最紧密结合的，它不同于预

想，是属于边做边想或先做后想，是“反思”行

为，最终可以引导学习者寻求合适的设计方案。

因为设计本身的不可预知性，高职生的特点又是

“实践性思考”，与其直接教授一堆方法技能，不

如让他们先自己发现问题和不足，然后再针对性

的掌握知识和技能。高职教育早期的目标定位是

“技能型”人才，虽然几经更改，但“技能”培养

的重要程度还是排在首位，因为它是学习者对接

工作岗位的最直接体现。艺术设计专业属于“创

新”专业，社会企业需求的是能根据不同要求完

成各类设计项目的“灵活型技能”人才，而非重

复命令的“机械型技能”人才。职业教育知识生

产在教学体系中的变革就在于把传统的知识教学

观转变为技能学习观，这也决定了高职艺术设计

专业中应该用“设计思维”指导“技能学习”，把

“设计思维”的培养贯穿在“技能学习”中。为此

我们可以尝试构建一个开放式的教学设计——

“能力训练包”。先选定合适的设计项目和情境，

教师进行大方向的指导，而教学过程中由学习者

根据自身情况组织内容和节奏，实现其自我学

习。以《样板房空间设计》能力训练包为例，确

定空间户型和客户基本情况，并明确该训练包包

含以下课程（内容） :居室空间设计与程序、风格

与流派、材料与构造、电脑制图、电脑效果图、

编排设计等。从表面看，内容可能与传统课程安

排无异，但关键在实施过程中，不是学习者跟着

教师的安排来学习导致思维和行为无法协同，而

是学习者在实践设计结合自身情况组织这些内

容，包括时间插入点、周期、比值等，这是一个

动态的学习过程，也是培养学习者“设计思维”

的有效途径（如图3所示）。

3．隐性知识及其启示

隐性知识也称默会知识，只有在实践行为中

才能被激发出来。艺术设计本身作为一门实践性

学科（专业），有着鲜明的隐性知识色彩。古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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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个木匠九个样”就是说不同的木匠其手法、样

式、规范以至个性品格、趣味等要素之物化，往

往会在其作品上体现出来，有的是显性的，有的

是隐性的。在现代高职艺术设计专业教育中，隐

性知识的本源包括教师、“师徒关系”、团队、企

业等。

首先，教师知识结构中的隐性知识蕴含在其

经验、技能、灵感或诀窍中，是实践性知识的体

现。设计是一个无法预知结果的行为过程，在设

计实践的每一个过程都会发生无法预料的情况和

问题，现有的设计理论知识不能替代实践知识去

解决实际问题、自动提出假设和产生设计创意。

这时，教师的经验、技巧和判断力就成为解决问

题的关键。因此，充分激发教师的隐性价值，可

以通过组织说课交流、教研研讨、合作教学、外

出培训、顶岗考察等各种活动，既能提高整体教

师的隐性知识水平，又能促进教师之间隐性知识

的共享，最终使得教师团队的隐性知识不断更

新、发展和扩大。

其次，在设计实践中，师生之间、学生之间

的经验型知识交流和借鉴过程也蕴含着大量的隐

性知识。这种类似于“师傅带徒弟”的技艺传承

古法，在现代高职艺术设计教育中可以是师生关

系中的“师徒关系”,也可以是学生之间的“师兄

弟关系”，或者“团队关系”，皆是通过身份的转

型实现隐性知识的传播。这类型隐性知识除了包

括与专业相关的实践性技能知识，还有敬业精

神、刻苦耐劳、团队合作意识等“非技能性素

质”，这也是企业非常看重的职业素质之一。随着

项目教学在高职艺术设计教育中的普及，小组合

作、角色扮演这种常态的教学方式成为这类隐性

知识传播的载体。

再次，学校与设计企业的合作教学、交流活

动中也接受着大量的隐性知识。这类知识既包括

企业在设计实践中产生的经验型知识，也包括企

业运营过程中有关市场开拓、设计管理、生产施

工方面的运作型知识。它们都是企业面对实际设

计项目和社会环境所积累下来的实践性知识，并

且这不是一种共性知识，在不同性质类型的企业

也存在差异性和特殊性，因此为了在校企合作中

获得较为全面的隐性知识，一方面要建立多情境

的实训环境，包括单技能训练的工艺室、企业实

际项目教学的工作室、以创意产品研发为主的大

师工作坊、校外实训场地等等，缺一不可；另一

方面要切实让企业参与教学实践，现在很多项目

教学为了“项目”而“项目”，仅仅止步于引入企

业项目，而项目教学过程、成果评估都没有企业

的参与，更别提项目成果转化为企业产品了，这

样无疑无法实现企业隐性知识的传播。

[责任编辑：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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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涉农院校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中高职的课程衔接是中高职教育衔接的重点。在对涉农中高职

院校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调研的基础上，阐述其课程衔接出现的问题及其原因，并以杨凌职业技术学院与

榆林农业学校联合培养“3+2”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人才为例，提出构建中高职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衔接的

一体化课程体系的改革构想，辅之以考核评价体系、教材编写等配套措施，为涉农中高职计算机应用技术

专业的有效衔接提供参考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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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是一个在中高职院校普

遍开设的专业，而课程衔接是实现中高职教育衔

接的最终途径。2014年6月，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 （2014-2020年）》

指出，“加强中高职衔接，推进中等职业教育和高

等职业教育培养目标、专业设置、课程体系、教

学过程等方面的衔接”。但是，在中职教育与高职

教育有效衔接方面还有待进一步的探索与研究，

尤其是在涉农中高职院校中，还存在服务区域经

济、服务农业生产不够的特征，缺少内涵的衔

接、系统的递进。笔者就近几年杨凌职业技术学

院与榆林农业学校这两所涉农中高职院校开设的

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在课程衔接上存在的问题以

及解决方法进行分析和研究，力图探索出适合涉

农中高职院校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课程衔接的有

效途径。

一、存在问题

1．人才培养目标区分不明确

作为在中高职院校普遍开设的计算机应用技

术专业，国家对中职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有着明

确和统一的培养目标，以培养技能型人才为目

标。而作为高职教育，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

“技术型人才”、“应用型人才”到后来的“实用型

人才”，再到现在提出的“高技能专门人才”是高

职院校的培养目标。高职院校计算机应用技术专

业招生同时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和对口中职生，

而人才培养目标多以高中毕业生为参照。人才培

养目标存在的差异造成了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

中高职之间出现重叠、断层。

2．课程内容设置有重叠

比对中职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的教学计划与

高职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的课程设置，发现中高

职课程重复比例较高，出现升入高职的中职学生

重复学习专业知识技能的现象，这样既造成了教

学资源、学习时间的浪费，还影响了学生的学习

兴趣和积极性。

3．能力培养定位存在“混淆、倒挂”现象

中高职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在职业能力培养

方面，应体现层次及内涵上的差异，高职教育应

该在中职的基础上对知识、能力、素质方面作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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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提升。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比如在计算机组

装与维护、常见应用软件的操作等课程的教学过

程中，中高职学生在专业技能方面出现了“学历

高、技能低”的“倒挂”现象，使得进入高职的

中职学生失去拓展实践与锻炼的机会。

4．服务区域、服务农业特征不明显

作为涉农院校开设的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的

人才，应服务区域经济、服务产业结构，其服务

现代农业发展应该是涉农院校计算机应用技术专

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由于办学理念、师资力

量、实训条件、政策支持等种种原因，中高职院

校在这方面仍存在着较为突出的短板。

二、原因分析

1．课程体系不能有效衔接

中职教育由于办学历史较长，在课程体系建

设上有着较为浓厚的中专特征，随着近些年的发

展，陆续开发了众多以能力为核心的模块式课

程，如阶段式模块课程、群集式模块课程等，课

程结构一改传统的“三段式”，但教学内容尚未完

全摆脱学科本位的架构；而高职教育虽然开办时

间较短，大部分高职院校都是通过中专学校合并

或原来的专科学校转制成立。经过国家示范骨干

高职院校建设，高职院校课程体系改革已经有了

很大进步与发展，但原有的中职或专科教学模式

仍然具有极大的惯性，难以区分高职教育与中职

教育、普通培训班及普通高等教育的差异。课程

体系与职业教育的本质要求不相符，从根本上制

约了中高职课程体系的有效衔接。

2．办学定位不同

中高职教育都面向类似的职业岗位群，但在

具体的职业岗位上应有层次上的差异。就计算机

应用技术专业而言，中职生的职业能力培养目标

是培养具备计算机软件应用、计算机组装与维护

等应用型技能型操作人才。对应的职业资格为信

息处理员、综合布线技术员等初级资格。而高职

生的职业能力目标是除具备中职计算机应用技术

专业所需能力外，还应具备办公软件应用 （高

级）、网络设计规划、信息安全管理等高一级的应

用型技能。与之相匹配的职业资格应为网络工程

师、系统集成工程师等中级资格。

三、建议与对策

1．建立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一体化课程体系

在课程体系设计时，坚持“以学生为本，以

市场为导向，以产学研为途径”的原则，在《国

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思想指导

下，注重培养中高职学生的政治、文化素养的基

础，根据职业岗位群特点，采用“岗位→能力→
课程”的方法解构重构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课程

体系。在社会调研、企业交流及同行讨论的基础

上，首先明确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的专业定位，

整理出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的主要职业岗位群，

然后对岗位群进行更进一步分析，提炼出岗位群

所需专业能力要素，结合岗位能力要素进一步确

定培养该能力的课程，按照中高职培养目标划分

初级与中级两个层次，同时考虑学生未来的职业

发展方向，最终形成中高职贯通的计算机应用技

术专业一体化课程体系。

具体可分为公共课程、专业课程和实践体系

课程三个部分。

（1）公共课程。中职阶段要重视政治文化素

质培养为主的公共基础课程的开设，这类课程应

该占整个中职阶段课程体系的一半左右，且应为

必修课程，对学生必备的文化素养进行培养，夯

实文化知识基础；高职阶段，同样要重视政治、

文化素质类课程，通过将高职阶段的公共课程分

为必修、选修的层次，打算继续深造提升的学生

可以多选修这类公共课程，其余学生只学习必修

的公共课程，主要以专业课程学习为主。

（2）专业课程。中高职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

的课程内容应根据职业岗位群需求、培养目标、

职业生涯发展方向等多方面因素，合理调配予以

确定。确保专业课程内容具有适应性、灵活性、

发展性、层次性和创新性的特点。按照专业课程

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的原则，在中职阶段主要建

立以职业资格初级证书获取为目标的专业课程体

系，包括计算机组装与维护、网络技术、网络综

合布线、网页设计与制作、图像处理、Internet应
用技术、二维动画等；主要培养学生的计算机软

硬件维护能力、网页设计与制作能力、综合布线

能力、网络应用能力，适应中职毕业生寻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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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的意愿，为进入高职院校学习奠定必备的基

础。而专业核心课程主要放在高职院校进行，包

括网络互联技术、网络系统集成、信息安全技

术、动态网页设计、商业网站建设、企业网络管

理等，主要满足学生进一步提高专业知识水平、

掌握更全面的专业技能及获取职业资格 （中级）

考试的需要。

（3）实践课程体系。在实践课程应加强随课

实验的针对性、适用性、生产性。根据教学过程

与生产过程对接的原则，着力开发与企业实际生

产过程对接的生产性综合实习（实训）。在第 3至
第 5学期，开设为期 1—3周不等的微机调试与维

修、企业办公软件应用、企业局域网组建等三个

贴近企业实际工作 （生产） 过程的综合性实训

（实习）；在第6学期，实施顶岗实习，在企业顶岗

实习期间，实现对计算机组装与维护能力、办公

软件应用能力、网络建设维护能力整合，体现职

业教育“工学结合”的特点。在高职阶段，从第7
学期到第9学期，取消原来依附于课程的单科课程

设计，取而代之的是由企业行业专家和专业教师

设计的3个体现职业岗位群工作过程的生产性综合

实训项目 （商业网站设计、中小型局域网建设、

企业网络管理），分别完成网站建设、局域网建

设、网络管理维护三项专项能力的培养，3个综合

实训项目充分体现岗位群的工作特点，还原了工

作岗位的实际工作过程。在培养过程中，逐步实

现“领着做”到“独立做”乃至“创新做”的层

级递进，以达到学生能通过独立地“获取信息、

制定计划、实施计划、评估项目”来完成职业岗

位的某个完整工作任务目的。在最后一学期，通

过顶岗实习完成职业素质方面的强化训练，最终

完成学生的社会能力、职业能力的全面培养。

2．加强中高职院校的沟通与联系

要真正实现涉农院校中高职计算机应用技术

专业课程体系的衔接，必须要创新人才培养模

式，而这就需要市场调研基础上，由企业、中

职、高职三方充分沟通来确定课程体系。从 2011
年开始，依托陕西省农业高新企业、中高职院校

组成的杨凌现代农业职教集团，由陕西省著名 IT
企业、杨凌农业高新产业示范区相关农业信息化

企业、杨凌职业技术学院信息分院专业负责人、

榆林农业学校教务处负责人组成专业指导委员

会，对杨凌职业技术学院与榆林农业学校联合办

学的“3+2”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进行人才培养模

式的探索，专业指导委员会充分考虑区域经济对

计算机人才的需求，进行涉农企业信息化人才合

理预测与分析，同时兼顾中高职院校师资力量、

实验实训条件等各方面的因素，确立服务区域经

济发展、符合人才发展趋势的中高职衔接的人才

培养方案，构建符合“3+2”涉农院校计算机应用

人才培养的一体化课程体系。

3．建立中高职一体化课程体系衔接配套措施

（1）建立中高职衔接的考核评价体系。要实

现中高职一体化课程体系衔接，必须科学、合理

地制定针对中高职衔接的人才培养方案，通过分

类教学、弹性学分制等考核评价措施予以落实。

中职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的分类与考核。中

职计算机专业的应根据学生的求学意愿分为就

业、继续提升两类，并采用分类教学，其学分安

排的比重应有所区分。针对就业意愿的学生，其

毕业要求中专业类课程学分比例应占较大比例，

建议以 60%-70%为宜，但最高不能超过总学分的

70%，即文化素质课不能低于30%；而对于入学意

愿为继续提升的学生，其文化素质课的学分比例

应适当提高，控制在总体的 50%以内，即专业课

程不低于50%，以能满足学生提升需要。

高职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的分类与考核。高

职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根据招考来源不同，分为

中职生源、普高生源两类，专业课程中专业平台

课、专业核心课的学分应有区别：对于中职生源

来讲因其已经具有一定的专业基础，因此专业平

台课程的学分比重应适当降低，而重点考核专业

核心课程，此外，还可合理提高中职生源文化课

程的学分；普高生源由于无专业基础，专业平台

课程比例可高于中职生源，但不超过50%。

（2）实施中高职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的学分

贯通。中高职院校的学分应该相互贯通，高职院

校认可中职学校的学分，即中职生源的学生在中

职阶段已经取得的文化素养及专业课程学分在高

职院校是被认可的，这些学生就不必重复学习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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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掌握的课程，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其他政治

文化素养、专业核心课程的学习中。

（3）编写体现鲜明农业特色的中高职一体化

的课程教材。通过组织行业企业专家、中高职院

校专业教师共同编写中高职有效衔接的计算机应

用技术专业一体化课程教材。以现代农业、智慧

农业中的典型案例为蓝本，针对中高职院校不同

层次的培养目标，综合考虑学生就业、升学与职

业发展的需要，合理安排教材内容，主动适应职

业岗位技能要求的变化不断调整更新，设计开发

一套符合现代 IT行业发展、同时具备鲜明农业信

息化的一体化教材，以满足中高职计算机应用技

术专业课程体系有效衔接的需要。

四、结语

总之，要实现涉农中高职院校计算机应用技

术专业课程的有效衔接，除建立一套计算机专业

一体化课程体系，建立中高职院校的常态沟通机

制，配合相应配套教材和考评体系外，还必须加

强中高职院校师资队伍建设，建立中高职教师常

态化沟通交流制度，探索高职教师在中职交流任

教、中职教师赴高职院校进修培训的合理途径，

形成中高职院校教师职业素养与专业能力的共同

提高及良好互动，为涉农院校中高职计算机应用

技术专业课程体系的有效衔接提供支撑和保障。

[责任编辑：陈保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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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Effective Curriculum Link-up Between Secondary and Higher Agricultural Vocational Schools
—Taking the Specialty of Computer Application Technology as an Example

DU Zhen-ning DUAN Zhi-yi GONG You-hui
(Yangling Vocational & Technical College, Yangling 712100, China)

Abstract: The curriculum link-up of computer application technology specialty in secondary and higher agricultural vocational
schools is the key to the link-up between secondary and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specialty in
these schools,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the curriculum link-up and the reasons are analyzed and taking the joint cultivation of“3+2”
computer application technology talents between Yangling Vocational & Technical College and Yulin Agricultural School as an ex⁃
ample,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reform ideas of constructing integrated curriculum system, and supported by the evaluation sys⁃
tem, teaching materials compiling and other supporting measures, to provide reference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realization of effec⁃
tive link-up of computer application technology specialty between secondary and higher agricultural vocational education.
Key words: agricultural colleges; secondary and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computer application technology; curriculum link-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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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有效的中高职衔接的课程体系为依托，有相应的政策配套措施为保障，需要中高职共同制定培养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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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

与发展的决定》中明确提出构建“中等职业教育

与高等职业教育相衔接的课程体系”的要求。广

东省从2010年选取1O所高职院校和49所中等职业

技术学校，开展“中高职三二分段”（“中高职三

二分段”是指在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和高职院校选

取对应专业，统筹安排中职学段（三年）和高职

学段（二年）连贯一体化的人才培养方案，分段

开展教学活动。）招生，2011年共有27所高职院校

和100所中等职业学校开展试点工作，2012年继续

扩招，有近32所高职院校和149所中等职业学校加

人中高职衔接的行列。随着中高职三二分段衔接工

作推进，如何实现衔接工作从模式到课程，探索以

模块化构建衔接课程体系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一、中高职课程衔接模式的现状分析

国外中高职衔接重视课程方面的衔接有三种

典型的模式：第一种模式是俄罗斯——美国模

式，这一模式指的是中高等职业教育实施一体化

课程或教学大纲的衔接模式，通过统一制定并统

一实施中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达

到中高职的互相沟通和有效衔接；第二种模式是

澳大利亚——英国模式，这一模式的特点是层次

分明，各层次间建立良好且紧密的衔接关系，普

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文凭具有相同价值，各层次

教育、各类教育都实施学分转换制度和资格认

证，让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不同的课

程模块和确定起点层次；第三种模式是法国——

德国模式，这一模式是指在衔接的过程中实行补

习制度或过渡教育，使得不同类型的中等教育毕

业生得到同等的入学资格。

我国学者对课程衔接提出了几种不同的模式：

一是以国家职业资格标准为依据的课程体系

构建模式。刘育锋提出，国家资格框架制度中不

同层级资格标准是构建衔接的职教课程体系的依

据。肖凤翔提出，构建全国统一的职业资格证书

体系和等级考核制度，实现职业技能全面衔接。

邵世光提出，以《国家职业标准》作为中高职课

程衔接的介质，不仅可以避免教学内容重复，体

现知技层次；节约教育资源，有利于学生专业技

能证书的获取，促进毕业生有效就业；在整合课

程资源时，还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二是以岗位需求为依据的课程体系构建模

式。周大农提出，需求为导向——多元整合的课

程衔接理念。“需求为导向”涵盖了“就业为导

向”，也就是说，中高职衔接的课程要满足政府、

社会、企业、学生（包括家长）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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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以职业能力要求为依据的课程体系构建

模式。柳燕君提出，中高职课程衔接的基本模式

是“能力递进、纵横拓展、模块化设置”。

综上所述，笔者提出基于一体化培养方案的

模块化“三二分段”中高职衔接的课程体系。所

谓模块化课程体系，是根据中高职不同培养目标

和不同层级的要求，将分层化的职业能力和职业

素质课程，按照不同层级，由教师、行业企业深

度参与课程开发而组建成相应的模块，不同层级

的能力转换为不同课程，从职业特定能力纵向延

伸向行业通用能力、横向拓展跨行业能力，并使

核心能力培养贯穿中职和高职的教育全过程。

二、构建模块化中高职衔接课程体系的思路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提出要“合理确定中等和高等

职业学校的人才培养规格。注重中等和高等职业教

育在培养目标、专业内涵、教学条件等方面的延续

与衔接”。明确中职学校的培养目标为初级专业技

能人才，高职培养目标为高端技能型人才。

在明确培养目标这一前提的基础上，核心工

作就是课程衔接。教育部 《中高职协调发展意

见》提出了五大对接体系，即“促进专业与产业

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

产过程对接、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对接、职

业教育与终身学习对接”。这是中高职课程衔接体

系构建的依据。

1．人才培养规格衔接——层次衔接

实施培养目标的衔接是中高职贯通、衔接一

体化的前提，专业目标、课程内容、考核方式等

方面衔接是关键。在国家政策法规上，教育部文

件《关于推进中等、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指

导意见》（教职成 [2011]9号）文件指出：中等职

业教育是等同于普通教育的高中阶段，在技能培

养中，起基础作用；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是等同于

普通教育中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技能培

养过程中，起强化、拓宽作用，以培养高端技术

性人才为主。中高职教育作为同一类型的不同教

育部分，文件对二者培养目标层次的界定,为中高

职学校办学指明了方向、明确了定位，更利于二

者的衔接。

2．专业核心课程衔接——技能衔接

课程衔接不只是两个教育层次教育内容的衔

接，同时还是两个教育层次的教育进度及其总体

安排与设计的衔接，包含对教育目标、内容、方

式和方法等方面进行衔接的规划和设计。

在纵向上，制定“五年一贯制”中高职衔接

的课程标准，在课程设置、教材选用、课程内容

衔接上进行统筹规划一体化设计形成连贯有序的

有机整体，较好地避免了课程设置和课程内容的

重复问题，研究课程内容与人才培养目标的对应

性，选取相应的课程内容，制定系统衔接的统一

课程标准，确定科学合理的教学顺序与实施路

径，促进课程衔接的连续性、逻辑性与整合性。

重构课程内容，制定课程标准成为建设模块化项

目课程的关键，各项目课程必须打破传统的课程

体系，开发基于企业需求的模块化项目课程体系。

3．职业素质课程衔接——能力衔接

能力是顺利完成某一活动所必需的主观条

件，是某些完成活动所必需的直接影响活动效

率、的能使活动能顺利进行的心理特征。职业教

育以能力为核心，是指以培养专业技术应用能力

为主，而不以传授系统的学科知识为主。

在横向上，以能力分析为基础设计课程体系，

以能力培养为中心组织教学过程，以能力形成为目

标引导学生学习,以岗位要求的能力指标评价学习成

果。对高等职业教育来说，能力是第一位的，知识

是形成能力的基础。将各课程模块设计成层次不同

但是相互联系的平台：公共基础平台，专业技能

平台，核心课程平台，通过这三个平台作为学生

必选的模块和可自由选择的专业方向课模块构成

学生的全部课程内容，由此形成一个“宽基础、

活模块”的模块式课程体系，不仅满足了学生不

同的层次要求，增强了课程的实用性、灵活性，

而且在此基础上的中高职课程衔接也促进了职业

素质培养的持续性。

4．一体化人才培养方案——时间衔接

根据企业职业岗位的工作分析，按照相应的

职业能力标准设计并实施专业对口的一体化教学

计划，制定中职与高职的专业教学标准，制定分

级的教学目标，满足不同层级职业岗位的能力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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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教学目标对接是中高职课程衔接的实践性要

