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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内涵式发展制度与政策分析

张洪春 温中梅

（湖北职业技术学院，湖北 孝感 432000）

摘 要：高职院校内涵建设与发展涉及到诸多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制度与政策问题。在对内涵发展

的管理机制、资源整合配置、教师队伍建设、人才培养质量、校企合作与工学结合、评价与监督等制度的

解析，以及新形势下内涵式发展制度缺失性分析的基础上，探索内涵式发展政策及其执行效度问题，提出

高职院校内涵式发展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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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教育经过多年的实践和建设，已经发展

成为一种重要的教育类型。但在发展进程中，以

规模扩张为主旨的“跨越式发展”所产生的负面

影响也日益突出，如内部组织机构失衡、管理机

制不健全、资源配置不合理、人才培养质量不高

等内涵问题，已成为新形势下高职院校发展中的

重要问题。这些问题，很大程度上缘于政策与制

度的缺失，以及政策与制度的执行效能不足。本

文基于对高职院校内涵发展制度和内涵发展政策

的分析，提出高职院校内涵式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高职院校内涵式发展制度分析

高职院校内涵式发展制度是高职院校进行内

部治理的规章、条件和规则的总称，包括管理机

制、资源整合配置、教师队伍建设、人才培养质

量、校企合作与工学结合、评价与监督机制、校

园文化发展等制度。

1．高职院校内涵式发展制度解析

高职院校内涵式发展制度，一方面推进了高

职院校内涵建设与发展，另一方面又由于条件和

环境的限制未能发挥真正的作用。

（1）师资队伍建设制度。目前，师资队伍建

设制度有很多，对保障师资队伍建设起到了一定

的效果。但由于环境和条件的限制，而更主要的

是对教学及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视不够，导致许多

的制度在实践中不能很好地落实。一是教师职业

进出门坎过低，岗位选聘把关不严，从行业企业

选聘人才的意识不强；二是教师开展工学结合、

产教融合的实践基本流于形式，在企业中顶岗培

训、在生产实践中提升技能的道路依然不畅；三

是教师继续教育不仅组织机构缺乏，且其形式仍

然在重视学历提升，缺乏教学与专业技能的培训。

（2）人才培养制度。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制

度对保障教学正常开展具有一定的意义。但这些

制度从严格意义上讲，并未起到它应有的作用。

黑板上开机床、作业本上编工艺的现象还较为普

遍。其原因在于人才培养质量还远未引发高职院

校生存与发展的危机，因而以教学为中心，提高

人才培养质量的制度大多成为一种宣传。高职人

才培养制度的实施依赖于市场办学竞争机制的有

效介入。

（3）校企结合制度。我国高职教育在理论探

索和政策规范中，已逐步明确了实行以校企合

作、工学结合为基础的人才培养模式。但在现实

环境下，这些模式往往成为高职院校一相情愿的

事情，难以进行深度和广泛地展开。高职院校校

企结合制度需要国家政策的配套支持，需要兼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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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参与体的利益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4）监督与评价制度。高职院校大都建立了

监督与评价的机构和制度，但这些机构往往是学

校组织体系的附属。而这些监督与评价的制度也

基本与普通高校一样，不具备高职特色。引入多

方办学主体如行业、企业、用人单位参与，以及

第三方社会机构的参与才能使监督与评价制度真

正发挥作用。

2．高职院校内涵式发展制度缺失

面对新的办学形势，高职院校存在一些制度

的缺陷和缺失，很大程度上导致了高职院校发展

面临实践上的困境。

（1）现代大学制度的缺失。《国家中长期教

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已把

“建设现代学校制度”纳入其重要的战略目标，并

明确提出：“要加强章程建设，各类高校应依法制

定章程，依照章程规定管理学校。”目前，建立高

职特色的学校章程和制度，已成为现代高职院校

制度建设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

（2）制度创新机制的缺失。制度建设是一个

制定制度、执行制度并在实践中检验和完善制度

的理论上没有终点的动态过程，制度具有时效

性，需要不断改革、完善和创新。目前，高职院

校缺乏制度本身的创新机制，没有建立制度对制

度的管理、监督与评价机制，没有形成制度建设

的长效机制和制度文化，这对高职院校办学的与

时俱进极为不利，亟待引起足够的重视。

（3）多元主体办学制度的缺失。建设现代高

职院校办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主动扩大开

放，扩大学校发展的社会参与度，积极探索和行

业、企业密切合作共建的模式，调动行业、企业

参与学校建设的积极性。要实现多元主体合作办

学，既需要依靠外部制度作为保障，也需要高职

院校内部制度的配套设计与实施作为落脚点。

（4）大学精神与文化制度缺失。精神与文化

制度既是高职院校校园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也

是现代高职院校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当前

高职院校管理模式正面临着向“精神文化模式”

的转型，要实现这种转型，就需要进行“软性”

文化制度的建设，需要大学精神与文化的回归。

二、高职院校内涵式发展政策分析

我国高职院校发展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政策

重点。从 2004年以后，在科学发展观理念指导

下，高职院校发展政策制度的重点是促进内涵建

设和特色建设，促进教学质量提高和可持续发展。

1．高职院校内涵式发展主要政策

2004年，教育部在《关于以就业为导向 深

化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中指出：高等

职业教育应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走产

学研结合的发展道路；科学合理地调整和设置专

业；加强教学建设和教学改革；积极开展订单式

培养，建立产学研结合的长效机制；大力推行

“双证书”制度，促进人才培养模式创新。2005年
后，政策制度呈现两大主题：即持续发展和特色

化建设。2006年 11月，教育部出台了《关于全面

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明确提

出“服务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就业为导向，

加快专业改革与建设；加强素质教育，强化职业

道德，明确培养目标；加大课程建设与改革的力

度，增强学生的职业能力；大力推行工学结合，

突出实践能力培养，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校企合

作，加强实训、实习基地建设；注重教师队伍的

‘双师’结构，改革人事分配和管理制度，加强专

兼结合的专业教学团队建设；加强教学评估，完

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切实加强领导，规范管

理，保证高等职业教育持续健康发展。”等八大方

面的要求。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

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提出，“以提高质

量为核心，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树立以提高质

量为核心的教育发展观，注重教育内涵发展，鼓

励学校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出名师，育英才。

建立以提高教育质量为导向的管理制度和工作机

制，把教育资源配置和学校工作重点集中到强化

教学环节、提高教育质量上来”。

2．高职院校内涵式发展政策效能分析

（1）高职教育共同体疏离。高等职业教育共

同体是指与高等职业教育的运行存在相关关系而

结合在一起的统一整体，如决策层、研究层和执

行层等。这些相关体具有相对独立性，各自的目

的和利益追求也存在差异性，因而导致政策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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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降低。因此，如果高等职业教育政策的制定和

实施没有充分地考虑其系统整体性和相关因素的

相对独立性，则无法得到真正地贯彻执行。

（2）高职教育政策执行不力。高职教育在整

个高等教育体系中处于较弱势的地位，人们对于

高职教育的重视还仅仅停留在对有关国家政策的

宣讲与解读上，没有把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当作一

项重要的社会责任来建设，还在以僵化的管理代

替宏观引导，对高职教育政策执行缺乏热情，导

致政策执行效能降低。

（3）高职教育政策执行监管不到位。长期以

来，高职教育政策执行缺乏明确的监督和奖惩机

制，如政策发布后无实施效果的检查，即使有检

查也是看材料、听汇报。政策执行后也没有严格

监督，政策的执行和不执行没有强制性的奖惩措

施，这些现象损害了政策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导

致政策实施的懒散之心和应付态度。

三、高职院校内涵式发展政策建议

高职院校内涵式发展政策必须紧密结合高职

院校实际，体现高等职业教育规律，同时还要调

动各级政府主导下的多元主体参与的积极性，确

保各利益相关者的权力与权益。

1．推进法制化建设

据中国教育报报道，高职校长们对未来我国

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所依赖条件的选择中，除了

经济社会的需求拉动之外，被选率较高的就是

“国家政策的保护”，占 20%。现有 《教育法》、

《职业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法规，专门涉及

高职的地方不多，且多为目标性、原则性的指

导。因此，高职教育发展应加强法制化建设，加

快《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的修订，启动

《高等职业教育法》的立法工作，加快校企合作促

进政策的出台，以及其他各项法律、规章制度的

制定，用法律形式对高职教育的性质、任务、管

理职责、责任主体等进行规定，让职业教育的发

展有法可依。

2．加强地方政府责任

据中国教育报报道，在“您认为《职教法》

修改中最应该强调的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回答

中，有79.7%的校长选择了政府的责任。在“您认

为《职教法》修订中应重点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的回答中，被选率最高的依然是“职业教育的政