求，中高职教学目标的制定应体现出中职和高职的

层次性差异，中职教学目标在要求上应低于高职教

学目标，参考五年一体化时间安排，各专业应根据

教学目标，将训练内容按各项标准进行规范和细

化，创设仿真的生产环境，加强教师的实践训练指

导，提高实践教学的实效性。关注衔接内容的同

时，合理安排学习时间有利于实现衔接效果，实现

人才培养方案(教学文件)的整体设计和课程学分从

一般学分到标准学分和有效学分的转换。

综上所述，课程衔接是决定课程的范围和顺

序，范围是教材中实质的内容、价值、技能和学习

经验，顺序则是将这些因素适当的排列秩序，也即

课程的垂直组织。要成功达到课程衔接的目的，特

别是要真正落实到教学层级的课程衔接，势必要仔

细考虑课程衔接的每一个方面。

三、模块化课程体系设计——以物流管理专业

为例

课程衔接是中高职衔接的重要内容和支撑，中

职和高职阶段不同的课程内容或学习经验，通过纵

向（继续性）与横向（整合性）的衔接，使它们之

间相互发挥累积的最大效果以达成中高职培养目

标。高职物流管理专业当前最迫切的任务是：以学

生为本设计出符合社会需求的人才培养方案；制定

出切实可行的课程标准；以核心课程为龙头推行基

于工作过程的项目教学法实施。

根据中高职“三二分段”学校开展的实践工

作，构建高职物流管理专业模块化课程体系见表

1。作为中高职衔接的另外一个重要部分，就是专

业技能的培养内容衔接，结合实践工作推进，技能

衔接培养体系见表２。

因此，我们需要打破中职高职两个阶段各自系

课程类型

公共基础平台

核心课程平台

专业技能平台

中职学段
课程名称

语文
数学
英语
体育
物流营销与客服
物流装备与技术

仓储配送实务

运输作业实务
货代实务
物流信息系统
Excel应用
物流员考证
企业实践

代表模块
现代文和文言文阅读
函数、代数、几何、概率等
基础词汇和语法
基础运动技能和自主锻炼
市场认识，客户服务基础
物流系统认识和操作流程

订单处理、配送服务、流通加
工、

运输方式，集装箱基础
货运代理基础业务
物流行业及企业知识
基础操作
基本操作
仓储配送实训

高职学段
课程名称

大学语文
经济数学
公共英语
大学体育

企业物流

仓储管理
配送管理
运输管理
国际物流
ERP与企业运营
统计基础及应用
助理物流师
物流专业竞赛

代表模块
经典阅读欣赏
线性代数及运用
泛读和听说
选项学习

采购管理、市场营销

仓储业务方案及库存控制
配送合理化和配送作业管理
联合运输计划和运输合理化
国际货运业务和班轮货运
人、财、物及信息集成
基于数据库的运用
预测、方案及实施
方案制定及实施

表1 物流管理专业中高职模块化课程衔接（部分）

表2 物流管理专业中高职技能培养衔接

职业领域

仓储配送运作及
管理

运输作业及管理

物流信息处理

中职学段（物流员）

工作内容

仓储方案的实施

配送方案的实施

运输业务流程执行和基
本管理

物流信息的简单收集、分
类和处理

技能要求

1.能够操作仓储装备
2.能够进行仓库的出入库工作
3.能够进行货物保管工作

l.能够操作配送工具 2.能够正确
执行配送操作流程

l.能够正确操作运输工具
2.能够进行货物的装卸和搬运
3.能够正确执行运输管理流程

1.能够了解物流信息的定义、特
征
2.能够对物流信息进行简单的分
类

高职学段（助理物流师）

工作内容

制定并实施仓储方案

制定并实施配送方案

制定并实施运输计划

物流信息管理

技能要求

1.能够编制仓储货物储存规划
2.能够根据货物特性对货物进行保管
3.能够进行库存控制操作

1.能够根据配送计划正确选择配送方式
2.能够合理规划配送路线
3.能够根据计划实施流通加工

1.能够运用科学方法正确选择运输路线
和运输工具
2.能够组织货物的装卸搬运
3.能够提出运费报价

1.能够及时准确地收集必要的物流数据
2.能够对物流信息进行简单分类
3.能够了解物流信息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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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教育形式，建立共同培养目标，按技术应用能

力的要求进行整体设计、统筹安排、课程重组、技

能衔接的分阶段实施方案，目的是充分发挥中职与

高职的教育资源和办学优势，中职阶段能较好地将

学生对专业认识及基本技能的基础打好，把重复课

程及教学内容删去；高职阶段拓宽专业面，注重先

进技术的学习，加强实训和毕业设计实习，系统开

发适应配套的创新教材等。

[责任编辑：杨理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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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领域

企业
物流

物流软件操作

中职学段（物流员）

工作内容

物流活动内容界定

企业物流管理基础

了解物流法规和国际公
约

企业物流操作

仓储管理软件的操作

运输管理软件的操作

货代管理软件的操作

技能要求

1.界定物流活动范围
2.识别关键性物流活动、了解与
物流活动相关职能部门的联系

能够理解物流全过程

能够查阅相关物流法规和国际
公约

能够实施物流操作层面的管理

能够正确操作仓储管理软件

能够正确操作运输管理软件

能够进行操作货代管理软件

高职学段（助理物流师）

工作内容

采购与供应实施

生产物流调度实施

销售物流计划实施

逆向物流处理

仓储管理软件的管理

运输管理软件的管理

货代管理软件的管理

技能要求

要求能够实施采购与供应计划

要求能够实施生产物流调度计划

能够实施销售物流计划

能够根据计划对回收废弃品进行处理

能够熟练操作仓储管理软件并提出优
化需求

能够熟练操作运输管理软件并提出优
化需求

能够熟练操作货代管理软件并提出优
化需求

续表2 物流管理专业中高职技能培养衔接

Construction of Modularized Curriculum System in the Link-up
between Three-year Secondary School and Two-year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JIANG Qing-rong
(Zhuhai City Polytechnic, Zhuhai 519090, China)

Abstract: Well-integrated curriculum system is the core of the mode three-year secondary school and two-year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This mode should be based on a systematic and effective link-up of secondary and higher vocational curriculum system,
and guaranteed by relevant supporting policies and measures. It requires the reformulation of training objectives through joint ef⁃
forts by both secondary and higher vocational schools as well as integration and restructuring of the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plans
of the two. Modularized design is adopted to construct a curriculum link-up system which reflects continuity vertically and integra⁃
tion horizontally.
Key words: modularization; curriculum link-up; curriculum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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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教育英语教改的人文建构
——基于知识、技能、文化和交际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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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江苏 苏州 215104）

摘 要：高职英语教学改革应融入时代特征，体现人文素养，其人才培养的核心功能是实现人才健康

和谐的发展。为避免高职英语教改的各种行为不致短视和功利，确保教改的发展方向不致偏离，应使知

识、技能、文化和交际在高职英语教改中成为重要的因素与载体，从而拓宽高职英语教改的路径，提高教

学水平与育人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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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高职英语教学改革是一个极具挑

战性的实践课题。作为高职英语教学的具体实践

者，如何把握当下的时代特征，契合高职学生的

群体特点，以人才培养为主旨，坚持人的健康发

展为根本，重塑英语教学的历史使命，探索全新

的英语教改路径，理当成为高职英语教改的应有

之义。

一、基于知识、技能、文化和交际的高职英

语教改的依据

早在 2000年，教育部就在《关于加强高职高

专教育人才培养工作的意见》（教高[2000]2号）中

明确提出：高职高专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基本特

征是以培养高等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为根本任

务；……要处理好知识、能力与素质的关系，以

适应社会需求为目标、要处理好基础理论知识与

专业知识的关系，既要突出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

应用性，又要让学生具备一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2013 年 12 月，世界教育创新峰会 （简称

WISE）在多哈举行。围绕“为了生活重塑教育”

这个主题，来自 100多个国家的 1000多名政府、

企业、媒体、教育和非政府组织的领军人物共同

探讨“教育如何应对未来世界的挑战”。

无论是我国的人才培养战略，还是国际社会

的人才培养共识，都对教育的使命提出新的要

求，这些要求既是基于对社会发展现状的理解分

析，也是人类为应对未来世界挑战的远见卓识：

仅有知识和技能将远不能适应未来社会的需要；

未来人才培养必须要跨出二元思维框架，认识到

人的社会活动，还需要高素质这一文化要素的支

撑；知识、技能、文化如何有机地融合，并使人

的多向流动获得足够而适切的发展，是教育的当

务之急。

二、基于知识、技能、文化和交际的高职英

语教改的社会考察

以“高职英语教学改革”为关键词，在知网

上查找到共 959篇相关论文，时间跨度为 2000年

至 2015年。通过分析论文的研究主题和内容，当

前高职英语教改主要集中在“以校企合作为基础

的项目化教学、以就业为导向的教学、基于ESP理

论的教学和基于职业能力培养”的四大类教学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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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模式的实践与研究。但这些教改模式，均未跳

出“高职人才培养即人的社会竞争力和职业发

展”的认识观，其本质都是为了实现“让人能够

适应生存或生活得更好”的自然价值。对“人之

所以为人，人之何以为人”的社会价值则关注得

不够。

北京大学原常务副校长王义遒教授在《深化

教育改革终极目标是人的发展》中指出，受教育

者个人或家长希望通过教育将来成大器、出大

名、当大官、挣大钱；主办教育的政府或单位则

要求教育产出成果，迅速提升经济，强实力、振

国威。目标无可厚非，但没有人的全面发展，希

望终将落空；即使有的实现了，人也难以感到幸

福。因为人的幸福要体现在人生意义和价值的实

现，而这是建立在人的发展基础之上的。

至此，教育思考又回到了那个经典的话题：

教育目标究竟应该通过什么承载来实现。就高职

英语教学而言，它应该承载教育的哪些功能，又

该选择何种方式来完成它所担当的教育责任。

传统的高职英语教学，一直备受争议，究其实，

正是我们误解了教育核心价值观——我们是更多

地按照市场需求将受教育者当作教育的产品

“器”来量身打造，使之合格甚至优质，却较少关

注受教育者首先是作为人这一主体而存在，他们

接受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大的人生幸福。

英语作为一门独特的社会工具，必然包含技

能和交际；英语教学作为教育工具，必然涵盖知

识和文化，这其中，知识、技能、文化和交际分

别从不同的层面帮助受教育者更为健全、更加从

容地走向社会。知识是改变人性的物质基础和前

提条件之一，它能拓展人的视野宽度；技能让人

更为具体，可以赋予人的生存力度；文化让人变

得更有理性，充满生气，帮助人达到一定的仰望

高度；交际让人成为真正的社会人，从而成就人

的社会维度。

三、高职英语知识、技能、文化和交际之于

人才培养的教改思维

任何人的演变、社会生存都离不开知识的积

淀、技能的修炼、文化的凝练、交际的操练，所

有这些社会元素将会使人更加丰富、完全和高

尚。高职英语教改应基于人的未来发展，服务于

人的培养，从而最终使之成为社会最需要的人才。

1．知识的学习与改造

高职英语教改的基点当立足于课程，而课程

在人才培养中的最重要的使命就是知识的有效拓

展。英语作为语言，它既有语法规则、单词短

语、习语谚语等基本知识，也有英语国家的文化

知识以及其他语言知识。

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高职英语教学基本

上都是关注知识的讲授。知识的学习固然需要，

但教师们大多忽略了英语学习中最重要的一点：

即知识不仅仅是知识，它也可以改造成学习的方

法。英语因其思维方式与母语思维方式的交互性

和差异性，学习起来并不轻松。因此，高职英语

教改的首要任务就是要遵循“知识结构系统化，

方法手段简便化，语言表述通俗化，能力培养实

用化”这一原则；课程标准也当相应地“以语言

规律探究为主的方法性教学、以学生语言自我生

成能力培养为主”的应用型全新课程模式，同时

还应兼顾教学对象的现状分析及社会对人才规格

的要求，设置符合他们基础水平的结构体系，运

用符合他们认知水平的教学方法，从而引导学生

能够更为积极主动地去自觉获取知识，并掌握基

本的改造知识的方法，进而内化成他们自己的学

习方法。

2．技能的获得与内生

英语作为语言的实用性决定了高职英语教改

的重心在学习者英语技能的培养上。“听、说、

读、写、译”通常被认为是英语的五个基本技

能。但这五个基本技能只是局限于英语学习这一

狭小的领域，使英语教学不能超越学科或专业的

界限，则很难发挥其作为语言的工具作用。因

此，高职英语教改必须坚持“学习技能”为中心

的技能培养，特别是学生自我学习的技能培养。

当前，专家学者和教师都会关注英语学习技

能的获得和形成，但大部分人更多地强调语言的

习得，对英语语言本身内部蕴含的技能形成规律

则缺乏足够的认识，这对英语学习者的思维培养

是非常不利的。英语语言有其自身最基本的工作

原理和机制，这些是语言演绎变化的基础。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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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语言的工作原理在人的大脑中起作用时，它才

有可能持续地运转起来，调整学习者的思维方式

并使之适应所学语言固有的思维表达方式。技能

的获得是基于方法知识的传授而逐渐转变为学习

者能力的自我生成。因此而生的能力又进一步使

学习者将语言和其他专业融合，构建起与高职学

生学习力相匹配的适应未来需求的专业技能，使

之不仅专于专业，还兼具适应时变、事变、压

力、问题和自身发展需求的发展能力，并能以健

康身心保持自身在一个现成环境中有效运作的能

力，并最终形成“技能提高、能力培养、素质提

升和职业发展”日益增强的内生机制。

3．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一般来说，英语学习中最具生命气息和社会

活力的元素即英语语言的文化。知识学习、技能

获得，通常都止于英语学习的技术层面。唯有英

语语言文化，不论是语言的自然文化，还是英语

国家的社会文化，亦或英语使用者的人文文化，

都会对人才培养的质量带来深层次、根本性的影

响。高职英语教改如何将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通

过知识的传授、技能的孵化，使之不断传承、不

断内化为学习者做人的基本品质、基本态度和基

本理念，都值得进一步思考和探索。

以《英语语法》教学为例。从英美原著中选

择与教学内容紧密相关的一些语言用词洗练、句

法结构优美、富有哲理的语句，让学生在学习过

程中既掌握方法技巧和语言变化规律，又能于无

声处感受语言思想之美、文化之美，不知不觉中

陶冶自己的情操。如以下这些例句：

（1） 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
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宾语从句，不

要问国家可以为你做些什么，你应该要问自己可

以为国家做些什么。）（2） Liberty consists in the
power of doing that which is permitted by law. （定语

从句，自由就是做法律许可做的事情的权力。）

（3） Reading makes a full man, conference a ready
man, and writing an exact man. （并列省略，读书使

人渊博，交谈使人机敏，写作使人严谨。）

语言是文化的直接展示，说话者的文化素

养、思想观点及价值取向主要通过其话语表达呈

现给社会。高职学习阶段正好是青年学子世界

观、价值观的定型期，此时教师的正确引导至关

重要。高职学生作为大学生中一个相对独特的弱

势群体，其学习方法的相对低效、心理承受能力

的相对脆弱、对文化的感知和新思想的生成相对

滞后等特征，决定他们应该获得更多的人文关

怀。高职英语教改同样也要关照这一特定现象，

建立自己的文化关怀思想：教学是宽容弱者，需

要我们敞开胸怀，海纳百川；教学是思想表达，

需要我们具有个性，不求闻达；教学是多维创

新，需要我们勇于反思，反求诸己；教学是文明

传播，需要我们开阔视野，上下求索；教学是人

格教育，需要我们自身的品格砥砺。也唯有在此

基础上，高职学生才有可能在多元文化的熏陶和

催化下，逐步发展成为具备多元文化素养而又个

性丰富的幸福主体。

4．交际的跨越与嬗变

英语作为语言，其社会交际功能在教学中如

何实现，特别需要引起人们的重视。

普遍认为，英语交际就是为了让学习者敢

说、能说，能跟人进行无障碍交流。从这个层面

上来看，交际依然是英语的一种基本功能。而高

职英语教改更希望赋予交际更丰富的内涵和更深

层次的意义。英语交际除了人们通常知道的用英

语进行日常交流之外，它更应该是人们进行社会

流动的重要支撑：工作、日常人际交往、知识、

技能与文化的交流和传播等，都离不开交际的承

载。人际交往，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总是

发生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与氛围之中，而文化反过

来又影响和制约人们的思想行为。

文化交际是一个包括语言、文化、社会、心

理等因素在内的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综合系

统，交际双方的语言行为和交流方式均受到双方

文化背景的影响和制约。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际交

往需要尽可能多地了解对方所遵循的社会规则和

文化准则，以及隐含在这些背后的文化心理、价

值观等因素，才能确保交际的顺利进行。由于英

语交际面对的是一个超越国界的外部世界，它需

要交际者能够比较自由地运用他所拥有的知识、

技能和文化。因此三者是人的发展不可或缺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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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支架。知识是人的未来发展的物质基础，技能

是人的发展必须打造的工具，文化是引领人才未

来发展的重要杠杆，交际使这三者互为融合并形

成足够的合力，进而成就人的综合素养。

四、英语知识、技能、文化和交际融合演绎

的实践探索

许多英语教师和学生都觉得《英语语法》是

一门枯燥的理论课程，学习内容不外乎词法规则

和句法结构的讲解、分析和简单记忆。其实，任

何一门语言类课程，无不包含“知识、技能、文

化和交际”这四个主要元素，语法课程也不例

外。语法是成年人学习英语的有效工具，关键是

如何善用这一学习工具。“2C”原则 （即 Copy
“模仿”和Create“自创”）是语法课堂上最常用

的原则。

如，在学习“主语+系动词+表语”这一基本

句型时，许多学生觉得系动词的概念很抽象，无

法理解这一知识点，更不知如何学以致用。在此

情况下，教师为学生提供最简单的例句，请学生

自己分析，试着去发现句中动词的共性特征。

（4） I am a mere flower. （5） Man is a born
child; his power is the power of growth.（6）Delusions
of knowledge are like the fog of the morning.（7） The
fish in the water is silent, the animal on the earth is
noisy, the bird in the air is singing.（8）The bird wish⁃
es it were a cloud. The cloud wishes it were a bird.
（9） This song sounds beautiful. （10） Silk feels soft.
（11） Great minds think alike. （12） Greatest genius
often lies concealed. （13） Reading does good to our
mind. （14） Overwork does harm to health. （15）
Practice makes perfect.

在老师的引导下，大部分学生能够得出：be
动词是系动词。但其他的就不知道了，也有学生

因怕犯错而不敢表达自己的观点。

教师随后提示：其他非 be动词后面跟的是什

么词类？这些词是否存在共性？学生都能说出动

词后跟的主要是形容词。教师接着让学生尝试进

行方法归类：be动词在句中单独出现时，是最常

见的系动词；非 be动词作系动词时，其后通常

紧跟形容词；感官动词是系动词的典型代表。

至此，学生关于“主系表”句型结构的本质规

律基本掌握，也初步形成了举一反三的分析方

法和技巧。

当教师进一步提问学生例句 （13） 和 （14）
中的 good和 harm分别是什么词时，学生迷惑了，

他们一致认为 good是形容词，harm是名词，但再

问他们两个句子结构有什么区别时，他们觉得没

什么区别。再问他们这两句是否“主系表”结构

时，大家意见不统一了。这样，下一堂课关于

“主语+及物动词+双宾”的教学内容就引出来了。

在后面的创造性练习中，学生被要求根据所

学的句型翻译宣传标语“规范出效率”。大部分学

生直接手机百度，给出了“Specification for effi⁃
ciency”答案。问他们这句翻译好不好时，众说纷

纭，问他们好在哪里时，集体沉默。教师继续鼓

励他们查找能够表示“标准”的不同英语单词，

自己去比较哪个词最好。通过分析比较，同学们

基本上认同，Specification 这个词通常专指技术

方面的规范、规格，如说明书、质量标准等，放

在这句宣传标语里不太合适。但要根据“2C”原

则来自创时，学生还是有很大困难。最后，教师

演示自己的翻译 Standards make efficient 并解惑：

英语中有谚语 Practice makes perfect，这两句结构

上等同，更符合英美人的表达习惯；而 Specifica⁃
tion for efficiency虽然中国人一看就明白，但na⁃
tive speakers并不一定能明白，这种构式也容易

让人误解为“效率的标准”。

例句：借助《飞鸟集》等名篇中的优美诗句

和常见谚语，将之与所要学习的知识进行融合，

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够饶有兴致地感受知识

与文化的魅力；通过对分析方法的演绎，学生对

英语的地道表达有了更加深刻的感性认识，这种

语言的准确表达进一步提升了学生对语言的自我

生成能力。自我生成正是教与学的终极目标。学

习者一旦获得了语言的自我生成能力，没有人会

相信，他们的英语知识是贫乏的、学习方法是低

效的、英语技能是脆弱的、对文化的了解是肤浅

的、文化交际是失败的。

五、结语

高职英语教改唯有建立起全新的人的发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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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关注人的社会发展，重视人的幸福质感，才

会有意识地避免“专业设置、课程设置仅是为了

适应或满足学生未来就业需要”这一急功近利的

认识，而不致让我们学生成为一个仅是为了生存

而学习的个体。我们有责任让我们的学生获得更

全面的发展，使他们在拥有知识、技能、文化和

交际的同时，走向快乐，拥抱幸福，使他们的整

个人生发生我们所期待的跨越。

[责任编辑：刘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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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of Humanity in English Teaching Reform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 Based on the Reflection of Knowledge, Skills,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DENG Ren
（Suzhou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Technology, Suzhou 215104, China）

Abstract：The teaching reform of higher vocational English should integrate into characteristics of times and embody humanity. The
core function of it to talents training is to realize the healthy and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talents. In order to avoid various near⁃
sightedness and utilitarianism during the process of higher vocational English teaching reform, and ensure the right developing direc⁃
tion, knowledge, skills,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should be the important factors and carriers in the teaching reform. Thus, the re⁃
form path can be broadened and teaching standard and quality of talents training can be improved.
Key words：higher vocational English; knowledge; skills; culture;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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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基础课是职业教育专业与课程体系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培养与提高人的综合素质方

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中高职院校各专业

学生共同必修的课程，公共基础课的设置因学校

性质、办学理念等的不同而有一定差异，但大体

上可以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实践课等，如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数学、计算机、英语、语

文等。在以就业为导向、以能力为根本，不断深

化中高职衔接与完善现代职教体系的新形势下，

如何改革公共基础课这一热点和难点问题迫切需

要理论与实际的回答。通过对现有中高职公共基

础课现实问题、衔接目的与模式等的研究，有利

于为中高职衔接和现代职教体系的完善提供参考。

一、公共基础课现实问题的提出

长期以来，中高职公共基础课受重视程度远

低于专业课，且改革严重滞后。而公共基础课在

层次、内容、目标等方面的分裂更滋生并加剧了

多种问题，影响着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高标

准实现。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各自为

政、自成体系的设置方式使中高职公共基础课结

构不科学、不合理，内容陈旧或重复、界限不

明，导致教学资源重叠与浪费，整体教学效能不

佳；第二，忽视职业教育的规律与本质属性，不

能科学合理地进行公共基础课的结构功能定位，

同时割裂了与专业课的联系，过于注重学科本位

及其完整知识结构的传授或理论的讲解，而传

统、单一、以教师为中心的课堂教学不能让学生

充分体验职场情境；第三，“一刀切”的做法严重

忽视了学生的个体差异，不利于调动学生的学习

积极性，以及职业技能、素质的培养，同时，人

才培养方案难以有重大突破或创新。

二、公共基础课衔接的必要性与依据

1．育人导向：中高职公共基础课是职业教育

人才高素质养成的基础

中高职院校培养的是知识与技能两全的高素

质人才，这一目标同时定位于学生当前和未来的

发展，即通过在校学习能够掌握所属专业、岗

位、行业或产业领域需要的基本知识与技能，培

养德才兼备的健全人格与全面素质，并在就业后

能够达到与社会的适应、个人的可持续性发展。

而从职业教育的本质属性出发，公共基础课具有

目标的“定向性”和内容的“应用性”，致力于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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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学生的人文素养，建立与专业的联系，实现一

定程度的职业与岗位体验。因此，公共基础课是

培养学生普适性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基础课程，与

专业课互相渗透和支撑，共同作用于培养高素质

技术技能型人才这一育人目标，是现代职教体系

下人才高素质养成的核心载体。

2．系统生成：中高职公共基础课衔接是构建

现代职教体系的必然趋势

“现代职教体系”是一个不断发展与优化的

概念，强调各层次各类型职业教育的全方位联

结、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深度融合，以及职业

教育的价值性、多样性、终身性与贯通性。构建

与完善现代职教体系既是国际职业教育发展的重

大趋势，也是近年来我国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

宏伟目标。随着这一趋势的深入，中高职教育公

共基础课成为职业教育专业与课程体系重新架构

的关键环节之一，着力促进学生的基本素养，为

可持续发展和终身发展打下基础，必将突破原有

的设置模式，从传统意义上的割裂式设置走向不

同层次知识技能点的有机融合。

3．院校品质：中高职公共基础课衔接是学校

现代化发展的新能量源

作为现代职教体系的主体，中高职院校担负

着提升办学质量、贯通整个职教体系的神圣使

命，而公共基础课是中高职院校进行人才培养的

重要载体，其有机衔接不仅是对现代社会人才需

求变化的积极回应，也是对中高职院校教育现代

化水平提升、学生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深切考虑。

遵循职业教育发展规律、人的全面发展规律以及

学校教育现代化发展规律，中高职公共基础课衔

接能够有力促进现代职教体系下专业与课程体

系、人才培养模式的进一步改革，以及学校办学

实力与教育质量的提升，推动中高职院校教育现

代化的转型升级。

三、公共基础课衔接的目的与模式

1．衔接目的

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职业教育体系相

对较为完善，公共基础课的衔接程度较高，目标

各具特色，如美国职业教育的公共文化基础课程

不以传授系统知识为目的，而是针对未来工作需

要，将文化基础课程转化为能力课程，促进沟通

技巧、问题解决、逻辑推理等能力的发展；日本

职业院校公共基础课程设置比例大于专业课程，

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创新能力、职业意识

以及人文修养；台湾地区非常重视在职业教育中

实行AOI （Academic and Occupational Integra⁃
tion） 教学模式，于其中增强了阅读、写作、计

算、问题解决的能力及工作技能；法国南特大学

技术学院数据处理专业的基础课程包括几何、算

数、数值运算等数学类课程，实用英语、专业英

语等英语类课程，以及报告、就业技巧等表达与

交流类课程等。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职业教育极为

重视公共文化课程，其目的在于提高国民素质，

增强学生的适应性、持续学习能力及健全人格的

培养。同时，又非常重视职业“教育衔接”，认为

这关系到整个职业技术教育资源的合理有效利用

及其教育功效，意味着各层次职业教育之间在招

生与考试制度、管理制度、学制学分、课程与专

业设置、教材与教学、学位与职业资格证书等方

面的连接或结合，以及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衔

接，如《卡尔·D·帕金斯职业教育和应用技术法》

提出了中学阶段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衔接，使

学生既能获得职业技能，又能在跨学科的教学中

提升知识等多种素养。

一直以来，培养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是国

内中高职院校公共基础课的核心目标，但在民族

文化传统、教育理念、院校课程设置，以及职业

教育特殊性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公共基础课的

地位大多不如专业基础课，惯于单纯性地传授学

理知识或进行思维训练，不仅从横向上与专业课

构成“两张皮”，又从纵向上呈断层、孤立性发

展，大大弱化了公共基础课的育人效果，沦为专

业课的“装饰品”。

2．衔接模式

国内外中高职衔接都将课程作为核心内容和

落脚点，并探讨总结了多种模式，如纵向延伸模

式、横向扩展模式、横纵延伸扩展式。同时，充

分认识到中高职公共基础课从根本上关系到初级

与中高级人才素质的提高、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

的完善，更直接关系到教育资源的合理利用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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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最大功效的发挥，并在小范围内进行了探索和

改革。例如，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五”规划重点

课题“中高等职业教育课程衔接的研究与实践”

开发了中高职部分贯通的文化课课程教学大纲和

典型专业的教学指导方案，并提出中高职文化课

和部分专业课程衔接的方案；湖南省对外经济贸

易学校探索了中高职在德语、语文、数学、英

语、计算机应用这五门主要公共基础课衔接的教

材；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以行业为先导、以学生的职业能力培育为核心，

创新性构建了“职业普适-专业融合-素质拓展”

公共基础课程体系；苏州市职业大学与4所中职校

探索实施了“贯一性”课程衔接模式等，有效解

决了传统公共基础课的主要问题。

相比之下，国外中高职公共基础课衔接有机

融合于整个职教体系之中，系统性、贯通性、操

作性更强，理论研究与实践探讨更为深入，趋向

于具体化，如大纲、课程、教学如何实现中高职

的递进与对接、职业资格证书体系的完善等。自

二战后起，相继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中高职衔接模

式，例如，德国的双重学历达标补习模式、法国

的高中毕业会考补习模式、英国的文凭等值衔接

模式、澳大利亚的资格框架体系模式、俄罗斯的

一体化职教大纲衔接模式、美国的技术准备课程

衔接模式等，共同目的在于通过具体的教育政策

和教改措施给中职毕业生继续接受高等职业教育

的机会，提供符合终身教育理念的职业教育。因

此，不同衔接模式下的中高职公共基础课具有各

自的融合与表现方式，并融进于整个职业教育的

课程与教学之中，如澳大利亚职业资格框架明确

了不同层级资格的标准，并通过“培训包”规定

了不同级别证书应该学习的基本内容和达到的素

养；而美国佛蒙特州的普林山谷中学所提供的职

业教育课程融合了文化课程，同时面向大学预备

课程的学生和非大学预备课程的学生，注重课程

的广度和深度。

四、公共基础课衔接研究的特点与启示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得知，国内外职业教育的

发展程度不同，同时在文化传统、教育理念等的

影响下，中高职公共基础课衔接研究具有较大的

差异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国内现代职教体系的构建起步晚，起

点低，公共基础课的衔接在战略地位、理论体

系、具体运作及实施、社会实效及推广等方面均

面临着一系列较大的挑战。例如，基于公共基础

课的特殊性、整个中高职专业与课程体系重新架

构的高难度，现有的公共基础课衔接研究与探索

并未深入探讨与推广开来，中高职教育越来越强

调专业特色，致使中高职衔接研究与实践忽视甚

至回避着公共基础课改革。

第二，当前国内的公共基础课研究多侧重于

对普通高等教育公共基础课、高职教育公共基础

课、中高职公共基础课目标层次等的专项研究，

或仅仅针对个别科目而展开，既没有清楚界定中

高职公共基础课的内涵与区别，公共基础课与专

业课的关系，也没有系统探讨中高职公共基础课

怎样有机衔接，不同专业公共基础课如何衔接等

问题，忽视了中高职公共基础课衔接对完善现代

职教体系的重要性。同时，少有的中高职公共基

础课衔接研究分散于中高职衔接的整体研究与试

验中，侧重于理论思考，缺少可行性论证和真实

的实践探索。国外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中高职

公共基础课有机融合于整个现代职教体系之中，

具有较强的贯通性、操作性与融合性。

第三，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以及中国港澳台等

地区职教体系内的公共基础课一般侧重于文化修

养、职业素养、职业技能、个人品格的塑造，课

程设置更为民主、多样、融合专业。国内中高职

院校公共基础课注重对学生科学文化知识的传

授、思维的训练。

专业与课程体系设计的合理性与科学性直接

关系到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质量。基于对当前中

高职公共基础课衔接研究的综合考量，可获得四

个方面的主要启示。其一，为更好地适应区域经

济发展对人才需求的变化、职业教育发展规律，

以及职业教育开放性、国际化、终身性、贯通性

等趋势，中高职公共基础课必须树立全局视野，

在构建与完善现代职教体系下积极进行创新和改

革。其二，中高职公共基础课的有机衔接应淡化

传统意义上公用基础课与专业课“泾渭分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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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限，保证学习时间的连贯性，做到纵向上中职

与高职的贯通，以及横向上中职与高职公共基础

课和专业课的融合，即上下贯通、左右融合，从

以教师、课堂和教材为中心走向以学生、生活和

实践活动为中心，从对学理知识的侧重转向对职

业高技能、高素养、适应性、迁移性与创新性的

着重培养，如吸引校内外多种力量的广泛参与，

增进学校管理层、教师、学生、企业/行业等代表

之间的互动，以及基础课教学内容与专业领域、

企业/行业等的互动，通过有机衔接促进学生、教

师、中高职院校、企业的“四位一体”发展。其

三，加强对发达国家和地区职业教育公共基础课

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汲取先进经验，并结合自身

发展实践，实现有目的借鉴基础上的本土创新。

其四，公共基础课有机衔接还应注重因材施教与

循序渐进性，充分考虑到学生入学时层次不齐的

水平、专业与职业发展需求、学习兴趣等。

[责任编辑：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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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s on the Researches on the Connection of Public Basic Course in Secondary and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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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ep reform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public basic course is one of the key links of reconstructing the whole cur⁃
riculum system. Around the main problems of public basic course and the deep connection between secondary and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discuss the necessity, the purpose of curriculum, connection mode and so on, which present
three major difference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organic connection of secondary and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we must establish
an overall and global view, strengthen the running-through and link-up of public basic course, and pay attention to teach students
according to their aptitude and follow in order and advance step by step.
Key words: secondary and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public basic course; connection;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quali⁃
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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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合作是国内外教育界公认的高素质技能

型人才培养的根本举措，是解决当前职业教育诸

多问题的突破口和关键点。经过十多年的发展，

虽然找准了方向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校企合

作尚处于浅层合作的初级发展阶段，不完善、不

健全的因素依然限制着职业教育的发展与腾飞。

校企合作模式理论上追求学校制度与企业制度间

的融合，但实际上两者间存在制度拒斥现象，亟

需进行两者间的制度性重构。

一、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现状及制度化过程

上个世纪末，我国职业院校受到政府机构改

革的影响脱离行业改制为属地化管理，造成了与

行业企业的严重脱节，违背了“教育与生产劳动

相结合”的合作教育理念。进入 21世纪后，社会

各界对“行业参与”逐步形成共识，职业教育与

行业之间重新沟通并形成了新的互动机制。校企

合作成为高职院校办学的必由之路，大部分的高

职院校开始寻求合作利益结合点，不断拓展合作

范围，“校企合作，工学结合”逐渐实现了“普及

化”和“大众化”阶段。

新制度主义认为，制度是社会建构的、习惯

性再生产的程序或规则系统。制度化是获取这种

程序或规则系统的过程，是在部门和社会层面上

不断发生的，被制度化的是组织形式、结构要素

和规则。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就可能以各种不同

的方式进行变迁，如发展、去制度化、被制度化

等。综观现有文献成果，考察对比办学实践经

验，我国高职院校校企合作的发展历程是一系

列完整的制度化过程，经历了制度创生、制度

传播与制度维持三个阶段，具体而言是：国外

理念与经验的引入与尝试性实践阶段、国内高

职院校实践总结推广阶段、政府规制性法规与

政策形成阶段。

高职院校校企合作的制度创生阶段为 20世纪

80年代末期至 90年代末期，是我国引入国外“合

作教育”理念及高职院校的自主实践。理念引入

主要介绍国外校企合作经验，如《美国创建工程

研究中心促进校企合作》（邓存瑞，1990）、《合作

教育及其在当代美国的发展》（傅维利，1996）、

《STW——世纪之交美国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策略

的抉择》（石伟平，2001）等；尝试性实施主要是

小部分建校早的高职院校开拓创新、主动尝试本

土化的校企合作。制度的传播与维持阶段为 2002
年至今，是各高职院校达成共识并广泛推行校企

合作，政府出台相关文件鼓励、规范、保障、考

评校企的深层次合作。在万方数据库中以“校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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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为检索词，从 2001年的 104篇增加到如今

的25000余篇，这些成果聚焦于实践成果的总结与

推广以及结合实际困境与国外经验的理论融合，

包括校企合作内涵、特点、现状的总结与归纳，

实证调研现阶段校企合作存在的问题，借鉴现代

前沿理论对校企合作多方关系的疏理，分析校企

合作影响因素构建本土化的体制机制等。然而，

在我国以“政府为主导”的职业教育管理体制

下，教育政策对教育发展的影响巨大。在 2003年
之前，我国有关职业教育的政策文件相对较少，

有关校企合作的概念多以“产教结合”、“工学结

合”、“半工半读”、“订单培训”来表述，而推行

校企合作办学的目的是解决办学资金上的困难。

在 2003年之后，从国家政策层面大力发展职业教

育并推行“校企合作”，2005年《国务院关于大力

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 中正式确立了“校企合

作”的表述，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

展纲要 （2010－2020 年）》 深入论述了要发展

“校企合作”。特别是，2014年3月举行了全国职业

教育工作会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现

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指出“突出职业院校办学特

色，强化校企协同育人”及“研究制定促进校企

合作办学有关法规和激励政策，深化产教融合”，

进一步突出了校企合作的地位与作用。

二、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制度性拒斥及成因

分析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校企合作办学模

式和工学结合培养模式日趋完善，推动了职业教

育跨越式发展。这一模式能否有效的、持续性的

施行直接影响着高等职业教育现代化改革的步

伐，实际上当今校企深层次合作正不断暴露出问

题。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准确把握事物的本质和

规律，才能推动事物的发展。“高职院校校企合作

的发展历程是一系列完整的制度化过程”这是当

前校企合作的实质及发展规律，在实践过程中出

现的问题及解决思路都不能脱离制度化的过程背

景与影响，把握校企合作中制度性拒斥的客观实

在，探寻理论成困，才能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校

企合作体制机制。在制度化的过程中，所形成的

制度可能与其所处环境、其他制度或基本的社会

行为形成矛盾关系，进而修正或破坏制度。当高

职院校普遍推行实施校企合作的办学模式与人才

培养策略时，校企合作逐步演化为一种办学制

度，呈现出制度化的过程。受到环境强制灌输、

内部授权或宏观引导的影响，企业作为制度要素

之一或积极主动或消极被动的参与其中。回到现

实，校企合作的制度化是学校与企业间合作模式

的形成，是两者在不断的博弈过程中寻求均衡的

利益共同点，无形中造成了制度与基本的社会行

为间矛盾关系的出现，这种矛盾关系也就是制度

性拒斥现象。

1．制度性拒斥的表现

（1）校企双方合作行为具有随意性。在制度

创生阶段，校企合作处于国外理论与经验做法的

引入期，无论是高职院校还是企业对合作教育理

念的思想认识不足，国家政府层面也未出台导向

性政策，所以大部分校企持怀疑观望态度，只有

少部分主动探索且合作关系相对较松散。在制度

传播与维持阶段，高职院校将校企合作作为人才

培养的规范性标准，企业将其作为提升社会影响

力的捷径，政府也出台了许多政策导向性文本从

政策、资金角度予以扶持，然而简单形式上的要

求忽略了深度实质性合作的规范致使当前校企合

作出现较大的随意性，只简单的进行教学设备的

捐赠、实习基地的提供、员工培训等层面合作。

（2）校企双方合作状态呈现割裂化。校企合

作是学校与企业两个主体间合作育人、就业及发

展，其制度化过程就是两者间不断接触、碰撞和

冲突中形成“优势互补、互惠共生”的办学模

式。然而，高职院校带有社会使命，其最高目标

是如何有效的利用各种资源培养更多更好的人

才；企业是独立法人，其最高目标是追求利润和

效益的最大化。两个主体间的差异为彼此互补提

供可能，但为两者的合作与融合提出了严峻挑

战，当前许多校企合作实践中还存在高职院校与

企业割裂化的现象，表现高职教育的输出与企业

人才需求严重错位，高职毕业生的素质没有满足

企业对招聘人才的素质要求，职业技术水平、职

业理念 职业道德、职业行为等与企业需求相差

甚远。例如社会工作，学生到社工机构实习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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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机构考虑到学生理念内化不足与技巧掌握不

牢，基于服务成效与持续性就会以“志愿者”身

份安排实习生顶岗实践，两三个月的实习收获并

不大。

（3）校企双方合作形式趋向单向度。企业在

参与校企合作过程中缺乏利益保障机制，在接受

教师、学生顶岗实践时需投入一定的物力和财

力，在合作回报上出现微利或亏损，所以大部分

企业积极性不高，呈现出高职院校单向度的合作

形式。在这里，单向度的合作指合作一方积极主

动，而另一方则消极对待，缺乏必要的互动与支

持。单向度的校企合作表现为高职院校积极主动

而企业被动。在这一过程中，高职院校主动寻求

合作企业，广泛借鉴吸收企业文化的优点，而企

业则被动接受学校的合作，对于学校人才培养中

的不足也不反馈完善性建议。例如社会工作，学

院的老师模仿“推销员”，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推

广本专业，积极与成熟的社工机构联系，而鲜见

社工机构主动寻求高校的合作，特别是机构给实

习生的平台不足、教育督导不及时、学生成长反

馈不全面等。

2．成因分析

值得注意的是，为何国外盛行的双主体合作

教育在引入内地时却出现了主体间显著的制度性

拒斥，表现出随意性、割裂化、单向度的合作状

态。首先，我们需要有清晰的认识，校企合作制

度化的过程是对“越轨”行为的扩张与合法化的

赋予，校企合作是一种职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

与变革，相对于传统也是一种“越轨”，让参与者

对以往高素质职业人才培养的社会认知体系脱离

了新的客观现实，进而表现出了不适应的情况甚

至出现恐惧抵触心理。任何一种社会制度的稳定

都有两个必然的假设，即参与者对所应遵循的规

则的了解和共同文化的分享。当制度关系结构遭

到破坏而使以上假设出现问题时，则需要修订规

则或重新标签“语言”来重构文化，以期更好地

适应、了解他们周遭改变了的环境，并据此寻求

适应和改变他们的行为。过去，高职院校对专业

培养、学生对专业学习有一套成熟的认知体系，

企业对人才界定、员工对自我发展有普适的语言

架构；如今，校企合作的制度化过程，改变了高

职院校与企业的原有的制度关系，建构了新的体

系架构，但高职院校与企业间并未形成深度的文

化融合，校企合作的参与者无法全面了解应遵循

的规则和分享共同的文化，所以参与双方出现了

随意性、割裂化及单向的合作行为。

三、基于文化融合的校企合作模式的制度性

重构

在校企合作的制度化过程中，应将文化、思

想和象征性符号进入我们的结构模型。在新的制

度建构环节中不能将文化作为附带现象或超结构

词语的组合，而应将文化标志与制度的结构运动

结合起来。教育部提出“把工业文化融入职业学

校、做到产业文化进教育、工业文化进校园、企

业文化进课堂”的深度校企融合。所以，真正意

义上的校企合作模型是基于文化融合的合作模式

建构，只有如此才能规避制度性拒斥现象，不断

突出人才培养特色、推进双师教师队伍建设，有

助于高等职业教育服务于企业发展。基于文化融

合的校企合作的制度性重构实际上是一种制度变

迁，也是再制度化的过程，所以同样需要经历制

度化的过程。具体而言，制度的创生包括诠释高

职院校文化与企业文化的异同，寻求文化融合的

途径；制度传播阶段包括建构校企文化融合的

“语言”架构并进行“大众化”的解释、让其从制

度周边向核心扩散；制度维持主要指目标取向的

精英群体对制度场域的关健点进行干预。

在制度创生阶段，基于文化融合的校企合作

首先需要寻找两个主体文化的契合点，再采取特

定的合作形式实现对接与融合。高职院校文化建

设主体是师生，通过教育与学习活动形成特定的

教育文化，是一种带有使命特征的柔性文化；企

业文化建设主体是企业管理者与员工，通过生产

经营活动形成特定的经营文化，是一种带有责任

特征的刚性文化。两者都是组织文化，以“人

才”为纽带（一方培养并提供人才，另一方接纳

与发展人才），探寻校企文化融合的契合点，学校

与企业采用校企共同体、校企合作联盟、企业校

区、校企一体化等合作形式通过物质、精神、活

动等文化载体间的互动交流，实现两者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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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职业知识、技能与素养的培训培养。