府责任问题”，占 62.7%。因此，应制定相应的政

策，从体制上强化政府对高职教育的主导作用，

建立政府主要领导主导、职能部门和专家参与的

职业教育指导协调机构，从政府层面负责处理有

关政策法规制定、各项工作指导、各方组织协调

和职业教育的发展规划研究等管理工作。

3．完善现有财政政策

据中国教育报报道，在“您认为我国高职院

校最大的问题是什么”的回答中，74.7%的校长选

择了“经费问题”。目前，在高等教育系统内部，

预算内财政拨款分配存在着不均衡现象，高等职

业教育所占份额小，影响了其内涵建设的深度。

因此，未来政策应着手调整对高职教育的财政投

入。同时要制定高职院校积极拓宽经费筹措渠道

的措施，允许通过广泛开展面向企业和社会的服

务来获取更多的经费。

4．营造办学生态环境

（1）完善培养体系。目前，高等职业教育实

际是一种“一次性终结教育”的模式，这种模式

导致三方面问题：一是使学生失去可以继续深造

机会，对学生上进心、学习动力产生负面影响；

二是使高职院校始终徘徊在低层次办学边缘，导

致高职院校对深层次办学失去动力；三是使高职

院校办学失去吸引力，造成生源逐年下降，以及

员工忠诚度和对自身价值追求的降低。因而，改

革现行学制体系，打通与普通高等教育之间的转

轨限制，最终构建起不同层次职业教育纵向衔

接，并与普通教育横向贯通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需要相应的政策措施。

（2）平衡专业发展。目前，高职教育专业区

域同质化倾向相当严重，造成了大量资源浪费，

不利于高职院校和谐和可持续发展。因此，政府

与教育行政部门要从和谐发展的角度，从教育与

经济发展的关系出发，制定相应的政策，指导高

职分类办学，引导高职办学合理定位，促进高职

院校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办出特色。

（3）推进区域合作。目前，区域间高职办学

还较为封闭，从整体上影响区域间高职院校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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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如何建立区域视域下高职院校合作平台，实

行校际间、地区间学校的帮扶；如何实现资源的

战略整合与共享，使人才培养上由“孤军奋战”

变为“集团作战”，只有靠政府的政策制度才能

实现。

5．完善校企合作机制

据中国教育报报道，32%的校长认为修订

《职教法》应重点解决的问题是发挥行业企业的

作用。在“您认为我国实施校企合作的障碍主要

是什么”这个问题的调查中，29.7%的校长选择

了“政府政策的缺位”，32.4%的校长选择了“企

业的积极性不高”，37.8%的校长选择了“缺乏合

作的机制体制”。这些问题的解决，离不开政府

在宏观层面的法律约束及具体的操作性政策，如

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有效补偿机制和税收优惠机

制等。

四、结语

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社会

分工的不断深化，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已是大

势所趋，而要保证高等职业教育始终朝着良性的

方向发展，必须有来自于国家科学化、人性化和

实用化的政策支持，必须有来自各高职院校内部

治理制度的创新和有效落实。同时还要有高等学

校、政府相关部门以及社会各方形成的生态化共

同体模式，只有这样，才能实现高职院校内涵建

设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责任编辑：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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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rying out the policy and puts forward policy suggestions of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management mechanism, resources integration and allocation,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staff, talents training quality,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and work-study combination, institutions of evaluation and supervising, as well as the analysis of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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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信息化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教育发展

水平的重要标志，是实现教育现代化、创新教学

模式、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的迫切需

要。2014年6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现代

职业教育的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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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何构建职业教育信息化体系，加快信息化实施和