在制度传播阶段，基于文化融合的校企合作

首先需要建构新的“语言”体系，再进行流行

“大众化”的解释，实现文化向核心扩散。语言架

构一方面是简单的描写性语言，它的时间次序是

双方意向达成——文化相互渗透——利益共享关

系形成——教育科研及人才培养，在这一过程中

需对两者进行象征性意义的贴标签：“校企文化融

合是学校职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发展的必由之

路”，“校企文化融合提高了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核

心竞争力”；另一方面是深奥的理论性解讯，主要

是为校企文化融合寻求理论依据，用经济机制设

计理论、系统论、新制度主义等论证校企文化融

合的合法性，获取权威的规范来改变参与者的认

知。疏理现有文献，不难发现当前的校企文化融

合尚处于简单描写性语言建构阶段，缺乏充分的

理论解释。

在制度维持阶段，基于文化融合的校企合作

首先需要目标取向的精英群体对制度场域的关健

点进行干预，抵制新“越轨”行为的出现。学校

层面形成全新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氛围，将企业文

化融入课堂教学，引入企业管理与技术人员参与

课程教改，发挥校友文化作用，推行订单班培养

模式；企业层面主动与学校互动，引入学校教师

参与技改项目，积极争取政府关于“校企文化融

合”的优惠政策；政府层面应积极出台校企深度

合作的导向性政策，鼓励校企间文化融合，打造

与宣传合作范例，并进行物质奖励或精神表彰。

[责任编辑：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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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Institutional Logic of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Mode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WANG Song

(Changsha Social Work College, Changsha 410004, China)
Abstract: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as applied talents training mode is widely practiced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t has ex⁃
perienced the process of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system creation, dissemination and maintenance. Since the participants of school-en⁃
terprise cooperation can not understand the rules to be followed and share a common culture, there has been obvious institutional re⁃
jection between the two main bodies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enterprises, showing randomness, fragmentation and one-di⁃
mensional cooperation states. To this end, the meeting point of cultures in schools and enterprises should be sought, and the“lan⁃
guage”system of school-enterprise cultural integration should be constructed, with intervention of key points in system field by the
main participants to achieve institutional reconstruction under cultural integration based on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mode.
Key words: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cultural integration; institutional rej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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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合作4.0时代下校企共建产学研基地的
研究和实践

——以北方黄金珠宝产学研基地建设为例

赵东明 潘维琴

（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辽宁 丹东 118009）

摘 要：校企合作由最初“围绕人力输出合作”的“1.0时代”，发展到目前“校企互补”的“4.0时

代”，校企合作共建产学研基地已成为校企合作“4.0时代”的典型合作模式。通过介绍高职校企共建产学

研基地理论基础和发展，指出高职校企共建产学研基地发展面临的问题和解决策略，再以北方黄金珠宝产

学研基地建设为例证，进一步阐述建设好高职校企共建产学研基地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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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一个阶段，特别是 2014年国务院《关于

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加快现代职

业教育体系建设，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突

出职业院校办学特色，强化校企协同育人以来，

加强高职校企共建型产学研基地建设模式与机制

创新，完善产学研合作体制机制，促进产学研基

地的可持续发展，成为相关领域的研究热点。

一、高职校企共建产学研基地是校企合作4.0
时代的典型合作形式

1．校企合作“4.0时代”的特征

从纵向分析，我国高职院校与企业的合作大

致经历了“围绕人力输出的合作”的“1.0时代”，

“围绕生产加工和相关技术的合作”的“2.0 时

代”，“围绕人才培养的合作”“3.0时代”和“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校企互补”的“4.0时代”。

校企合作从“1.0时代”逐渐发展到“4.0时

代”，合作形式呈现多样化，合作层次由浅入深，

从最初的人才培育输出端的合作发展到围绕人才

培养的全过程合作，学校和企业相互融合，实现

“双主体”办学，教师和学生具有“双重身份”，

教师一方面是管理者、科研骨干和生产技术能

手，另一方面是教师和师傅；学生一方面是学生

和学徒，另一方面是管理参与者、科研参与者和

生产工人；管理、科研和生产过程不仅是创造价

值的活动，也是教学过程和人才培养过程。在校

企合作“4.0时代”，先进的、符合时代精神的文化

来自企业，先进的、现代的管理理念来自企业，

科学的、持续的人才培养来自企业，领先的、创

新的技术技能来自企业，最先进的职业教育是由

企业引领的。在校企合作“4.0时代”，学校和企业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校企互补，学校寄生在企

业中，企业寄生在学校中，双方共同发展、共同

进步。

2．校企合作“4.0时代”的典型合作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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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校企共建产学研基地指由学校和企业共

同出资，以混合所有制的形式，通过理事会和董

事会等具体的管理模式，建立集生产、教学和科

研为一体的实体机构。

高职校企共建产学研基地由行业中实力雄厚

的龙头企业引领，把其先进的文化、现代的管理

理念、领先的、创新的技术技能整体移植到校企

共建产学研基地内，并以现代学徒制等先进的人

才培养模式为依托，科学、持续培养高等技能型

人才，以适应产业升级的需要和工业“4.0时代”

的到来对高等技能型人才的迫切需求。在校企共

建产学研基地内实现了办学模式的创新，确立了

办学“双主体”，确立了教师和学生的“双重身

份”，确立了管理、生产和科研等工作过程的价值

创造和人才培养的“双重功能”。在高职校企共建

产学研基地内，学生在整个教育过程中既是教育

的客体，同时又是自我教育的主体，具有双重属

性，学生通过参加生产活动、科研活动等实现自

我教育和自我提升。在高职校企共建产学研基地

内，学生基于个人的“自主性”和“自我选择

性”，实现个人的自我选择。

二、高职校企共建产学研基地理论基础和研

究层面

1．高职校企共建产学研基地的理论基础

以认知过程理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

论、校企合作理论和技能形成过程理论等为基础

为高职产学研基地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

从认知过程的角度看，心理学将认知过程看

成一个个体由信息的获得、信息的编码、信息的

贮存、信息的提取和使用等一系列连续的认知操

作阶段组成的按一定程序进行信息加工的系统。

要想培养合格的高等技能型人才必须把教育和生

产、科研等活动结合起来，把信息的贮存、信息

的提取和使用结合起来，才能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马克思在其著作《资本论》中指出“生产劳

动与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

的一种方式，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途

径”。这就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论，从另一

个角度证明了产学研相结合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

作用。

长期以来学校积极探索与企业合作，通过校

企共同努力，整合双方的资源，实现校企共同发

展、共同进步，从而产生实现产学研相互结合，

共同发展的校企合作理论。

从技能形成过程看，动作技能的形成需要通

过练习从而逐步地掌握，它包括认知阶段、联系

形成阶段和自动化阶段。这就需要把教育指导和

具体的实践结合起来，才能培养合格的动作技能。

2．高职校企业共建产学研基地的研究层面

目前，校企共建产学研基地的研究主要有两

个层面，科研型高等院校层面和高职院校层面。

在科研型高等院校层面，产学研合作研究的

领域不断拓展，合作力度得到进一步加强，合作

形式由单一的项目型合作向着实体化建设方向深

入发展，多元化发展趋势日益显现。在科研型高

等院校层面，产学研合作经历了以项目为纽带的

点对点阶段、校企松散型产学研联盟阶段、校企

紧密型产学研基地和区域研究院阶段共 4个阶段，

同时，针对科研型高等院校产学研合作研究也经

历了同样的4个阶段。

在高职层面，其大致经历了资源共享型、项

目研发型和校企共建型3个阶段。在资源共享型阶

段，高职院校和企业依托各自资源的优势，实现

资源共享，从企业的维度看，企业为学生提供实

习机会、实习基地，为教师提供实践机会，企业

参与人才培养方案的设计与实施，企业为学校提

供兼职教师，企业向学校提供贫困生资助或教学

经费资助，企业为学校提供先进设施和设备等，

从学校的维度，学校满足企业劳动力需求，提供

优秀毕业生，与企业联合实施订单培养，学校为

企业培训员工、解决技术难题等。在项目研发型

阶段，高职院校和企业以项目依托和纽带，松散

的、临时的结合在一起，共同解决生产、科研和

教育教学上的问题。在校企共建阶段，由校企共

同出资，成立实体，实现“双主体”共建、共

管、共同育人和成果共享。

三、高职校企共建产学研基地发展面临的问

题和解决

1．高职校企共建设产学研基地面临的问题

首先，高职校企共建产学研基地缺乏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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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支持。目前，虽然鼓励校企深化合作得到各

级政府的极大重视，但具体的可实施的支持政策

少，特别是在校企共建产学研基地上缺少对企业

有吸引力的支持。企业积极与高职院校探索、实

践校企共建产学研基地，更多地依靠行业中的龙

头企业对于参与校企合作未来综合收益的预期。

其次，高职校企共建产学研基地创新能力

弱，经费来源单一。高职校企共建产学研基地开

始运营的时候，一般由企业和学院共同搭台，整

合高职院校现有资源组建初创型的生产、科研实

体进入基地，由于其缺乏经验，在经营模式、技

术研发等创新能力方面的薄弱，导致这些实体对

市场占有力不足，只能苦苦支撑，甚至缺乏基本

的持续发展能力，无自我造血功能。高职校企共

建产学研基地的经费一般来自企业的先期投入，

后期主要从高职院校的教育经费中拨入，由于自

我造血能力不足，经费来源非常单一，普遍存在

经费不足的问题。

再次，高职校企共建产学研基地运行成本

高。高职校企共建产学研基地以现代学徒制等为

主要人才培养模式，学徒非技术和科研能手，其

成长需要一定的过程，在其成长过程中，在生产

和科研环节产生的消耗就高于正常的消耗，造成

基地内的生产和科研实体运行成本高。另外，高

职校企共建产学研基地除了生产、科研的基本功

能外，还包括教学、实习、实训、培训、职业技

能鉴定、技能大赛、实践项目开发等功能，也会

直接提高基地运行成本。

最后，高职校企共建产学研基地科技成果转

化难。校企共建产学研基地自身的创新成果想靠

基地完全吸收，并转化成产品困难较大，所以，

高职校企共建产学研基地普遍面临着科技成果转

化难的问题，科技成果转化难是高职校企共建产

学研基地的致命伤。

2．解决高职校企共建产学研基地的策略

首先，引进市场机制、强化竞争、建立基地

内企业的准入和退出机制。由行业中的龙头企业

和高职院校合作，建设校企共建产学研基地的基

础设施和服务设施，双方通过理事会、董事会等

模式对基地进行共管，在基地内通过整合企业和

高职院校现有资源组建生产和科研实体基础上，

更多依靠市场竞争机制，吸纳有实力的生产和科

研实体进入基地进行经营，通过鼓励竞争加快成

长。而且建立严格的基地内生产和科研实体的准

入制度，并完善退出机制，使基地不断更新，保

持活力。

其次，重视人才引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引导基地内的生产和科研实体重视人才引进，并

给予各种优惠，促进优秀人才的流入，提升基地

的创新能力和持续发展动力。

再次，依托行业龙头企业，建立成果转化平

台，促进科技成果不断转化。依托行业龙头企业

组建校企共建产学研基地的同时，依托其龙头企

业单位组建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建立科研成果交

易平台，使得科研成果及时得以转化，促进行业

整体发展，巩固行业龙头企业的龙头地位。

最后，依托互联网，创新商业模式，持续运

营。随着互联网络的普及和电子商务的快速发

展，商业模式不断推陈出新，成为利润的重要源

泉，高职校企共建产学研基地内的实体应该利用

自身优势，大力推广B2B模式、B2C模式和C2B等

模式，并可以开展移动电子商务和跨境电子商

务，面向更广阔的空间，增加市场的占有能力。

四、北方黄金珠宝产学研基地的建设实践

1．北方黄金珠宝产学研基地建设的背景

在中国北方珠宝首饰行业迅速发展的形势

下，为促进北方珠宝产业升级，推动珠宝行业持

续发展，更为北方珠宝行业的发展培育合格的高

端技能型人才，在辽宁省丹东市新城区仪表工业

园内由丹东中金投资实业有限公司与辽宁机电职

业技术学院共同创建了北方黄金珠宝产学研基地。

2．基地的建设

遵循市场规律的原则，本着“整体规划、积

极探索、大胆创新、规范运作”的基本工作思

路，充分挖掘社会资源，有效利用各类平台，努

力探索“产业创新、人才培养、技术研发”三位

一体的工作机制。以产业创新为根本，以技术研

发为支撑，以人才培养为目标，充分发挥产学研

基地集商贸、研发、服务于一体的高端珠宝产业

平台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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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丹东中金投资实业有限公司和辽宁机电职

业技术学院共同组建理事会对北方黄金珠宝产学

研基地进行管理和运营。在基地内组建营销中

心、加工中心、设计中心、科研中心、鉴定中心

和培训中心，除鉴定中心和培训中心由理事会直

接管理外，其他机构面向全社会招商或者由经过

整合丹东中金投资实业有限公司和辽宁机电职业

技术学院现在资源组建实体，进入各中心运营，

各实体实行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

基地实行严格的准入制度，进入基地的企业

在人才储备、研发能力和财务状况等方面有严格

的要求，并积极努力与基地共同通过现代学徒制

人才培养模式培养人才。对于已经进入基地、在

经营过程中失去了准入资格的基本要求的实体，

实行强制退出制，保持基地的活力。

为了促进基地的设计成果和科研成果转化，

北方黄金珠宝产学研基地与行业龙头企业中国黄

金北方国际珠宝批发城合作，建立科技成果交易

平台，以中国黄金北方国际珠宝批发城为媒介，

面向全行业各企业销售和转化北方珠宝产学研基

地的成果，促进成果尽快转化。

基地积极利用电子商务、移动电子商务和跨

境电子商务开展B2B、B2C和C2B模式的交易，特

别是能面向全世界的消费者开展定制服务，在C2B
模式下消费者不但可以主动根据自身需求定制产

品和价格，而且可以主动参与产品设计、生产和

定价，使消费者的个性需求得到充分释放。

总之，高职校企共建产学研基地是校企合作

4.0时代典型的合作模式，只有通过市场机制、鼓

励竞争，建立严格的准入和退出机制，强化创新

能力，加快成果转化，积极创新商业模式，才能

保持高职校企共建产学研基地的活力。

[责任编辑：张强]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Production, Teaching and Research Base by School-enterprise Common
Construction under 4.0 Times of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Taking the Construction of Production, Teaching and Research Base of North Gold Jewelry
as an Example

ZHAO Dong-ming PAN Wei-qin
(Liaoning Mechatronics College, Dandong 118009, China)

Abstract: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has developed to present“4.0 times of school-enterprise complementary”from the begin⁃
ning“1.0 times of cooperation around output of human labor”. School-enterprise common construction of production, teaching and
research base is the typical cooperation mode under the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4.0 times. Through introducing the theoreti⁃
cal basis and development of production, teaching and research base by higher vocational school-enterprise common construction,
the development problem and solution strategy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are pointed out. Finally, taking the construction of produc⁃
tion, teaching and research base of North Gold Jewelry as an example, the paper further illustrates the effective approaches to build
the higher vocational production, teaching and research base by school-enterprise common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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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动漫专业实训教学研究现状及对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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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高职院校动漫专业实训教学现状、已有研究文献进行分析和研究，发现高职动漫专业

在实训教学和研究上取得一定成果，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要切实提高实训教学质量，需要高度重视实训

教学环节，深入实训教学体系建设，深化校企合作力度内涵，落实教学内容与方法改革，加强实训教学师

资队伍建设，推进实训教学长效机制研究。

关键词：高职院校；动漫专业；实训教学；体系建设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8415[2015]-03-0067-04

收稿日期：2015-05-29
基金项目：该文为四川省2013-2016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和教学改革项目“高职院校动漫专业实训体系改革探索”（编号：

川教厅办函〔2014〕21号）；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重点课题（编号：JG2015-01）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李 辉（1981—），女，四川资中人，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信息技术分院，讲师，硕士。

作为一种职业导向性的教育，高职教育担负

着培养高素质、高技能人才的要务。实训教学是

高职教育的重要环节，加强实训教学改革，促进

实训体系建设，是实现高职教育培养目标的重要

手段，也是高职院校培养实用型人才的必然选择。

一、高职动漫专业实训教学现状

《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

意见（教高〔2012〕 4号）中指出，实训教学是高

职教育一个重要的实践教学环节；要高度重视并

且全面创造条件推进实训教学。

近年来，高职教育快速发展，政府和高职院

校也纷纷采取措施推进实训教学建设，如加大实

训教学资金、设备、环境投入等。对四川省部分

高职院校调研，发现高职动漫专业实训教学存在

以下问题：（1）重硬件、轻软件。高职院校在实

训设施、设备、实验室等硬件建设上都有很大的

改善，但实训人才、实训教学开展等方面的软件

建设还差强人意，实训教学质量不高，没能发挥

实训教学硬件真正应有的作用。（2）重形式、轻

实效。校企合作是实训教学的一条有利途径，我

国高职院校也逐步重视企业的作用，但离德国

“双元制”等以学校和企业为“双主体”人才培养

模式还有很大差距。依然是学校主导教学，企业

主导生产，企业在实训教学中发挥的主观性作用

不大，尚未实现真正的“产、学、研”一体化。

（3） 重检查、轻长效。不少高职院校缺乏长效、

完善的实训教学管理和建设机制。

二、高职动漫专业实训教学研究的定量分析

1．文献来源选取

近年来，动漫行业迅速崛起，动漫专业教

育、教学研究成果纷纷涌现。笔者以“动漫”和

“实训”为关键词，在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

中检索到第一篇关于动漫实训的文章发表在 2005
年 7 月，截止到 2014 年 12 月，搜索到文献 157
篇，其中报纸、动态、新闻等文献 48篇，硕士论

文 8篇，期刊论文 101篇，共有 7篇文献在核心期

刊上发表（按历届北大核心期刊目录统计）。

2．文献数据分析

从图 1可以看出，2005-2014十年期间，我国

关于动漫实训教学的期刊文献仅有101篇，研究总

量非常少，这和近年来动漫行业的蓬勃发展和动

漫专业广泛开设的现实情况是非常不匹配的。

近年来期刊文献研究整体呈上升区域，2013
年文献数量达到高峰，为 25篇；历年核心文献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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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少。表1显示了发布在核心期刊上的文献的来源

分布情况。表 2给出了文献按地域分布情况的统

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各省市对高职动漫专业实

训教学的重视程度和研究水平。其中，作为文化

大省的江苏是全国动漫产业发展较快的省份，相

关的研究文献数量也远远领先于其他省市。

三、高职动漫专业实训教学研究的定性分析

1．相关理论研究

现有的相关理论研究主要为从宏观层面对实

训教学的目的与意义、问题与策略等进行研究，

结合动漫专业特点和院校实际等点上的研究较

少。陈静对动漫专业实训教学在促进学生社会能

力、方法能力、专业能力方面的积极作用进行了

探讨。胡拥军对动漫专业实训基地建设中存在的

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

2．关于院校实训体系构建研究

系统、完善的实训教学体系是关键。已有文

献主要从两个方面对实训体系进行研究：（1）探

讨高职院校动漫专业实训体系构成、内涵、思

路、理念等。如田凤秋根据实训教学中存在的问

题，提出了“三化”人才培养目标，“三维”人才

培养方案，“三整合课程体系”，“三具备”师资队

伍，“三合一”实训基地的有效措施。（2）基于院

校实际探讨实训体系建设。如庞松鹤以广西建设

职业技术学院为例，从课程体系、实训基地、师

资队伍建设等方面，对高职动漫专业建设模式进

行了探讨和研究。

3．校企合作实训基地建设研究

对校企合作实训基地建设方面的研究居多，

研究思路主要表现为：“工作室”、“校中厂”、“厂

中校”。

4．关于实训课程和教学方法研究

课程是教学的核心，教学方法是落脚点。目

前关于实训课程和教学方法研究较少。祝海英、

沈芝燕等以职业岗位能力培养为核心，探讨了高

职动漫专业实训课程改革思路和实践做法。许央

琳、赵震奇、邱晓岩等采用项目教学法进行实训

教学，提高学生专业能力和综合能力。

四、总结和思考

1．高度重视动漫专业实训教学环节

实训教学是培养合格动漫人才的重要途径和

切实保障。现有关于动漫专业实训教学研究总量

少，研究水平有待提高。不少院校还未形成以市

场需求为导向，注重学生职业行动能力、职业素

质培养的实训教学机制。

动漫行业是我国的新兴产业，各大高职院校

也在不断摸索中办学。这就要求多方协同努力，

高度重视实训教学环节，建立“政-行-企-校”四

位一体的实训教学模式，加大实训教学的研究和

投入，拓宽实训教学渠道，完善实训教学内容与

方法，建立健全实训教学保障和监管机制，确保

实训教学高质、高效进行。

2．深入动漫专业实训教学体系建设

完善的实训教学体系是确保教学高质、高效

完成的先决条件和有利保障。当前研究主要从宏

观层面集中在实训体系组成、实训基地建设方

面。各校通常依据自身条件安排实训教学，随意

性强，缺乏科学、系统的实训方案。

图1 文献数量按年份分布情况

表1 核心期刊文献来源及比例统计表

刊名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教育与职业
成人教育

中国成人教育
电影文学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数量（篇）
2
1
1
1
1
1

百分比
28.5%
14.3%
14.3%
14.3
14.3%
14.3%

表2 文献按地域分布情况统计

省市

江苏

广东

山东

安徽

辽宁

其他21省市

数量（篇）

18
11
8
7
6
51

所占比例

17.8%
10.9%
7.9%
6.9%
5.9%
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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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进行动漫专业实训教学，需要结合

当地政策导向、产业发展、行业需求、院校实际

情况进行深入调研，建设形成符合地方特色和市

场需求的实训教学方案。以工作过程为主线，在

此基础上确立切实可行的实训教学目标，制定详

细的实训教学内容，做好实训教学管理体系和保

障体系建设，通过多元一体化的实训教学评价进

行检查、反馈、完善，切实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

效率（如图2所示）。

3．深化校企合作内涵

校企双方是产、学、研运行系统的主体，目

前校企合作主要表现为校企共建校外实训基地，

利用企业的先进设备和真实的工作环境，为实训

教学创造条件。

校企合作不仅仅是实训基地的建设，还应当

充分发挥学校、企业的不同优势，进一步深化合

作和相互渗透，具体表现在：（1） 校企共建专

业。由校企双方骨干人员组成“专业指导委员

会”共同建设专业，承担人才培养方案、教学计

划、师资队伍建设等职责；（2）共建课程。校企

合作编写课程标准，开发项目化课程，建设课程

资源，进行课程改革, 全程联合参与教学组织

与管理，教学评价与考核等工作；（3）共建实训

基地。校企共建立生产性实训基地、校园公司或

工作室，学生在基地实训，企业在基地生产产

品。毕业时，学生与企业共同享有对方的优先

“录用权”。

4．落实实训教学内容与方法改革

实训教学内容与方法是确保实训教学质量的

关键。多数高职院校采用针对所有专业核心课程

综合运用的岗前实训方法，学生由于缺乏进阶式

模块化实训往往表现为专业技能水平不高，缺乏

团队协作意识，严重影响实训教学质量。

为提高实训教学质量和效率，可以将实训划

分为四个模块：（1） 认知实践：在大一第一学

期，让学生参观动漫企业，熟悉专业特点和工作

流程。（2）课程实训：在大一第二学期和大二第

一学期，开设以单门核心课程为基础，以职业岗

位为导向，以课程项目为载体的实训教学。强化

学生的专业技能，培养团队协作意识。（3）仿真

实训：大二第二学期，以动漫专业核心课程群为

基础，形成仿真项目的实训任务。帮助学生从单

一课程顺利过渡到课程群知识的综合理解与运

用，并熟悉动漫项目的制作工艺与流程。专业上

呈现的差异化选择有助于学生形成自己的专业方

向，采用行动导向法、项目教学法等，教学围绕

仿真项目开发进行。（4）岗位实训：结合该阶段

学生就业目标基本明确，专业知识与技能已全面

掌握的前提，将学生置身于企业真实工作岗位

（如模型师、动画师等）进行校外实训。采用企业

导师-学徒制方法，通过传、帮、接、带，帮助学

生明确岗位职责，顺利融入工作岗位，切实将培

养学生的职业能力落到实处。

5．加强实训教学师资队伍建设研究

动漫行业在我国起步晚，动漫集艺术性与技

术性于一体的专业特质对实训师资要求高。目前

我国动漫专业实训教学师资情况不容乐观，主要

表现在：（1）实训师资不足：动漫专业实训师资

缺口大，导致其工作任务重，影响实训教学质

量。（2）专业能力和素质达不到要求：从事动漫

教学的教师往往涵盖了计算机、多媒体、艺术学

等多个专业，缺乏对口的动漫专业知识与技能；

实训师资普遍年轻化，职称偏低，教学经验和方

法有待丰富和完善；部分院校从企业聘请有实战

经验的工程师兼职教学，但普遍缺乏教学经验，

不能很好地将企业实践与学校教学相结合。（3）
对实训师资缺乏培养和考核：多数院校将实训教

师归为实验人员、教辅人员，缺乏对其专业培训

和考核，导致实训教师工作积极性差，发展后劲

不足。

图2 动漫专业实训教学体系框架

动温专业实训教学体系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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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上述问题，为提高动漫实训教师队伍质

量，应采取开发与引进相结合，培养与使用并

举。解决措施包括：（1）引进。既有扎实专业知

识和教育理论素养，又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双师

型人才作为实训教师；（2） 培养。积极创造条

件，提高实训教师综合能力。如定期选派实训教

师到动漫企业学习和挂职锻炼；鼓励实训教师参

加科研项目、专业学习和培训、学历进修、职业

资格鉴定，提升业务水平和专业能力；鼓励实训

教师创办校园公司或工作室，充分利用实训环境

和设备进行项目开发、成果转化。（3）考核。通

过对实训教师建立完善的考核制度（包括实训教

学情况考核，科研与社会服务情况考核，个人知

识能力等）来实现检查、反馈、引导、激励。

6．推进实训教学的长效机制研究

动漫专业实训教学体系建设是一个漫长的系

统工程，其制度、内容、实施、评价都需要随着

行业发展、高职改革、科技进步的深入而不断丰

富、发展和完善。要确保实训教学的长效机制建

设，需要我们从以下两个基本条件着手：（1）要

有规范、稳定、完善、配套的实训教学体系；

（2） 要有推动实训教学体系正常运行的“动力

源”，“政-行-企-校”四位一体，协同创新，同责

互利，以确保实训教学质量稳步提升。

[责任编辑：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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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Research Statu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Practical Training Teaching for
Higher Vocational Animation Specialty

LI Hui FU Ke-lan
(Chengdu Vocational College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engdu 611130, China)

Abstrac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status quo of practical training teaching of higher vocational animation specialty and the analy⁃
sis and research of relative literature, the practical training teaching and research on higher vocational animation specialty have
achieved some fruits. However, there exist some problem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ractical training teaching, we should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teaching step of practical training, construct practical training teaching system, deepen the connotation
of school-enterprise corporation, implement reform of teaching content and method,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practical training
teaching staff and push on the research of long-term mechanism of practical training teaching.
Key words: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imation specialty; practical training teaching; system construction

-- 70



高等职业教育—天津职业大学学报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Journal of Tianjin Vocational Institute

第 24 卷第 3 期
2015 年 6 月

Vol.24,No.3
Jun.2015

芬兰职业技能竞赛体系的构建及其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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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芬兰技能竞赛是国家提升职业教育吸引力、保障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因素。芬兰技能协

会组织包含Taitaja、Taitaja PLUS、Taitaja9在内的国家职业技能竞赛体系，与欧洲职业技能竞赛及世界技能

竞赛在组织结构与赛项内容上层级衔接，具有开放性特征，并对青少年未来规划产生影响。芬兰职业技能

竞赛体系在职业教育影响力提升、就业能力培养及竞赛训练融入专业教学等三个方面，对我国技能竞赛创

新具有现实的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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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论坛最新发布的《2014-2015年度全

球竞争力报告》 显示，芬兰的全球竞争力指数

（GCI）位于世界第四位，已至少连续3年占据全球

竞争力排名前十名位置，其中，高度发达的职业

教育是保障芬兰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原因之

一。1988年芬兰举办第一届国家职业技能竞赛，

1989年芬兰第一次参加世界技能竞赛项目，2005
年芬兰成功举办第三十九届世界技能大赛。2006
年，芬兰国家教育委员会主席兰基宁在对芬兰增

强职业教育吸引力的报告中提到，举办各类职业

技能竞赛、宣传职业教育功能和益处是国家提升

职业教育吸引力的重要举措。

一、芬兰职业技能竞赛概况

1．芬兰技能协会

芬兰职业技能竞赛的组织者为芬兰技能协

会。芬兰技能协会成立于 1989年，是由芬兰教育

与文化部、芬兰国家教育委员会、劳动力市场组

织、教师与学生组织、职业教育培训提供者与机

构共同构成的非盈利性组织，其宗旨是增强社会

对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的认可度与吸引力，提高

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质量，其主要职能为：规划

与举办各级各类技能竞赛，建立国家技能竞赛体

系；通过国家技能竞赛体系，选拔与培训参加世

界技能大赛的年轻选手；对技能培训教师、竞赛

指导教练与裁判进行相关培训；提供职业教育与

技能竞赛发展的相关研究与服务信息，协调指导

各级各类技能竞赛的进行；基于技能竞赛开发新

的培训模式，促进企业深度参与职业教育办学；

通过技能竞赛的宣传与举办，提升芬兰职业教育

吸引力，以更好地促进国家经济发展。

2．芬兰国家技能竞赛体系

芬兰国家技能竞赛是芬兰国内职业教育与培

训领域规模最大的技能竞赛，是为国家职业教育

相关政策直接服务的一项赛事，包含 Taitaja、Ta⁃
itajaPLUS 和 Taitaja9 三个子竞赛系统，如图 1 所

示。芬兰国家技能竞赛最重要的目的是提高国家

职业教育与培训的质量，促进专业技能的进步，

提升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吸引力，为学生提供广泛

的就业平台与职业技能持续发展的空间，让更多

的（准）从业者能够得到更好地发展自己的机会。

（1）芬兰国家职业技能竞赛。自1988年海门

琳娜举办的第一届国家技能竞赛至今已成功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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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届。每届决赛大概有 400-500名参赛者，竞争

约 45个项目的奖牌。芬兰国家技能竞赛同时为欧

洲技能竞赛与世界技能竞赛的选手选拔与训练提

供路径。

芬兰国家技能竞赛主办城市采用流动制，每

年选择不同城市举办，通过积极的竞争理念，将

办赛主动权授予举办地职业教育与培训机构，赋

予地方职业教育积极性与主动性。

（2） TaitajaPLUS。TaitajaPLUS是为参与职业

教育与培训的有特殊专业需要的学生提供的一个

竞赛平台，这类竞赛通常按照国家从业资格标准

的要求为评判标准，来测验参赛者的职业技能水

准，为职业教育与培训服务，用以参加专业竞

赛以及提高年轻职业 （准） 从业者的就业能力。

TaitajaPLUS 的赛项组织采取“X+1”模式，“X”

为固定赛项组，包括工匠、餐饮厨师、房地产管

理、客户服务和销售、清洁服务。如果当年的Ta⁃
itajaPLUS竞赛选取5种类别赛项，则至少需从固定

赛项组“X”选择 4种；如果选取 4种类别赛项，

则至少需从固定赛项组“X”选择 3种；如果选取

3种类别竞赛，则至少需从固定赛项组”X”选择

2种。

（3） Taitaja9。九年级技能竞赛的参赛者为

14-15周岁间的综合学校九年级在校学生，通过参

赛团队间的各种手工技能的切磋，提升学校对于

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兴趣，为九年级学生即将到来

的升学选择提供通畅的信息服务平台。

二、芬兰职业技能竞赛特点分析

1．层级衔接的组织结构与竞赛构成

大赛组织的层级衔接：芬兰国家教育委员会

负责大赛工作的具体实施并充当协调角色，芬兰

教育与文化部同样是组织工作的主体，并开展国

家层面的大赛体系建构与运营；芬兰劳动力市场

组织、行业协会等提供行业信息、职业能力细则

并成为督导组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师与学生组织

及职业院校则与地方政府协作，在芬兰技能协会

制定的大赛纲领下承办赛事，具有一定的区域特

色与自主权。

竞赛构成的层级衔接：竞赛体系一般分为四

个层级，国家级、省级、市级与校级，其中跨地

区、跨行业（系统）的竞赛为一类竞赛，一类竞

赛通常由劳动保障部门发文组织或会同有关部门

共同发文组织；单一行业（系统）的竞赛为二类

竞赛，二类竞赛主要由相关行业（行业组织）牵

头负责组织。芬兰国家技能竞赛体系属于一类竞

赛范畴，它将欧洲技能大赛与世界技能大赛纳入

选拔与培训统筹工作中，避免培训资源的浪费。

2．体系内赛项的承接性

芬兰国家技能竞赛赛项设计遵循动态化原

则，与世界技能竞赛赛项原则一致。每届芬兰国

家技能竞赛的赛项并不完全相同，会根据生产与

教育生活实际做出调整，通常保持在 45个赛项左

右，涵盖在汽车技术和运输、餐饮服务、信息和

通信技术、工业服务、服务、建筑六大技能领域

中，基本与欧洲技能竞赛及世界技能大赛的竞赛

领域相当。赛项的承接性能够保证，芬兰国家技

能竞赛的优胜选手可以通过芬兰技能协会组织培

训，直接参加欧洲技能竞赛或世界技能大赛的比

赛，避免资源的浪费。通过对 2015年芬兰国家技

能竞赛与2014年欧洲技能竞赛及第43届世界技能

大赛的赛项比较（见表 1），可以看出竞赛的技能

领域基本相当，在服务相关的两个技能领域间工

种出现交叉与出入。

3．竞赛的开放性

竞赛的开放性首先体现在国际选手的引入。

芬兰国家技能竞赛要求大赛组织者必须提前邀请

至少 15个席位的国际竞争选手参加比赛，由芬兰

技能协会决定国际选手参与的比赛项目。国际竞

图1 芬兰国家技能竞赛体系

世界技能大赛

欧洲技能大赛

芬兰国家技能竞赛

9年级技能竞赛

Taitaja 9
综合学校 9 年级学生参
加，目的是帮且学生选择
职业和培训路径，增强综
合学校毕业生的行业和技
能要求的意识。

特殊需要学生技能竞赛

Taitaja Ｐlus
为特殊需要学生所设的特
殊技能类型。按照国家资
格要求设定的标准来测试
参加者的职业基本技能。

中等职业教育技能竞赛

Taitaja
为初始（中等）职业教育学
生未来工作树立高起点，
为欧洲、世界技能竞赛开
通了指导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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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团队由专业选手及国家教练团队组成，国际选

手作为正式竞赛选手与芬兰国内选手一起参加比

赛项目，他们与国内选手接受相同竞争任务，在

同等条件下接受同一裁判组的评估，计入总排

名，但是不晋级名次，并且不会被计入最终的比

赛结果。

竞赛的开放性其次体现在赛程的开放。“开

放”是芬兰国家技能竞赛促进芬兰职业教育影响

力的组织原则与途径。芬兰国家技能竞赛以“整

合”的组织形式，尽量将多类竞赛项目放在“同

一个屋檐下”进行，很少将不同类别的竞赛分散

在各个机构进行。承办地区及学校，通常选择本

地区的大型展览中心举办赛事，尽可能地开放竞

赛，让更多人体验到技能竞赛与职业教育的魅力

所在。技能赛程安排上，最后的赛日通常进行教

育展览和技能展示，并且根据观众人数，将决赛

与职业教育展览会放在一起举办，每年都吸引几

万芬兰人观看赛事的举办，媒体也积极参与赛事

的宣传报道。

4．技能大赛对青少年未来规划的影响

芬兰心理学家鲁米在埃里克森自我同一性理

论的基础上，从认知-动机角度提出未来规划的概

念。未来规划是个体同一性发展的关键，指对未

来建构计划并实现计划的过程，包括探索和投入

表1 芬兰国家技能竞赛、欧洲技能竞赛、世界技能大赛赛项比较

2015芬兰国家技能竞赛

领域

汽车工程

信息与通信技术

服务业

建筑类

餐饮服务

工业服务

工种
汽车技术、汽车安
装、车身维修、汽车
涂装、运输物流

机械工程设计CAD、
印刷技术、印刷产品
设计、数据处理、计
算机和网络网站视
听技术

造型、美容、花艺、
保洁服务、服装设
计、视觉营销、护理

细木工艺、空调安
装、绘画与装饰、管
道安装、电气安装、
木工（房屋建筑）、泥
瓦工、美化

糕点师/糕点厨师、餐
厅烹饪、餐饮厨师、
餐饮餐厅服务

工业控制、数控机
床、焊接、机电一体
化、工业维护、自动
化安装、电子
板和焊接开发

2014欧洲技能竞赛

领域
运输和物流

信息与通信技术

创意艺术和时尚

建筑和建筑技术

社会和个人服务

制造与工程技术

工种
汽车技术、摩托车技
术、农业机械

ICT 专家、网页设计
师、平面设计师、印
刷技术员

花艺、视觉营销/粉
饰、时尚技术

墙和地板瓷砖、管道
和加热、制冷和空
调、电气安装、砌砖、
抹和干墙系统、绘画
和装饰、道路建设、
细木工组阁、木材加
工、木工、金属屋面、
地板铺设

美容、美容疗法、卫
生和社会保健、烹
饪、餐厅服务、维护
清洗、表面清洗、酒
店接待、创业

机械工程设计CAD、
工业控制、焊接、移
动机器人、机电一体
化、数控机床、电子

第43届世界技能大赛

领域
运输与后勤

信息与通讯技术

创意艺术和时尚

结构与建筑技术

社会和个人服务

制造与工程技术

工种
飞机维护、车身和维
修、汽车技术、
汽车喷漆 、重型车辆
维护

信息网络布线、IT网
络系统 、IT 商务软
件 、印刷媒体技术 、
网站设计

时装技术、花艺、平
面设计 、珠宝、
视觉营销

建筑石雕、砌砖、家
具制造、木工、混凝
土构造、电气装置、
细木工、园艺、装饰、
抹灰与石膏板、排水
和供暖、制冷与空
调、瓷砖贴面

烘焙食品、美容、糖
果/糕点制作 、烹饪、
美发、健康与社会关
怀、餐厅服务

数控铣/车、建筑金属
加工、电子、工业控
制、工业机械安装、
制造团队挑战赛、机
械工程设计-CAD、
机电一体化、移动机
器人、塑料模具工
程、综合机械、模型
制作、钣金技术、焊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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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维度，教育、职业、家庭/婚姻三个领域。芬

兰职业技能竞赛对未来规划的影响贯穿了整个职

业生涯发展过程。

首先是职业技能竞赛对青少年未来教育规划

的影响。如图 2所示，芬兰教育体系包括学前教

育、九年制义务教育、高中教育及高等教育。从

高中教育开始“分轨”，进入“双轨制”，即通过

学生志愿而非考试入学普通高中或职业高中。此

时，青少年进入教育领域的探索阶段，开始通过

征求建议、搜集多方面信息，对自身条件与特点

进行评估，选择接受职业教育或普通教育。而九

年级职业竞赛（Taitaja9），恰好在学生义务教育的

最后一年，即九年级阶段，给学生更宽广的平台

去接触与了解职业教育，给学生判断未来教育方

向的机会。

图 3显示了 1998年到 2013年间芬兰基础教育

后申请普通高中与职业高中的学生数量。随着芬

兰职业技能竞赛的举办，职业教育吸引力得到大

幅提升，特别是 2005年世界技能大赛在芬兰赫尔

辛基举办后，芬兰职业教育与培训开创了一个新

的纪元，基础教育后申请继续接受职业教育的学

生数量大幅提升，2010年开始，职业高中学生申

请数与普通高中学生申请数已基本相当，之前因

为生源不足被迫关闭的一些专业重开，职业教育

正式撑起了芬兰教育的半壁江山。

其次是职业技能竞赛对未来职业规划的影

响。芬兰的职业资格认证体系分为三种不同的等

级：初级职业资格认证、高级职业资格认证与专

业职业资格认证。职业高中学生通过职业课程与

实习获得初级职业资格认证，表明具备处理专业

领域问题的基本能力。而对于高级职业资格认证

的获得，TaitajaPLUS为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学

生提供的一个特殊的平台，TaitajaPLUS通常以国

家从业资格标准的为评判标准，竞赛选手可以通

过参加竞赛获得相应的高级资格证书。

三、芬兰职业技能竞赛对我国技能竞赛的启示

1．从“认知”到“默化”，提升技能竞赛影

响力

2008年，教育部联合天津市人民政府等 23个
部门举办第一届全国职业教育技能大赛，正式制

定职业教育技能大赛制度和“校校有比赛，层层

有选拔，全国有大赛”的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序

列。全国职业院校技能竞赛作为一项职业教育制

度正式确立下来，成为我国迄今为止规模最大、

层次最高、覆盖面最广、内容最丰富的职业教育

盛会，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成为专业与教

学改革的风向标。但是大赛机制在受到广泛关注

并形成标准化模式后，受到一定程度的质疑——

“唯赛论”、“唯成绩论”、“唯技能论”、“公关论”

等功利化批评杳然而至。

从芬兰职业技能竞赛体系中有所借鉴，理性

梳理技能大赛发展轨迹，辩证看待各种批评观

点，完成从“注意力”到“影响力”的飞跃，是

促进技能大赛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一方面，技

图2 芬兰教育体系与技能竞赛

图3 1998-2013年芬兰基础教育后申请普通高中

与职业高中数量

大学

普通高中
教育

5
4
3
2
1

3
2
1

多科
技术学院

中等职业
教育

321

3
2
1

工作经验

培训

专业
职业资格

高级
职业资格

Taitaja PLUS

未来规划 Taitaja９
九年级职业竞赛

5
4
3
2
1

7
6
8
9

基础教育

（综合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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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竞赛是促进职教影响力、提升学生职业能力与