建设，提升信息化应用能力，是职业院校面临的

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一、职业教育信息化的现状和问题

1．软硬件基础设施

目前，我国职业院校都已实现数字化办公，

普遍建成校园网，广泛使用网络办公、教务管理

系统、财务管理系统等信息化管理软件来提高教

学管理水平。然而，根据相关资料显示，相当一

部分职业院校的网络不能做到校园内有线和无线

信号全覆盖，且大多还是百兆带宽级别，网速过

慢，不能适应现代信息化教学的需要。另外，在

信息化建设的过程中，由于规划的滞后或不完

善，不同的信息管理体系从不同的软件厂商购置

现象比较普遍，这就导致不同厂商开发的软件形

成一个个的信息“孤岛”，功能不能互通，数据无

法共享，由此导致了大量的数据重复录入或不一

致，浪费了人力财力也提高了维护成本。

2．信息化教学资源

近年来，信息化教学资源的开发和运用得到各

级教育部门的重视，组织开发了包括精品课程、精

品资源共享课、视频公开课、专业资源库、微课等

大量教学资源。根据国家精品课程资源中心公开数

据显示，截止2011年4月，网站已经收录各级精品

课程 20283门，教材 44832本。最新数据显示，该

网站高职高专的国家级精品课程也达到了1041门，

省级精品课程则有2636门之多。

粗略一看，如此多的课程教学资源，确实

“非常丰富”。然而，同样是公开数据显示，截止

2011年4月，国家精品课网站访问量累计和活跃用

户仅仅分别为 10460025、117735。根据Alexa.com
的最新统计显示，2015 年 3 月平均人均访问数

（IP） 和综合浏览量 （PV） 也只不过是 21000 和

126000。可见，相对于其庞大的资源，访问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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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量都是极度偏少的。

3．信息化技术在教学中的运用

各职业院校基本上都在教室和实训室安装配

置了屏幕和投影仪等教学设备，搭建了数字图书

馆，建立了电子图书阅览室。普遍采用中控台加

投影仪，播放PPT、视频、音频的方式进行教学。

各类办公软件、专业软件在教学中得到广泛运

用。部分职业院校组织开放了网上学习平台、仿

真实训室、教学资源库等。然而，目前最常见的

信息化教学手段还仅仅停留在播放PPT上，大量已

经开发好的课程资源因为不符合教师授课思路或

信息更新滞后被弃之不用；亟需的软件或平台又

受到高额成本的制约，不能及时投入使用。

4．教师的信息技术水平

教师的信息技术素养是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

的关键因素。近几年，职业院校通过各类信息化

技术培训和教学比赛，引导广大教师提升信息化

技术，促进教学方式改革，改进教学手段，提高

教学效果，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总体来看，教师

对计算机的熟练操作、网络的使用、信息的检索

掌握程度比较高；对技术和信息资源与课程的整

合能力、信息化教学的设计能力、教学软件的研

制与开发、信息化实训教学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

不足和差距。相当一部分教师认为信息化手段仅

仅是减轻教学负担的一种手段。

二、职业教育信息化的实施途径

1．完善基础建设，消除信息“孤岛”