企业岗位需求对接的有效途径。技能大赛的最终

目的并非一次比赛的结果，对学校而言，对接行

业最新技术要求，提升教师职业影响力，通过引

领与示范，做到以赛促教；对个人来说，通过技

能大赛的参与与体验，明确自身未来规划，实现

职业生涯的持续发展；对国家来说，技能大赛是

提升职业教育影响力的重要途径，教育影响力的

提升不仅是促使学生对职业教育的选择，还有企

业、行业主体及社会大众对职业教育的关注度、

认可度与参与程度，价值认知与预期收益将直接

关系其在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的态度与行为，通

过大赛的品牌效应、创新效应和文化效应，作用于

职业教育改革决策，引导社会公众的教育消费抉

择。芬兰职业技能竞赛成功提升了职业教育与培训

的地位，促进了社会大众对职业教育的关注与认

可，促使各个利益相关者的积极参与，最终实现技

能大赛、职业教育与国家经济的层级促进，为我国

技能竞赛体系的建立与发展提供很好的参考。

2.“授之以渔”，以技能竞赛提升就业能力

首先就业能力的提升是解决结构性失业的重

要手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结构性失业是当

今现代社会教育新特征之一。结构性失业并非真

正的劳动力饱和，一方面满足不了需求结构变化

的劳动者无法得到工作岗位，另一方面得不到满

足的工作岗位则成了职位空缺，出现失业和职位

空缺并存，对经济发展与民生危害性极大。其

次，就业能力的提升为毕业生提供更好的职业生

涯前景。当前传统的职业生涯模式逐渐被无边界

职业生涯模式取代，岗位流动更加频繁，职业生

涯更灵活宽广，同时也存在更多不确定与不稳

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学会生存》中提出，

教育应该培养学生适应多种多样的职务的能力，

使之能跟上不断改进的生产方法和生产条件，即

提升学生的就业能力。

世界多数通用的竞赛体系都采用大类领域加

小类工种的层级模式，比赛项目采用流动制，但

是仍然没有任何职业技能竞赛能够涵盖所有领

域、所有工种、所有专业、所有技能分类的各种

技能操作。通过技能大赛的单纯技能培训与提升

作用很难实现学生整体就业能力的提升。因此正

确理解技能大赛的引领作用，是发挥技能竞赛效

能的关键。芬兰职业技能大赛体系与教育体系、

培训体系紧密融合，为职业教育工作者及职业教

育政策制定者提供讲座与研究素材。

要发挥技能大赛的引领作用，首先应摒弃名

次至上观，加强就业能力与职业生涯的认知教

育，通过技能大赛过程中企业的参与 （企业教

练、企业设备投入等），让学生对企业的人才需求

有直观的认识，对岗位运作有整体的了解，明确

在校的学习任务不仅仅是职业技能的获得，还应

注重软能力的培养，实现就业能力的信息搜索、

过往经验和主动性。每个赛项代表一个专业方

向，对应的上位专业可以将技能大赛的训练融入

实训课堂。与技能大赛参与企业建立长期合作关

系，通过技能大赛企业教练的引入，将职业胜任

特征的真实要素引入课堂。再次，控制技能竞赛

难度，不一味追求题目的难度，参照芬兰技能大

赛的考察标准，将技术专长与分析性思维、概念

性思维、团队协作与沟通能力、人际洞察力、团

队影响力、权限意识、自信心等融合，在训练与

实训过程中，引导学生注重学习迁移能力的培

养，授之以渔，使之能够适应不同岗位的迁移甚

至不同专业的再学习。

3.“不为备赛而教，不为参赛而学”，将竞赛

训练融入专业教学

将技能竞赛真正融入专业教学，做到“不为

备赛而教，不为参赛而学”，关键是做到技能竞赛

与人才培养方案的对接，首先各级各类技能竞赛

形成目的一致、功能明确、制度鲜明的体系。我

国技能大赛要求必须根据职业资格标准制定评分

细则，因此职业岗位的关键能力及该职业对应的

职业资格标准成为人才培养过程需要把握的核

心。其次，技能竞赛的教练团队由企业专家与学

校教师共同组成，整个训练过程符合“现代学徒

制”模式，将企业文化、职业素（下转第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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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提升教育教学效

率，已成为国内外教育界课堂教学改革的又一浪

潮。在我国普通高校，翻转课堂教学受到热捧，

并有普及推广之势。在这一背景下，高职院校也

在积极响应，试图以翻转课堂为抓手推动又一次

教学改革。项目化教学作为我国高职院校重要的

改革成果，早已深入人心，并成为职业教育所特

有的教学策略。因此，实施翻转课堂必须考虑这

一策略，并将其有机融入于翻转课堂之中。

一、项目化教学与翻转课堂的契合

1. 翻转课堂及其价值诉求

翻转课堂（flipped classroom）教学模式即教

学内容与材料主要在课外传授，而课堂时间用于

问题解决、深入理解、积极参与合作学习。翻转

教学是一种综合学习方法，学生通过观看教学视

频学习新的教学内容，家庭作业则在课堂完成，

教师向学生提供更多个性化指导和互动。这些概

念指出了翻转课堂的基本内涵，即翻转课堂必须

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将课堂上的知识传授移至课

外；腾出的课堂时间用于知识的深入理解与应

用；实现理解与应用的策略在于个性化指导与互

动以及学生积极参与团队合作。

相对传统的课堂教学，翻转课堂的价值诉求

主要在于以下方面。第一，实现个性化教学。讲

授在课外完成，学生可以暂停以思考所讲内容，

重播以再看一遍；而且，可借助移动装置随地观

看视频而不必在一固定地点进行，课堂上，教师

不必向全体学生提供一刀切的讲授，学生获得个

性化的教学。第二，实现素质提升。在团队合作

学习中，日常生活中的交往被用作获得知识的途

径，这样教育则成为自然的过程。在社会化互动

中，学生的责任意识、纪律意识和自觉性等方面

素质得到提升。第三，实现知识的自我建构。教

师不再是讲台上的圣者而是辅助者，学生则不再

是被动的听众而是学习过程的积极参与者。教师

作为辅助者，引导学生通过学习过程，让学生对

教学内容形成他们自己的理解。这样，学生能够

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积极地建构知识。第四，实

现高水平的认知目标。布卢姆将教学中的认知活

动按认知水平由低级至高级分为六类，即知识

（knowledge）、领会（comprehension）、运用（appli⁃
cation）、分析 （analysis）、综合 （synthesis） 和评

价（evaluation）。在翻转课堂中，学生带着课外获

得的知识，在课堂集中于知识的应用，教师成为

辅助者，引导学生走向高水平的认知活动。

2. 项目化教学的价值诉求及作用

项目化教学即对传统理论体系课程进行项目

化开发后，通过实施一个完整的项目而开展的教

学活动。项目化教学的价值诉求主要在于：第

一，教学内容上以工作过程为导向，打破原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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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理论体系，以“项目”为中心整合专业理论

知识与岗位实践技能，为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搭

建平台；第二，教学方法上以建构主义教学观为

基础，以学生为中心努力实现“教、学、做”一

体化，从而促进学生对新知识的自我建构，培养

学生应用知识、问题解决及自我探究等方面能

力；第三，教学形式上以团队合作为主，在以经

验为中心的情境中完成一个个项目，学生在获取

知识的同时有效培养他们的合作精神、责任意

识、沟通能力等职业素养。项目化教学在培养高

素质应用技能型人才上发挥着积极作用，因而成

为职业教育所特有的教学策略之一。

３．项目化教学与翻转课堂高度契合

很显然，项目化教学与翻转课堂在本质上的

一致性和诸多方面的相似性决定了它们之间的高

度契合。首先，二者有着共同的理论基础，即皮

亚杰的建构主义理论和杜威的教育教学思想。二

者都强调，学习是学习者在一定的情境下，借助

他人（包括教师和学伴）帮助，通过人际间的协

作活动而实现的意义建构的过程。二者都要求以

学生为中心，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课堂活动，使学

生在获取知识的同时技能与素质都得到全面提

升。其次，二者有着共同的价值诉求。二者不仅

关注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与领悟，更注重对知识的

分析、综合与应用，都强调实际问题的解决与自

我探究等方面能力的提升。而且，二者都旨在提

升教育教学效率而对传统课堂教学进行的颠覆性

变革。第三，二者实现了内容与形式上的完美统

一。翻转课堂不只是对传统课堂在时空序列上的

“翻转”，教师应该目标明确地思考课程设计，开

发有效的课堂学习活动，使学生积极参与，设计

翻转课堂教学环节的一个重要标准即使用各种活

动以提高学生的兴趣并促进学习。这就意味着翻

转课堂重中之重即在于设计恰当的教学活动使学

生积极参与到学习过程之中，如问题解决、案例

分析等。而实践性和操作性较强的项目化教学，

作为各类教学活动的集合体，很自然地成为翻转

课堂教学活动的最佳选择。在此，形式上的翻转

课堂与内容上的项目教学实现了完美的统一。而

且，这一统一也符合职业教育教学的需要，项目

化教学为翻转课堂本土化打上了职业教育的烙印。

二、项目化教学与翻转课堂的互补

1．将项目化教学应用于翻转课堂，能有效强

化各自优势，进一步拓展价值空间

第一，翻转课堂充分利用现代互联网技术，

改变了传统教学时空序列。将项目化教学应用于

翻转课堂可在原有基础上大量引入互联网技术，

为学生完成项目工作任务提供资源库，为师生及

时沟通（包括指导）搭建交流平台，在项目管理

上实现线上线下、课内课外有机统一。第二，项

目化教学要求学生通过团队合作的形式完成项目

任务，以此促进学生在知识、能力与素质上的全

面提升。这与充分照顾学生的个体差异、致力于

培养学生应用知识以解决问题等实践能力、注重

学生自我发展的翻转课堂在改革目标上不谋而

合。而且，二者都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强调学

生对知识的自我建构。很显然，这些共同之处决

定了二者的统一将极大地强化各自优势，实现 1+
1>2的功效。第三，项目化教学和翻转课堂都注重

最终的教学效果，前者要求学生完成项目任务后

以“作品”的形式呈现，后者则强调课堂上的巩

固练习与检查指导。如果在学生完成“作品”的

过程中教师借助网络予以全程关注，或者将完成

项目的部分过程移到课堂，实现二者间的相互强

化，就能更好地发挥各自优势。第四，翻转课堂

肇始于基础教育，关注的仅是课外线上和线下课

堂两个时空，而将其移植至大学教育，并与强调

学生课外团队活动的项目化教学相结合，就必须

打破翻转课堂时空限制，将其延伸至大学生的第

二课堂，即课外实践活动。这样，翻转课堂就获

得了新的诠释，同时也发挥着更大的作用。

2．将项目化教学应用于翻转课堂，还能相互

弥补各自的不足，实现价值最大化

第一，关于知识的学习问题。知识分为系统

性较强的纯理论性知识和隐含于实践工作情境中

的实践性知识，也即陈述性知识和操作性知识，

或曰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按照工作过程来序化

知识，课程不再关注建筑在静态学科体系之上的

显性理论知识的复制与再现，而更多地是着眼于

蕴含在动态行动体系之中的隐性实践知识的生成

-- 77



高等职业教育—天津职业大学学报第 24 卷第 3 期 Jun.20,No.3
与构建。由此可见，与工作过程紧密结合的项目

化教学更注重学生对实践性知识的自我建构，而

系统的专业理论知识被“碎片化”并融入项目之

中。在这种情况下，学生难以掌握扎实系统的专

业理论知识。就如许多学生反馈，完成项目任务

后似乎什么都没学到。而且，在开发项目过程

中，一些“零碎”的理论知识往往难以为所有项

目所覆盖，开展项目化教学时，这些知识就易于

被遗漏。再者，如许多教师反映，有些课程、内

容或知识点难以有效项目化，也就是说，有些理

论知识难以有效融入到项目化教学之中。对于上

述问题，如引入翻转课堂，将碎片化的、易于遗

漏的或者难以项目化的纯理论知识，甚至是项目

涉及到的一些关联性知识和前提性知识，都制作

成视频材料，供学生网上学习，以便学生能较好

掌握相关理论知识，也为学生完成项目任务做准

备。而且，回到课堂教师可对重要知识进行巩固

与总结，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第二，关于学

生课外学习与活动的积极性问题。学生能否积极

参与，这是项目化教学和翻转课堂都广受质疑的

问题。项目化教学中，学生在完成项目的过程中

能否积极参与，特别是对于忙碌的校园生活以及

具有一定惰性的高职学生来说，尤其存疑。在翻

转课堂中也存在同样的窘境，难以确保学生积极

认真地学习网络视频材料，中小学生有赖于父母

身边的监督，而大学生则缺少这样的监督。然

而，将二者有机统一，挖掘其中有利因素，将能

解决这一问题。首先是利用好网络技术，通过网

络平台，全程跟踪学生课外视频学生和项目完成

过程，在与学生的反馈与回应中实现远程监督；

其次，通过团队合作实现相互监督，分组合作、

接受任务、项目开展等都必须在学习视频后方可

展开，只有先自行学习视频材料，才能进入团队

完成项目任务。

三、项目化教学与翻转课堂的统一

1．翻转课堂实施及内容

将项目化教学应用于翻转课堂，实现教学

价值最大化，还必须在教学过程上促使二者有

机统一。

在翻转课堂实施过程中，教师原本在课堂传

授知识这一环节，以录制成的视频置于网络供学

生课前学习。因此，教师创建教学视频与学生网

上学习就成为翻转课堂最初的两个环节。学习视

频后，学生即带着各自的问题回到课堂，师生讨

论并予以回答；接着教师针对教学重难点设置一

定问题并布置学习任务，经分组合作、实验探

索、师生互动等最终对问题做出解答。课堂上的

这一环节是翻转课堂的关键，学生在视频中学习

的知识得以内化，学生在自我探究中能力得以提

升，分组活动激发兴趣、活跃思维、培养个性，

并实现素质提升。接下来是教学评估，根据学生

学习过程和结果，结合小组的汇报与自评，对

学生进行点评。最后，教师对重要知识点和整

个教学过程中的表现做出总结，以加深学生对

知识的掌握，激励学生积极参与。因此，整个

翻转课堂按如下程序推进：教师创建视频——

学生学习视频——解决学生问题——教师布置

任务——分组自我探究——完成任务——教师

点评——教学总结。

２．项目化教学实施及要求

关于项目化教学实施步骤，人们已达成一定

共识，基本按如下程序进行：布置项目任务——

学习咨询——制定方案——实施方案——成果汇

报——点评归纳——修改完善。在对课程内容进

行项目化开发后，即进入教学程序。首先是布置

项目任务，让学生明确项目内容与目标，接着在

班内进行分组，经研讨、咨询制定项目实施方

案，并在小组内进行各自分工。通过自主学习、

团队合作，完成项目任务。项目方案的实施是项

目化教学的关键环节，通过团队合作和自我探

究，实现知识、技能 （能力） 和素质的全面提

升。之后进入课堂教学环节，各组提交项目“成

果”，并对项目完成情况进行汇报，谈感悟、谈合

作、谈策略、谈经验等，开展自我评价，小组间

相互交流学习。接着教师对各小组“成果”及其

完成过程进行点评，并对整个教学活动进行总

结。最后，各小组明确各自改进方向与策略。课

堂上的这些环节强调学生的反思、归纳与总结，

关注对教学重点的把握，认真做好点评，形成有

效的激励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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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做到二者的有机统一，实现教学价值最大化

实现项目化教学与翻转课堂的有机统一，必

须对各自教学步骤进行有机整合，有效凸显各个

环节所应承载的教学功效。在教学项目开发后，

教师对涉及项目的前提性知识、部分理论知识和

相关知识进行梳理，并选择性地录制视频。学生

课外学习视频材料，为项目开展作相关准备。教

师通过网络平台，创设问题情境，布置项目任

务。学生分组分工，讨论并制定项目实施方案。

学生通过自主探究、网络查询、教师咨询等，渐

次完成项目任务。整个项目实施过程中，教师通

过网络平台实现师生互动，对学生进行全程跟

踪、答疑、指导和监督。可根据项目活动的内容

和教学时间，恰当安排项目实施的空间，或校园

内，或校外企业，也可在课堂或部分置于课堂。

项目任务完成后，各小组分享各自“成果”并进

行自我评价，引导学生深入反思与总结，促进小

组间交流与学习。教师对各小组完成情况进行客

观公正的评价。最后，教师对项目任务所涉及的

各方面知识，包括系统的理论知识、应该领悟到

的实践性知识以及习得的专业技能进行巩固总

结，强化学生对知识的把握、明确能力提升的方

向。总体上看，项目化教学应用于翻转课堂，可

遵循以下步骤：项目开发——教师创建视频——

学生线上学习视频——创设情境布置项目任务

——学生分组分工——制定项目实施方案——自

主探究项目实施——成果展示自我评价——教师

点评——教学总结。

总之，基于共同的理论基础和价值诉求，实

现项目化教学与翻转课堂的有机统一，不仅能发

挥各自原有的优势，还能做到相互弥补、相得益

彰，实现价值最大化。当然，不管是项目化教

学，还是翻转课堂，抑或是二者的结合，教师都

必须提前做足准备工作，包括项目开发、视频录

制以及翻转方案的制定等，这是确保一定教学效

果的重要前提。

[责任编辑：陈保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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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ject teaching and flipped classroom highly integrate in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value pursuit. Appling project teaching
into flipped classroom and ensuring their organic unity in the process of teaching will bring their superiority into full play and make
up each other to realize the teaching value maxim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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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当前高职院校电气自动化单片机教学存在的问题，提出以技能抽查标准为参考，对课程教

学内容、教学方法、考核标准进行改革。在教学内容上淘汰过时技术，打破学科体系、融合相关课程知识；

在教学方法上以真实项目为载体，贯彻在做中学的理实一体化教学方法；在考核方法上建立融合职业素养的

过程化考核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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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片机在机电设备的控制中被广泛运用，因

此是自动化专业的一门重要课程。这门课程具有

很强的理论性和实践性，与电子技术、传感器技

术、电机等课程联系紧密，但在教学过程中存在

学生难学、教师难教的现象，是自动化专业的

“老大难”课程。

一、单片机技术教学存在的问题

1．教学内容不合理

（1）教学内容泛而不专，专业针对性不强。

单片机技术课程在许多专业中都有设置，比如应

用电子、机修、自动化、计算机等专业，传统的

单片机教学对这些专业千篇一律，按照单片机知

识的系统性和完整性来完成教学，只注重单片机

本身的知识结构体系，而不区分专业，这很显然

是不合适的。每个专业的定位来之于相对应的工

作岗位，故同一门课程在不同专业中教学的侧重

点也会有不同，否则就越界了，造成课程内容全

面而重点不突出，教学难度增加而所学内容无用。

查阅公开出版的适合电气自动化专业的单片

机教材中，其课程内容为以下几部分：单片机概

述、单片机硬件部分、并行输入/输出、定时\计数

系统、中断系统、显示与键盘接口技术、串行口

通信技术、A/D与D/A转换技术等几个部分，内容

全而不专，覆盖了单片机的所有应用领域。这样

的体系适合应用电子等专业教学，遗憾的是，我

国大部分学校的自动化专业也是按着该体系开展

教学的。

（2）社会经济发展日新月异，而学校的教材

内容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相当部分的教材还是

十多年前的老内容，一些方法、器件由于技术的

发展已经不再使用或很少使用了，如指令周期。

而工作中需要使用的一些新的器件、新的使用却

没有介绍，很多单片机实训课程还是仅仅控制几

个发光二极管，自动化专业的重要控制对象—电

动机的控制，在教学中没有涉及，这毫无疑问将

影响学生工作后适应岗位的能力。

2．重理论轻实践，重软件轻硬件

高职培养技能性人才，这个定位决定了高职

学生应该重视实际操作技能，但在以往的单片机

教学中，由于学校实训设备投入不足，以及教师

教学习惯，往往在实际授课过程中教师有意或无

意重视理论的教学，忽视实践能力的培养。调查

兄弟院校发现，在单片机的课程安排中，理论教

学课时安排大约70-80课时，而实践教学课时为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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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时左右，理论教学大大高于实践教学课时。

在实践课的形式上，大部分院校采用布置任

务给学生，学生在实训箱上操作完成的形式进

行。单片机实训箱都是厂家统一生产，所有电路

都连接好了，学生最多只需要用几根杜邦线简单

进行连接，其他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放在软件编程

和调试上。这样，学生在系统硬件的设计上几乎

为零，外围电路的设计和开发上也基本没得到有

效训练，使学生离开实训箱就不知道如何进行，

更无法完成真正工作任务。

3．教学进程安排不科学，理实分割

在一些学校的单片机教学安排中，理实结合

就是既有理论授课，也有实践锻炼，先进行几十

学时的理论教学，再安排几十学时的实训。这样

的“理”+“实”并不是“理实一体”。这样的教

学安排学生在前期仅仅接受理论教学，缺乏动手

机会，遇到问题不能实践锻炼，所以枯燥乏味而

兴趣大减。等到学期结束再安排实训，学生却不

知道如何运用理论知识去解决问题，其效果可想

而知。

4．考核形式单一，以理论考试为主

考核的作用一是检查教学效果、教学目标实

现的程度，以便于教师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

质量；二是便于学生对比，肯定学生积极学习或

鞭策学生进一步努力学习。所以考核既是对教师

教、学生学的评价，更是整个教学系统的反馈环

节，便于教师更好的教、学生更好的学，是教学

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传统的单片机技术考核方

式，相当多的学校是以理论测试为主，以一张试

卷的形式来定学生的学习情况。这样的考核组织

形式简单，考核也客观，但却无法全面考核学生

的实践能力，更不能考核安全规范的职业素养。

二、技能抽查考核标准和题库介绍

为提高职业教育技能型人才培养水平，深化

“对接产业、工学结合”程度，也为了职业院校人

才培养评估能有参考标准，从 2011年起，湖南在

全省范围内举行职业学校（含中、高职）学生专

业技能抽查。为此，湖南省教育厅组织教育界和

行业界专家一共开发了 20多个专业类的技能抽查

标准和题库，题库紧密结合该专业初次岗位的核

心技能，也吸收了行业的新工艺、新技术。技能

抽查的考核方式以实践考核方式进行，对考核不

合格的学校采取限制该专业招生乃至停止招生措

施。技能抽查内容较好地反映了产业发展的现

状，技能抽查考核标准较好地反映了以专业技能

为核心的综合素质的考核，起到专业改革的标杆

作用。

湖南省自动化专业技能抽查标准是根据本省

企业典型工作岗位的工作内容，由企业专业与职

教教师一起开发的，包括小型电气控制系统的设

计模块、电气控制系统的故障分析与处理模块与

制作电气控制系统的安装与调试模块等三大模

块，其中小型电气控制系统的设计与制作模块中

包含了单片机控制系统的设计与制作模块，在题

库中共有 15道实操题，主要测试硬件电路设计与

制作、程序设计与调试能力，故如单片机（51系

列）的结构、I/O口分布、并行 I/O简单输入输出、

单片机的开发流程、调试等基本知识、技能必须

掌握，而程序结构上顺序作为最基本的程序结构

也是必须掌握的，另外循环语句和选择也是必须

掌握的，另定时技术（包括准确定时和不精确定

时）、数码管的显示技术、外部中断也是重点考核

内容。

在抽查的题库中，不再是单纯的学科体系的

单片机内容，而是综合了其他相关内容的综合考

核项目。考核也不再是简单的理论测试，而是以

考核实践能力为主并包含了职业素养的综合考核。

三、基于技能抽查标准的“单片机控制系

统”课程教学改革

1．对传统学科体系课程内容的优化和整合，

融合相关知识组成电气自动化专业单片机控制系

统课程

（1）单片机技术课程优化。对照自动化专业

岗位及技能抽查标准，电气自动化专业人才从事

的只是单片机的简单开发和应用，故在教学内容

的选取上，抽选出课程基本的知识和与本专业结

合紧密的知识部分，如硬件结构、并行输入/输
出、定时与中断系统、显示技术，而对于其他在

自动化专业岗位中较少出现的部分，没必要展开

讲授，以减轻学生负担。而对于学有余力、兴趣

浓厚的学生，可将其他部分内容制作成慕课，供

部分优秀学生扩展知识。

（2）相关课程整合。单片机常用开发语言是

汇编和C语言，汇编语言是与机器一一对应的低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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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用一个个助记符来表示机器指令的，每一

条指令都对应一个单片机的执行动作，因此程序

执行效率高。但移植性、编写效率低。C语言作为

一种比较高效的高级语言，以其可移植性强、编

写效率高、可读性强等优点成为单片机主流开发

语言。故选择C语言作为单片机的开发语言进行授

课。但通常的C语言课程与单片机的C语言还是有

不少区别，故在课程改革中，将传统的《C语言编

程》去掉，选择单片机C语言并融合到单片机控制

系统课程中。

克服学科体系结构，在单片机授课内容中不

仅仅限于传统学科体系中单片机的内容，而将与

此课程相关的其他知识融入进去，如步进电机的

控制、直流电机的控制、单相异步电动机的简单

控制、数码管的使用等。

（3）整合后的教学项目。以项目为载体，将

上述知识整合成几个项目，遵循教育学规律，按

着由简单到复杂，先易后难原则安排项目教学，

项目及内容见表1。
2．以项目为载体、硬软结合、理实一体化的

教学组织形式

在项目的实施上，打破重软轻硬、理实分离

的传统教学形式。以项目为载体，要求学生完成

相应的硬件设计、硬件连接、软件编程、系统调

试。让学生在完成一个个项目的过程中掌握相关

知识，提高技能，这样可以大大提高学生的兴

趣。以项目三“微型直流电动机速度控制的设计

与制作”为例（电路原理图如图 1所示），首先提

出任务和要求：以单片机实现微型直流电机的速

度控制，按一下 S1按钮，电动机全速运动，相应

指示灯L1亮，如需半速运行，按S2按钮，相应指

示灯 L2亮，要求学生完成硬件电路的设计、制

作、软件编程、调试和运行。电路的设计包括电

路图的设计和电阻值的计算；硬件电路的制作要

求完成元件的选择、电路板的制作、与单片机的

连接；软件编程包括完成流程图的绘制、程序的

编写；调试包括软件的检查和修改、编译成可执

行文件；运行包括下载到单片机中、检测是否完

成功能并进行演示操作。

所有项目的教学按真实的工作流程、理实一

体化完成。不再按学科体系将项目割裂，而是软

硬结合，单片机知识与其他相关知识融合构成一

个整体。在实施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引导学生

自主思考和自主学习、进行必要的讲解、及时的

总结学生的得失，对学生恰如其分的表扬以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计算机

思维能力。

3．融合职业素养的过程化考核制度

项目

一、单灯闪
烁控制系统
的设计与制
作
二、路口交
通灯设计与
制作

三、微型直
流电动机速
度控制的设
计与制作

四、水塔水
位控制系统
设计与制作

五、自动计
数器的设计
与制作

六、步进电
机的控制系
统设计与制
作

传统单片机
课程知识

熟悉开发系统、
简单（1个）I/O口
输 入 、简 单（1
个）I/O口输出
复杂（4个）I/O口
输出

多输入（2个）多
输 出（2 个）控
制、简单延时的
实现技术

多输入（2个）多
输 出（2 个）控
制、简单延时的
实现技术

定时/计数中断
系统、动态显示
技术

外部中断系统

软件知识

相 关 语 句 知
识 及 顺 序 结
构设计

相 关 语 句 知
识、简单延时
程 序 编 写 及
循 环 结 构 设
计
相 关 语 句 知
识、循环嵌套
的设计

相 关 语 句 知
识、选择结构
设计

相关语句、知
识 、定 时/计
数 、中 断 编
程、子函数的
使用
循环结构、设
计 、外 部 中
断、编程、子
函数的使用

传统非单片机课
程知识

LED灯控制电路
设计

LED灯控制电路
设计

三极管管脚判别
及简单放大电路
设计，直流电机
转速控制

放大电路设计
RLY-SPNO继电
器使用

数码管的使用、
多个数码管控制

74LS14 芯 片 使
用 UNL2003 芯
片使用、步进电
机控制

图1 微型直流电动机速度控制的设计与制作电路原理图

表1 单片机控制系统项目安排表

STC89C52

L1

L2

R1
R2

直流电机

R3
330
S1
S2

R4
33Q1

TIP142

C1
100 n

+5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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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项目职业素质的过程化考核改变以一张试

卷定成绩或只看最后上交作品的结果考核模式，

而是分项目考核并考虑职业素养的过程化考核制

度。以项目三为例，考核点指定处元器件选择（2
分）、单片机断口选择 （2分）、流程图绘制 （2

分）还包括项目整个实施过程的考核，在过程化

的考核中融合了职业素养如实施前劳动防护用品

穿戴、工具仪表整理，实施过程中及实施后的整

理及安全操作规范。

[责任编辑：李茹]

参考文献：

[1]谢芳芳,郑 剑.高职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单片机课程教学改革探讨[J].中国电力教育,2014(15):58-60.
[2]曹罗生.基于项目的单片机课程实践教学实施浅析[J].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4(34):67-68.
[3]刘雪雪.理实一体化模式单片机课程提高教学质量的实践探索[J].中国成人教育,2014(3):136-138.
[4]赵云伟.任务驱动教学法在单片机教学中的应用[J].中国冶金教育,2014(3):18-20.
[5]曾树华,黄银秀.基于虚拟实验室的单片机教学改革[J].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1):67-68.
[6]匡芬芳,罗智勇.生产过程自动化技术专业技能抽查标准的开发[J].新课程研究,2014(12):15-17.
[7]华满香,刘小春,唐亚平.电气自动化技术[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12.
[8]毛凌云.技能抽查背景下培养学生专业核心技能的实施策略——以娄底职业技术学院为例[J].文史博览,2014(7):62-63.

Exploration of the SCM Teaching Reform for Electrical Automation Specialty
ZENG Shu-hua

（Hunan Vocational College of Railway Technology, Zhuzhou 412006,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problems of SCM teaching in electrical automation specialty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at taking the standards of skills check as reference, teaching reform is carried out from the contents of the cur⁃
riculum, teaching method and assessment standard. Obsolete technology is eliminated, subject system is broken and knowledge of
related courses is fused in the teaching contents. In the teaching method, taking the real project as the carrier, the teaching method of
theory integrated into practice is carried out. In the assessment method, the standards of process assessment are established fused
with professional quality.
Key words: skills check; electrical automation specialty; SCM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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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L教学法在工程力学课程教学中的实践

周 平

（江西工程学院，江西 新余 338000）

摘 要：针对高职教育工程力学课程教学现状，为提高教学效果，将PBL教学法应用于工程力学课程教

学实践中。从课程内容优化、教学实施、问题设置、评价方法等阐述工程力学课程PBL教学法的实施过程，

并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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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职业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

主要承担培养高级应用型职业技术人才的任务。

目前高职课程教学中存在教学内容陈旧、教学方

法不科学等较多问题。因此，应用新的课程教学

方法，创新教学模式是高职人才培养的重要课题。

PBL教学法（Problem-based Learning）即基于

问题式学习，强调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提出问

题、合作解决问题，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技能和

自学能力。PBL教学法有利于提高学生自我获取知

识与更新知识的能力，从而实现较高的教学质量

与教学效率。

一、工程力学课程引入PBL教学法的意义

工程力学课程是高职工科专业如机械、建筑

等的一门专业基础课，主要包括静力学、材料力

学等理论知识。该课程涉及数学、物理、工程机

械等相关课程知识，教学内容抽象、难点较多，

具有理论性和工程应用性强等特点。而高职学生

普遍基础较差，在工程力学课程学习中易产生厌

学情绪。因此有必要将 PBL教学法引入到工程力

学课程教学中，建构工程力学课程 PBL 教学模

式，使学生在问题为核心的学习过程中解决问

题，提高学习积极性和实践应用能力。

二、工程力学课程PBL教学实践

1．课程内容体系优化

传统的工程力学课程内容总体框架如图 1所

示。课程内容排列和授课学时主要适用于 LBL教

学（Lecture-based Learning）。PBL教学法实施首先

对工程力学的教学内容进行优化，增加实验实

训、力学仿真软件的学习学时，强化工程力学综

合课程设计和工程项目案例力学分析研究。

经过分析工程力学课程内容，将课程理论知

识整合优化为力学分析及方法、力学实验实训、

力学设计、力学仿真等四个模块，并结合工程项

目实行项目教学。优化的工程力学课程 PBL教学

图1 工程力学课程内容

工程力学主要内容

静力学 材料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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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结构框图（如图2所示）。

2．PBL教学法的实施

按照 PBL教学流程工程力学教学分为提出问

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成果展示、评价反馈5
个步骤，如图3所示。

3．工程力学PBL教学问题设计

工程力学 PBL教学以理论知识学习为基础，

以典型的工程应用力学问题为载体，推进课程教

学的深入。问题的设置主要由教师按教学内容分

类设置，设置问题难易程度适中，由浅入深。

例如在材料应力分析时，为使学生对材料在

受到外部荷载作用下的应力、应变的理论及许用

应力强度条件等加深认识，教学中设计了机械传

动轴承座应力分析问题：

如图 4 所示轴承座，轴承座采用低碳钢

Q245，弹性模量 E=200GPa，许用压应力 [σ] =
180Mpa，分析轴承座在受到轴瓦台阶上的轴向应

力和施加在轴孔底部上的应力时的强度是否满足

正常工作的条件。

4．学生分析解决问题

教师指导学生分组分析问题，查阅教材和到

图书馆收集资料，针对图4中的轴承座应力分析问

题，学生先掌握机械传动中轴承及轴承座的结构

原理，了解虎克定律、应力计算方程、强度条件

计算等。各小组讨论后写出保证轴承座正常工作

的力学分析报告。

5．评价指标及方法

各小组提交问题分析报告后，教师确定学生

评价指标，见表 1，通过学生自评互评、问题答

辩、单项测试、实验实训等各项指标量化，综合

评定成绩。

根据评价指标建立评价方程：

权重方程：

图2 工程力学课程内容优化结构图

图3 PBL教学实施流程

图4 轴承座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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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工程力学PBL教学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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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静力学平衡分析理论
2、材料力学分析理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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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 { }X1,X2,X3,X4
最后得出学生评价量化矩阵:
Ｚ＝Ｙ×K
根据矩阵计算出学生的综合成绩。

三、存在问题及改进措施

PBL教学法在工程力学课程中应用能显著提高

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但也存在诸如课程问题

设置有待改进、学生素质要求较高、教师对 PBL

教学经验不足等问题。因此在工程力学课程教学

过程中不能单一依靠一种PBL教学法，而要与LBL
教学法、项目教学法、TBL （Team-based Learn⁃
ing）教学法等有机结合，建立在互联网+背景下与

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等融合的 PBL教学平

台，使PBL教学法的教学优势得到发挥。

四、结语

高职工程力学课程应用 PBL教学法教学，改

变传统课堂教学中以教师单向讲授为主的模式，

较好地培养了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同时有利于教师提高自身的素质能力，更好地因

材施教。教学实践中存在一些问题，有待于在PBL
教学法深入推广应用中进一步探索和完善。

[责任编辑：李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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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of PBL Teaching Method in the Teaching of Engineering Mechanics Course
ZHOU Ping

（Jiangxi College of Engineering, Xinyu 338000,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engineering mechanics course teaching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PBL teaching
method is applied to the teaching practice of engineering mechanics course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 This paper ex⁃
pounds the implementation of PBL teaching method in engineering mechanics course from course content optimizing, teaching im⁃
plementation, problem setting, and evaluation method. The improvement measures are put forward for the existing problems, as
well.
Key words: engineering mechanics course; PBL teaching method; teaching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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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翻译竞赛对高职翻译教学发展的作用

周 静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 广州 510507）

摘 要：国内的翻译竞赛在比赛内容、形式、组织和规模方面都得到长足的发展，开辟途径鼓励高职院

校参赛，有利于提高高职翻译教师实践和教学研究能力。开拓竞赛教学平台，构建包括竞赛教学在内的综合

语言技能联动翻译教学课程，兼顾翻译教学与教学翻译两种思路，可强化高职翻译教学职业发展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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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政府主管部门、行业协会、高校及企业组

织的各类翻译比赛近年来发展迅速，为大学生、

社会翻译学习者、工作者提供一个双语实践能力

展示平台，促进学生英语应用能力的整体提高，

推动翻译教学的改革发展。而随着高职学生参与

度的增加以及针对高职学生赛事的推广，翻译竞

赛已经逐渐发展为口语和写作比赛之后各高职院

校师生关注度高、反响热烈的语言专业技能大

赛。根据多次指导高职院校学生参与翻译竞赛的经

验，笔者认为，高职翻译竞赛除了提高学生翻译水

平之外，对于教师提高翻译实践和教学能力，开拓

教学平台，构建竞教证结合教学改革新课型，强化

高职翻译教学内涵具有很好的引导作用。

一、国内翻译竞赛发展综述

国内的翻译竞赛在过去三十年间经历了从单

一的参赛内容到多种翻译形式共同发展、以行业

协会为举办主体到高校自发，政府企业共同参与

的组织模式，从小范围参与到大规模宣传关注，

以及举办目的从专业翻译人才挖掘到基础人才培

养的突破和发展。早期的传统翻译赛事，以韩素

音青年翻译竞赛为代表，主要以文学类翻译为比

赛内容，参赛者多为翻译爱好者、工作者及高校

教师。在过去几年里，该项比赛开始尝试使用与

社会生活联系紧密的应用类文本，并在参赛形式

上做出改革，增加了初赛和复赛，吸引更多参赛

者。随着我国职业翻译教育的迅猛发展，翻译专

业MTI和BTI的开设和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不少

高等院校开始与企业及期刊社合作，组织形式多

样的专业性翻译比赛，开辟专业翻译人才培养第

二课堂，代表赛事有华东政法大学外语学院主办

的“华政杯”全国法律翻译大赛，以及北京大学

软件与微电子学院委员会、北京大学语言信息工

程系举办的北京高校计算机辅助翻译大赛等。

近年来，各地专业协会基于提高广大高校学

生翻译及应用技能的积极性、培养和输送具有翻

译基础青年人才的目的，积极联系政府主管部

门，与高校及企业联合举办覆盖面广，形式内容

丰富的翻译比赛，例如广东省大学生翻译比赛，

参赛者即包括传统外语类院校学生，其它不同类

型的本科院校学生，还专门设立高职高专组别，

为高职院校学生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我国翻译

竞赛的不断探索和革新，鼓励包括高职学生在内

更多的参与者投入比赛，以及为高职院校参与翻

译竞赛开辟途径的发展思路，对于提高高职翻译

-- 87



高等职业教育—天津职业大学学报第 24 卷第 3 期 Jun.20,No.3
教学质量，促进翻译教学的改革和发展具有积极

的意义。

二、竞赛引导下高职翻译教师实践与教学研

究能力的提升

何刚强指出，国内高校外语教学在“翻译转

向”的过程中，需要关注匹配翻译经验丰富、理

论视野开阔和懂得教学互动与循循善诱的师资队

伍，其特点就是具备良好的职业翻译能力、翻译

学科研究能力和教学技能。由于从事翻译实践与

翻译教学属于不同性质和内涵的两个职业，翻译

行家未必就是教学能手，加之我国翻译教师队伍

中长期存在“教学”、“实践”与“学术”分离现

象，不少本来对翻译实践抱有兴趣的教师因为科

研压力琢磨翻译的热情慢慢减少；同时，也有相

当一部分承担翻译教学工作的教师对翻译实践的

理解度有待提高，以上因素综合表现为译、研、

教三者兼备的师资少之又少，实践型翻译教师匮

乏。这种现象目前除几所知名的综合大学和外语

专业院校外，普遍存在于国内各类本专科院校，

尤其以高职院校最为突出。

1．关注翻译教师个人理论的构建

作为课程教学理念的设计者、实践者和反思

者，教师是翻译教学质量提升的关键所在。在教

师成长已成为外语教学领域核心课题的今天，关

注翻译教师在翻译实践、研究和教学各方面的成

长就应该关注翻译教师个人理论的构建。教师个

人理论是由教师个体根据具体情境形成和发展的

一种指引和影响自身教育行为的心理构建，受个

人工作投入、语言学习理解和教授，以及教学培

训和教学反思评价等因素的影响，并会随着时间

推移和实践经验交互作用而演变。在翻译教师个

人理念构建和发展的过程中，教师具体工作环境

是重要的因素。具体到现实中来，目前各高校沿

用的教学制度还无法实现翻译教师完全投入一线

翻译实践的要求，教师课余时间参与翻译实践也

会存在与教学冲突的情况，这对于教师综合能力

的提高和个人理论发展都形成制约。

2．参与翻译比赛提升自身翻译能力

翻译是一门实践性强的课程，在高职翻译教

师队伍中，真正从事过有质有量翻译实践的教师

非常少，通过自身参与翻译比赛，切身体验翻译

过程的喜悦和艰难，是高职翻译教师实现知识转

型，提高翻译实践能力和理解力的有效途径。翻

译活动有了竞赛的推动，其竞争性和荣誉性对参

赛教师的激励，往往大于课余时间单纯的随笔翻

译或者翻译对比练习。作为一名高职翻译教师，

笔者在任教期间就积极参加韩素音青年翻译竞赛

和全国 ECO 英译汉翻译大赛，通过参赛发现问

题、对比学习和获得鼓励的全过程，自己在理解

原文作者审美情趣和行文风格基础上，对笔译技

巧和策略的运用，以及在译文的流畅度和可读性

方面均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真正从翻译参赛中得

到学习和感悟的乐趣，也激发了自己研究翻译的

热情。

3．通过指导学生参赛提升教学能力

通过比赛促进参赛者翻译能力的提升，这就

是技能竞赛传统意义上“以赛促学”的作用，而

对于指导学生参与比赛的教师而言，也是提高翻

译教学能力的有效路径。传统翻译课堂中，根据

教材与指导书籍讲解技巧和策略的教学方式一直

颇有争议，教学效果也难言满意，一方面是因为

现有的不少翻译教材存在编写体系不合理，译例

及技巧讲解以句子为单位，高职学生缺乏对具体

语境翻译技巧运用的理解，或者是设计的翻译任

务不符合真实交际环境的需要，缺少翻译过程描

述，以及译例过于完美，使学生“望译兴叹”等

问题，另一方面也需要考虑教师自身的教学能力

和方法仍需提高的事实。虽然翻译实践和翻译教

学都要求从业者具有良好的翻译实践能力，但两

者最大的区别在于翻译教学者自己必须在具备良

好的翻译能力基础上，熟悉和精通翻译的一般策

略与技巧，能够对翻译过程的具体翻译思路进行

指导性或概括性讲述。目前不少高职翻译教师上

课存在照本宣科的问题，其本质上就是缺乏善于

归纳总结实用的翻译策略与原则，并上升到一定

的理论层面，或者引导和帮助学生从翻译的实践

中感悟和认知翻译规律这种教学能力的表现，而

翻译比赛可以为教师提供一个总结分析翻译活

动，提高教学能力的平台。笔者曾指导高职学生

参加过“中译杯”全国口译大赛广东海南赛区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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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由于此项赛事对选手的年龄和学历没有进行差