一是要加大硬件投入和更新换代的力度，将

出口带宽提高为千兆级别乃至更高，在多个校

区、建筑之间铺设或租赁光缆，在校园内设置

WIFI热点，确保随时随地高速上网。二是构建统

一信息化平台。第一个方式是打造统一的数据平

台，通过制定相互通信的协议，对各类软件模块

进行整合，解决“兼容性”问题。这样做的好处

是解决方案比较成熟，可以沿用已有的管理模

式，数据也可以实现共享。缺点是工作比较繁

琐，人力物力投入较大。第二个方式是将各种信

息管理功能和数据集成到一个平台中。这样做的

好处是便于集中管理和维护，缺点是解决方案不

够成熟，后期维护和二次开发比较困难，缺乏灵

活性和扩展性。

2．加快教学资源数字化，充实信息资源

以需求和问题为导向，充实完善用户 （教

师、学生）需要的教学资源。一是要做到教学资

料电子化，且规范、完整，通过网络可以直接查

询，比如人才培养方案、专业教学标准、课程大

纲、课程教学标准等。二是目前课程教学中使用

的教学内容和资源，要以数字化、多媒体化方式

呈现且原创性资料比例要高，比如实训操作可以

采用录像的方式。三是开发网络教学平台，充分

考虑高职学生的特点，采用利于提高学生学习兴

趣的形式，比如设计不同学习级别，鼓励学生自

主学习和主动学习。四是开发虚拟仿真实验实训

平台。通用性的虚拟仿真实验实训平台可以直接

购买成熟产品，特殊性的则需要校企合作，围绕

学生专业课程核心技能训练，共同开发虚拟仿真

实验实训平台。

3．利用信息化技术手段，改革教学模式

在采用信息化技术手段改革教学模式中，要

综合考虑重新设定教学目标、选择教学内容、改

变教学策略、设计教学过程。一是要注重整体设

计，准确定位信息化技术和教学的结合点。在信

息化技术运用和内容选取上，要先分析教学中的

重难点，再分析哪些重难点可以运用信息化技术

手段解决或提高，再运用信息化技术开发或获取

相关教学资源，并运用到教学中去，如单个重要

的知识点或技能点，可以采用微课的形式；危险

性或成本较高的操作可以使用虚拟仿真平台；课

前课后需要学生大量预习复习和互动，可以采用

网络课程或慕课的形式，选用的信息技术媒体和

平台要具备趣味、仿真、交互、自主等特征。教

师和课堂不再是教学过程的主要驱动者和载体，

而转变为教师和学生共同为教学的参与者。学生

负责学习、练习、提问，教师负责引导、答疑、

评价。比如，翻转课堂的引入就是一种全新的教

学模式，依托现代技术手段，学生通过电脑或手

机自主学习，通过网络探究讨论，再到课堂上课

消化吸收。当然，要发挥翻转课堂的优势，必须

要精心开发翻转教学平台，从专业视角组织资

源，建设由课程知识链接到工作实景、岗位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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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案例，形成理论与实践对接，基础与应用对

接，学校与企业对接的完整体系。

4．理顺体制机制，提升教师信息化水平

各职业院校应该高度重视教师和相关教辅人

员信息化技术水平的提升，制定有效的机制，既

要全面提升教师的信息化素养，发挥信息化服务

教学的独特优势，更要引导教师自觉使用信息化

技术开展教学，提高其教学质量和效果。一是要

加强教师信息化技术素养提升和专业技术人才培

养。学校要主动和企业结合，开展各种形式的培

训和技术指导，帮助教师解决信息化技术在课堂

上的运用及为信息技术和课堂教学整合提供技术

支撑。同时，要培养和引进各种教学软件和平台

的设计、制作、维护专门人才，为教育信息化的

实施提供人才支持。二是制定有效的奖惩机制。

鼓励教师不断提高其自身的教育技术能力和水

平，自觉地将教学改革与信息化技术应用相结

合，通过采用信息技术手段优化教学，创新人才

培养模式，例如基于网络技术的探究式学习模

式、基于计算机支持的合作学习模式、基于课程

专题学习网站的学习模式等。三是教师要把职业

教育信息化教学的过程作为提升全社会信息化水

平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成人教育、职业培训，

要将学习者的信息化应用水平提升也放到教学的

重要位置，提高学习者的学习兴趣、能力、质量

和效果，使其具备终身学习的优势。

在信息时代的大背景下，现代职业教育也必

须要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手段做保障，职教工作者

要在深入分析学情、教情的前提下，思考和实践

如何以“需求和问题驱动”来推进信息技术与现

代职业教育的全面融合，坚持建设在先，应用为

重，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为中心点，走出符合现

代职业教育特点的信息化发展之路。

[责任编辑：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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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lementation Ways and Mod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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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tarting from the analysis of the status quo and problem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the paper analyzes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vocational colleges through the four aspects: the construction of software and hardware infra⁃
structure, teaching resources informatization, th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teaching, and the teacher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level. And this paper also elaborates the ways and mode of implement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in⁃
cluding software and hardware resources construction of the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overall design of teach⁃
ing, teachers' information abilit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ystem and mechanism. That is, perfecting the infrastructure to elimi⁃
nate information "isolated island", speeding up the digital teaching resources to enrich the information resources, using means of in⁃
formation technology to reform the teaching mode, and straightening out the system and mechanism to improve teachers' infor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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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徒制自古有之，在我国的封建社会时期和