别化区分，高职学生与本科和研究生层次的选手同

台比拼中始终存在着实力上的劣势，自身难免产生

陪榜的感觉。但是通过老师的循循诱导，将指导的

学生和赛事优胜者现场口译录音进行收集整理，师

生共同完成录音文字转写，对比学生与优秀选手现

场口译表达语言使用的差别，在此过程中学生深刻地

感受到自己与优胜者在逻辑听辨、笔记记忆和语言转

换表达方面的差距，帮助学生真正从口译的实战中认

识到口译过程脱离词语外壳表达的规律特点。这种通

过比赛进行反思的教学方法在笔者随后指导学生参加

的其它口译比赛中都得到运用并取得良好的教学效

果，也提高了指导教师自己的教学能力。

三、促进“竞教证”高职翻译综合语言技能联

动课程的构建

国内众多高职院校在设立应用型英语专业伊

始，就将翻译课程列入专业课程之中，早期的高职

翻译课程主要以笔译技巧课程为主，在中国对外交

流交往日趋增多，社会对口译人才需求不断增加的

情况下，高职院校也开始相继开设口译课程。由于

我国本科和研究生层次口译教学开展时间早，教学

规律和内容探索科学性和系统性强，研究成果也更

为丰硕，因此对高职口译教学影响很大，不少高职

院校的口译课程照搬本科模式，或者不少任课教师

由于自身的英语和翻译学术背景，在教学中会自觉

或不自觉地模仿本科口译教学模式。高职层次的翻

译课程，无论是笔译还是口译教学初期，均存在忽

视教学对象实际，注重技巧处理与深度训练，教学

内容本科化、缺乏职业针对性和师资学科型等问

题，其总体教学效果难言满意。

在国家对高等职业教育路径的指引及对高职教

学改革支持的背景下，高职应用型英语翻译教学工

作者开始对其进行反思：从教学对象上看，高职学

生英语水平总体较弱，即便是水平稍高的应用型英

语学习者在学习翻译时，仍然处于词汇句法学习阶

段，普遍存在语言能力欠缺、主动调节性较差的问

题，能力与专业翻译学习要求有差距；从教学内容

上看，以翻译技巧处理与书面正式语言为主的训

练，与高职教育提出的以服务行业和区域经济活动

为教学内容依托的理念相违背；从高职学制上看，

工学结合、校企合作和顶岗实习等方式的引入，打

破了传统的翻译课堂学时安排。由于在我国经济文

化各领域各层次的对外交往中，除了对高端翻译人

才的需求之外，还有大量社会活动从业者，其语言

水平要求与高职学生实际吻合，此类工作呈现市场

广阔、涵盖行业多的特点，高职英语专业学生有强

烈的学习和参与翻译实践的愿望，因此高职翻译课

程既有很好的发展前景，又面临紧迫地通过内外部

合力改革课程要求。运用翻译竞赛这一外部因素的

引导，能有效促进高职翻译教学者能力的提升，设

置符合学习者实际的教学内容，在高职翻译课程改

革上取得突破。

高职学生从事的翻译工作本质上是一种依托行

业内容的双语沟通活动，具有信息简单和重复性强

的特点，其教学就是要强化这一能力。笔者对过往

五年的高职教学对象进行跟踪，发现从高职毕业生

职场英语使用情况上看，学生毕业之后大多受雇于

中小涉外企业，主要从事报关、跟单、销售、采

购、翻译和导游等工作，日常口译活动以商务面

谈、商务电话和接待应酬为主，笔译内容包括外贸

函电、名片及门户网站介绍等商务文本信息的传

达，有极少一部分人选择自主创业或者在翻译公司

从事翻译工作，其日常工作的翻译内容难度并不

大，与专业翻译的要求还有一段距离（见表1）。
从以上的工作调查我们可以发现，翻译岗位在

中小企业中并不是专门设置的岗位，高职学生所从

事的翻译工作只是与外语相关岗位的一种工作工

具，属于工作流程中的一部分，其工作英语使用方

式包括口语、写作和翻译，三种形式综合使用。纯

粹的翻译工作发生频率不高，主要在国内外采购商

与供应商就产品的生产、销售和服务合作进行沟通

时发挥交际的作用。基于高职翻译非职业化、语言

能力要求低及强调交际的工作工具性质，高职翻译

定位为初级工具翻译，其教学应强调以传达行业信

息为主，重在达意；争取以规范而非完美的语言完

成双语交际。在教学内容上重点关注翻译策略、工

作任务，淡化翻译技巧与形式或者通过教学内容的

选择、得当的策略和方法来弥补高职学生翻译技巧

和语言能力的不足。

因此，高职翻译教学不能简单归属于为辅助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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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教学而进行翻译的教学翻译或者是运用翻译理

论培养学生的翻译理念、技能和方法的翻译教

学，其具体教学应该两者兼顾。由于学生在参与

翻译竞赛的过程中，学习内容往往集听说读写各

项技能为一体，涉及语言与技能学习，以培养语

言能力、翻译技巧及策略运用能力及语用交际策

略能力为目标，还同时关注翻译百科知识的培

养，内容具有很好的开放性和社会交际性，是翻

译教学与教学翻译综合教学体现，可以贯穿到学

生未来职业规划准备的过程中，符合高职教育发

展潮流。随着高职学生参与翻译比赛人数和院校

不断增加，将翻译比赛引入到综合语言技能课程

中，组成读写译赛或听写译赛综合翻译课程，并

通过各类翻译比赛构建翻译竞赛辅助教学平台，

通过教师的引导和观察，以及学生的反思和模仿

提高学生的翻译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同时，引

入国内权威的翻译资格考试CATTI和 LACAT，积

极“以赛代考”及“以赛代证”制度，构建竞教

证高职翻译综合语言技能联动课程。

在具体的构建中，联动课程可以尝试从低年

级开设并逐渐增加学时，打破以往在高年级才开

设的做法，以竞赛、证书和岗位要求导向逐步进

行分阶段教学。在课程第一阶段，教学以提高学

生的双语使用能力和行业知识为目的，通过对不

同场景具体工作流程中的场景中文本的读听写，

熟悉和运用包括接待场合中出现的高频词汇和句

型，并通过对翻译竞赛视频材料的观摩学习，了

解课堂学习与翻译实际运用的区别。在课程的第

二个阶段，根据“少讲理论、多讲实例”的原

则，以职场环境中的业务内容的专题形式进行翻

译教学，笔译内容与商务文本为主，口译内容以

会务接待和会展服务为主，主要培养学生信息沟

通能力和策略能力；同时，通过“以赛代考”和

“以赛代证”制度引导学生参与各类各级别翻译竞

赛，通过竞赛和证书考试来检验自身语言运用的

不足。这种课程设置符合高职教育注重职业能力

培养的实际，与高职教育人才技能培养的“实

用”和“够用”原则相吻合。

四、结语

高职翻译教学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从单纯

借鉴职业翻译教学理论到综合运用高职教育理

论，到逐步建立定位准确、适合行业人才培养的

翻译教学方法，通过翻译竞赛在高职院校的推广

和发展，为广大高职翻译教师提供一个提高翻译

教学能力、根据高职实际的高职翻译教学课程进

行改革的新途径，最终建立具有自身特色的高职

翻译教学新模式。

[责任编辑：刘莉]

岗位

翻译

导游

外贸
业务
员

外贸
跟单
员

涉外
秘书

自主
创业
人员
（创
客）

主要服
务部门

中 小 型
外 贸 企
业、外企
及 翻 译
公司

旅游
公司

中小型
外贸企
业和外

企

中小型
外贸企

业

中小型
外贸
企业

自营
企业

与翻译相关主要业务工作

1.产品及网站翻译

3.外贸函电

5.商务谈判

1.出入境接待口译

3.景点介绍

1.外贸函电

3.外事接待外贸函电

1、跟单准备与产前准
备工作

3、资料管理

1.办公室事务处理（电
话记录/来访/传真/信
函等）

3.合同管理

1.陪同口译

3.外贸函电

5.产品及网站翻译

2.翻译商务资料和文
本

4.对外接待

6.翻译项目管理

2.旅游签证文件
翻译

4.旅游项目开发
管理

2.采购与销售

4.客户关系开发
与维护

2、生产全过程品质
控制和检查

4、外事接待

2.涉外文书撰写

4.对外接待

2.笔译服务

4.客户关系开发与维
护

6.外事接待

表1 高职英语学生主要工作岗位及翻译业务工作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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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人文素质，综合职业能力等因素融入人才培养

的过程，其区别于学校教育中的校企合作模式，更

加强调企业在技能人才培养中的主体地位。将技能

竞赛的训练模式融入学训过程，可以更好地实现职

业教育的“职业性”特征。

[责任编辑：杨理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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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车间装卸通道钢架结构设计与验证

周云令 赵有俊 仇久安

（天津职业大学，天津 300410）

摘 要：应用solidworks软件建立6套钢架结构的三维模型，并分别进行有限元分析，得出斜支撑结构能

部分改善钢架结构承重状况，双层钢架结构能有效改善钢架承重状况的结论。综合考虑，本设计采用具有斜

支撑的双层钢架，优化设计，满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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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包装车间装卸通道为大型货车提供装卸通

道，这类装卸通道因幅宽大通道长，常采用轻型

钢架结构，以减轻钢架整体重量，降低施工难

度。在本次设计中装卸通道顶部一侧需承重，可

利用各种特殊的结构来达到增加承重作用。为保

证设计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利用 solidworks中有限

元插件来仿真模拟其受压状况，分析各类方案的

可行性，对钢架结构设计起到指导性作用。

2 装卸通道钢架结构设计

2.1 设计说明

某包装公司需建立大型货车装卸通道，可供

多辆货车同时装卸货物，通道总长度 12m，幅宽

6m，限高4m，要求通道内至少能同时供两辆大型

货车装卸货物，通道顶部一侧放置多个大型水箱

以及空调机组，总重量约 30t，其顶层布局简图如

图1所示。

基于装卸通道顶部承载重量和经济性因素

的考虑，本设计组合使用 H 型钢和方管两种钢

材，钢材材质均为碳钢 Q345，弹性模量为 2.1×
1011pa，泊松比为0.28，密度为7.8×103kg/m3，屈服

强度为 345Mpa。本次优化设计的目标为钢架承重

后的最大应力小于钢材屈服强度。

2.2 钢架结构设计

文中所有方案均采用钢结构为主体，钢架顶

层平铺一层钢板，均分总体重量，保证钢架顶层

均匀受力，本次主体钢架设计提出了6套方案，根

据主体结构分为方案（a）、方案（b）、方案（c），

文中依次对每个方案进行三维建模。

（a）门式钢架结构

门式钢架结构提供两种设计方案：第一种方

案以方管（400×400×10,单位mm）为支撑柱，顶部

为H型钢（HN500×200,单位mm）结构。设计中采

用十根立柱支撑架体结构，每侧相邻的立柱间距

为 2.4m。钢架顶部采用均分的模式，对钢架总体

长度方向与宽度方向进行四等分，形成钢架的骨

架主体，为保证总体钢架的承重性能，设计中长

度方向均布焊接16根1.5m的方管（300×300×10,单
位mm），结构如图2所示。第二套方案为增大钢架

图1 装卸通道布局简图

水箱
空调
机组 水箱

定压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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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的承重性能，在立柱与顶部之间焊接斜支

撑，型材选用方管（300×300×10,单位mm），如图

3所示。

（b）双层钢架结构

双层钢架结构的采用能够很大程度上增加钢

架的整体承重能力，但通道高度方向的尺寸会发

生改变，同时也会增大材料的使用量。本次双层

钢架结构设计两套方案：第一种方案是在顶层底

部增加完整的钢架层，该方案选材与方案（a），采

用方管（400×400×10,单位mm）为支撑柱，顶部为

H型钢（HN500×200,单位mm）结构，复合层型材

选用方管 （300×300×10,单位mm），如图 4所示。

第二套方案增加斜支撑，型材选用方管 （300×
300×10,单位mm），如图5所示。

（c）带斜支撑的桁架结构

钢架结构跨度近 6m，进一步保证其承载性

能，采用桁架结构来承重。该方案设计选用两种

方案：第一套方案以方管（400×400×10,单位mm）
为支撑柱，顶部为H型钢（HN500×200,单位mm）
结构，该方案继续沿用方案（c）中的骨架部分，

同时，在长度方向两两相对的立柱之间增加桁架

钢结构，该结构型材选用方管（300×300×10,单位

mm），如图6所示。第二套方案增加斜支撑，型材

选用方管（300×300×10,单位mm），如图7所示

3 有限元仿真及结果分析

有限元分析法是指将原本连续的实体分成离

散的、有限多个单元，每个单元通过节点相连

接，同时承受等效的节点载荷，计算过程中先通

过每个离散单元的平衡条件来做分析并求解，再

将每个小单元重新组合成一个新的组合体，最后

综合求解，Solidworks中 stimulation能够提供简易

方便的有限元分析模块。

3.1 有限元仿真

在 solidworks软件中，有限元分析过程如下：

首先，分析模型建立，通过三维建模绘制需分析

的实体模型；第二，创建新的算例，根据现实需

求可分析静态、疲劳、屈曲等；第三，添加材

质，从材质库中为需分析的模型添加材料；第

四，添加约束，根据产品实际约束边界条件等综

合状况，对其添加约束条件；第五，施加载荷；

第七，划分网格；最后，运行算例，得到有限元

分析结果。

根据仿真设计要求，新建算例类型为静态分

析，同时，根据设计需求将约束条件确定为钢架

的底角固定不动；然后，根据实际受压情况，确

定载荷压力为300kN，载荷施加形式确定为均匀施

加，网格自动划分为横梁网格，上述六种结果分

析如图 8-13所示，其中图 8与图 9为方案（a）的

应力位移分析结果；图 10与图 11为方案（b）的

应力位移分析结果；图12与图13为方案（c）的应

力位移分析结果。

3.2 结果分析

3.2.1 斜支撑对钢架承重的影响

斜支撑对增加钢架整体承重有影响。通过图9
与图 11可以看出：增加斜支撑使得钢架某处出现

应力集中的现象，位移变形在焊接处骤然增大；

同时，通过比较门式钢架结构图 8与图 9，得到斜

支撑能适度改善横梁中部的受力情况，可解决通

过跨度过大而引起的挠曲变形，通过应力云图中

颜色整体颜色值可得到：斜支撑能够优化钢架架

体的承重性能。

图3 斜支撑门式钢架结构图2 门式钢架结构

图5 斜支撑双层钢架结构图4 双层钢结构

图6 桁架结构 图7 斜支撑桁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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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双层钢架结构对钢架承载能力的影响

双层钢架结构能较大提高横梁的整体刚性，

保证钢架的负载能力。通过表1可以看出，双层钢

图8 门式钢架结构的应力与位移图

图9 斜支撑门式钢架结构的应力与位移图

图10 双层钢架结构的应力与位移图

图11 斜支撑双层钢架结构的应力与位移图

模型名称：门式钢架结构
算例名称：［算例2］
图解类型：上界轴向和折弯 应力1
变形比例：34.9297 上界轴向和折弯（N/mm2(MPa)）

418.910
385.902
352.893
319.885
286.876
385.902
418.910
385.902
418.910
385.902
418.910
385.902
418.910

最大: 418.910

最小: 22.808

模型名称：门式钢架结构
算例名称：［算例2］
图解类型：静态位移 位移1
变形比例：34.9297

最大:: 28.8

最小: 1e-030

URES（mm）
28.8
26.4
24
21.6
19.2
16.8
14.4
12
9.59
7.19
4.8
2.4
1e-030

模型名称：门式钢架结构
算例名称：［算例2］
图解类型：上界轴向和折弯 应力1
变形比例：43.6658 上界轴向和折弯（N/mm2(MPa)）

530.862
488.038

316.740
273.916
231.092
188.267

最大: 530.862

最小: 16.970

445.213
402.389
359.565

145.443
102.618
59.794
16.970

模型名称：斜支撑门式钢架结构
算例名称：［算例2］
图解类型：静态位移 位移1
变形比例：45.6658

URES（mm）
22.1
20.3
18.5
16.6
14.8
12.9
11.1
9.23
7.38

3.69
1.85
1e-030

5.54

最大: 22.1

最小: 1e-030

模型名称：双层钢结构
算例名称：［算例2］
图解类型：上界轴向和折弯 应力1
变形比例：84.36

上界轴向和折弯（N/mm2(MPa)）
281
259
236
213
191
168
146
123
100
77.6
54.9
32.3
9.63

最小: 9.63
最大: 281

模型名称：双层钢结构
算例名称：［算例2］
图解类型：静态位移 位移1
变形比例：84.36

URES（mm）
12.1
11.1
10
9.04
8.04
7.03
6.03
5.02
4.02
3.01
2.01
1
1e-030

最小: 1e-030

最大: 12.1

模型名称：斜支撑双层钢架结构
算例名称：［算例2］
图解类型：上界轴向和折弯 应力1
变形比例：109.19

上界轴向和折弯（N/mm2(MPa)）
259.942
238.964
217.986
197.008
176.030
155.052
134.074
113.096
92.118
71.140
50.162
29.184
8.206

最大: 259.942

最小: 8.206

模型名称：斜支撑双层钢架结构
算例名称：［算例2］
图解类型：上界轴向和折弯 应力1
变形比例：109.19

上界轴向和折弯（N/mm2(MPa)）
259.942
238.964
217.986
197.008
176.030
155.052
134.074
113.096
92.118
71.140
50.162
29.184
8.206

最小: 8.206

最大: 259.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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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结构最大应力为 281Mpa，最大位移变形为

12.1mm，普通的门式钢架结构最大应力则为

418Mpa，最大位移变形为 28.8mm。说明双层钢架

结构较普通门式钢架结构的承载能力好。对于设

计来说，该方案的可行性较高，其位移变形在

15mm以内，最大应力为281Mpa，未超过普通碳钢

Q345的屈服极限。

表1 钢架结构有限元分析极值

3.2.3 桁架结构对钢架承载性能的影响

桁架结构可进一步减轻横梁承受的轴向压力

和拉力，增大钢架整体的刚度，通过图 12与图 13
可以得到，桁架结构的应力值与位移变形量均远

低于他两种结构的相应参数，综合承重能力良

好，有限元分析结果基本满足设计需求，但从表1
中可以看出，桁架结构的应力极大值远高于其他

两种结构，最大应力值为999Mpa.通过仔细观察图

12与图 13，该极值点位于桁架内三角支撑结构集

合处，此处出现了应力突变情况。故该处为桁架

结构的高危点。

4 结语

1）本次钢架设计共采用 6套方案，根据主体

结构特点将 6套方案分成（a）（b）（c）三组，分

别对其进行有限元分析，其结果以彩色图表形式

反映，颜色越深表示应力形变值越大。

2） 斜支撑结构能部分改善钢架结构承重状

况。斜支撑的存在能够改变横梁中部载荷过于集

中的情况，但斜支撑结构易导致钢架某处应力过

大。在门式钢架中，增加斜支撑后出现最大应力

值531Mpa。
3）双层钢架结构能有效改善钢架承重状况。

门式
结构

双层
结构

桁架
结构

门式钢架结构

斜支撑门式钢架
结构

双层钢架结构

斜支撑双层钢架
结构

桁架钢结构

斜支撑桁架钢结
构

最大
应力值
（Mpa）

418
531
281
260
768
999

最大
位移值
（mm）
28.8
22.1
12.1
9.29
7.66
6.31

综合承重
能力

（良好/
一般/差）

差

差

一般

一般

良好

良好

图12 桁架钢结构的应力与位移图

图13 斜支撑桁架钢结构的应力与位移图

模型名称：类桁架结构
算例名称：［算例1］
图解类型：上界轴向和折弯 应力1
变形比例：132.452

上界轴向和折弯（N/m2）

768,435,328.0
704,626,304.0
640,817,280.0
577,008,320.0
513,199,296.0
449,309,272.0
385,581,280.0
321,772,256.0
257,963,264.0
194,154,256.0
130,345,240.0
66,536,232.0
2,727,221.8

最小: 2,727,221.8

最大: 768,435,328.0

模型名称：类桁架结构
算例名称：［算例1］
图解类型：静态位移 位移1
变形比例：132.452

最小: １e-030 最大: 7.66

URES（mm）
7.66
7.02
6.38
5.74
5.1
4.47
3.83
3.19
2.55
1.91
1.28
0.638
1e-030

模型名称：斜支撑类桁架结构
算例名称：［算例2］
图解类型：上界轴向和折弯 应力1
变形比例：161.133

上界轴向和折弯（N/mm２（MPa））
999.568
916.479
833.389
750.300
667.211
584.122
501.033
417.944
334.855
251.765
168.676
85.587
2.498

最小: 2.498

最小: 999.568

模型名称：斜支撑类桁架结构
算例名称：［算例2］
图解类型：静态位移 位移1
变形比例：161.133

URES（mm）
6.31
5.78
5.26
4.73

3.68
3.16
2.63
2.1
1.58

4.21

1.05
0.526
1e-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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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有限元结果显示，选定方案（b）中带有斜支

撑的双层钢架结构为最优设计方案，其钢架中最大

应力值为281Mpa，最大位移形变为12.1mm。

4）桁架结构可最大限度改善钢架整体受载状

态，但桁架连接处出现应力突变现象。桁架结构的

位移变形量最大值为 7.66mm，该方案的形变量低

于其他两种，说明受载荷后架体基本未发生变形。

但在桁架结合处出现了应力突变情况，最大突变应

力值为 999.568Mpa，从设计安全性角度来说不宜

采用该方案

综上所述，本次优化设计选定斜支撑的双层钢

架架构为设计骨架，有限元分析后的最大应力与位

移形变分别为260Mpa和9.29mm。材质为普通碳钢

Q345,其屈服极限为345Mpa，文中双层钢架结构承

受的最大应力未超过钢材质的屈服极限 345Mpa，
故优化设计满足要求。

[责任编辑：李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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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sign and Verification of Steel-frame Structure of Loading and
Unloading Passageway in Packaging Workshop
ZHOU Yun-ling ZHAO You-jun QIU jiu-an
(Tianjin Vocational Institute, Tianjin 300410, China)

Abstract: Six sets of three dimensional models of steel-frame structure are established by applying the software of solidworks. Fi⁃
nite element analysis is carried out respectively. The analysis has drawn the conclusion that diagonal bracing structure can partly im⁃
prove load bearing of steel-frame structure, while, double-decker structure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load bearing of steel-frame.
Considered comprehensively, the double-decker structure with diagonal bracing is adopted in the design, and by optimum design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Key words: packaging workshop; steel-frame structure;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optimum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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