西方的中世纪，学徒制作为一种古老的职业技术

教育形态，依靠亲密的师徒关系和口授加示范的

技能传授形式保证技能代代相传。工业革命后，

大规模机械化生产需要大量的产业工人，于是能

大范围、高效率进行教育的学校职业教育（学堂

制）取代了传统学徒制。随着社会的发展，高素

质高技能的综合性人才需求越来越大，学堂制的

缺陷也暴露出来，于是出现了以学校传授知识、

师傅传授技能融合传统学徒制和学校教育的新的

学徒制产生了。

一、现代学徒制的涵义

现代学徒制是一种将传统学徒培训方式与现

代学校教育相结合的“联合招生、联合培养”的

职业教育制度，其培养目标定位为培养具备必要

理论知识和较强实践技能的高素质、技能型专业

人才，其主要特征是高职院校与用人单位通力合

作，学校采用课堂授课模式传授普通文化知识、

专业基础知识和企业采用“师傅带徒弟”的培训

形式培养实践操作能力的一种人才培养方式。这

种模式下的实训内容由校企双方共同制定，既符

合企业的需要，也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实践操作能

力。学生能在真实生产情景下使用工厂生产设

备，学习专业新技术，了解最新设备、工艺、行

业发展动态，体会职场氛围，感受企业的文化，

加快由学生向职业人的改变。同时，这种职业人

才培养模式改变了以往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知识

与能力相分离、教学场所与实际职场情境相分离

的传统学堂人才培养方式，是职业教育人才培养

模式的一场变革。在现代学徒制中，学生 （学

徒）一半时间在生产车间接受训练，一半时间在

学校学习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两者交替进行，

有机结合，实现理论培养与实践训练高度统一的

职业人才培养模式。

二、国内现代学徒制发展现状

在我国，目前具有现代学徒制雏形的职业教

育形式是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形式开展的，

2005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

提出“与企业紧密联系，加强学生的生产实习和

社会实践，改革以学校和课堂为中心的传统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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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模式”，要求中职学生开展一年的顶岗实

习，高职学生开展不得低于半年的顶岗实习。自

“决定”颁布以来，各职业学校进行了广泛的

“工学结合”的职业教育改革实践和探索，取得

了很多经验，如一些学校开展的订单班，邀请企

业人员参与培养方案的制定，毕业后到企业就

业，这样的学徒制在大规模扩展的大型企业有可

实现性。订单班比较成功的专业，往往是行业处

于迅速发展的时期，企业大规模对专业人才处于

饥渴状态，一旦过了 3-5年的景气期，企业的积

极性就会降低。也有的学校通过开办校办工厂，

建立个别专业的厂校一体的现代学徒制培养模

式。厂校一体的现代学徒制就必须依托于有成长

性的企业，而作为教育家的校长未必是好的企业

家，如何保证企业一直顺利正常经营目前看来也

无制度保障。所以上述成功案例都有其特殊原

因，无制度可循，无法推广到别的学校和专业。

三、我国开展现代学徒制的困境

1．企业参与不积极，学徒制岗位缺乏

学徒制的开展必须要有企业的参与，必须

要有适合开展学徒制的真实岗位，但从我国的

校企合作实践来看，企业参与办学的积极性一

直不高，尤其在生产技术先进、操作技能要求

高的企业。

企业作为一种以经济效益的为目的实体，不

愿意接纳学生进行培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

学生的技术技能达不到岗位工作要求，接纳学徒

进行生产不能给企业带来直接经济利益，在技术

要求高的岗位如操作不当可能给企业带来很大的

损失；二是学徒在企业实习期间，企业需要给学

徒配置师傅，会对正常生产进程造成影响，增加

企业成本；三是培养成熟的学生不一定留在该企

业，企业的前期投入得不到回报；四是企业技术

机密的保密性受到威胁；五是企业要承担现场生

产管理及学徒日常管理的责任；六是国家没有严

格的法律法规强制企业接纳学徒，又没有足够的

补偿引导企业接纳学徒。基于上述原因，在我国

愿意接纳学徒的企业不多，企业参与不积极是我

国开展现代学徒制最大的制约因素。

2．工学结合深度不够，达不到真正意义的

现代学徒制标准

与国外职业教育以企业（或行业协会）为主

导不同，国内的职业教育是以学校为主导，学校

负责招生、制定培养计划、承担培训任务，仅仅

在学生毕业前夕寻找合作企业开展顶岗实习。诚

然，在顶岗实习阶段，企业一定程度上承担了实

践技能的培养任务，但无论企业介入广度还是深

度都远达不到“联合招生、联合培养”的现代学

徒制标准。

（1） 企业实习的时间长度和分布达不到现

代学徒制要求。首先企业实习在时间跨度上过

短，我国中职是实习一年，只占整个学时的 1/
3，高职是实习半年，只占整个学时的 1/6。虽然

现代学徒制在企业实践具体时间上没有统一标

准，但从我国的职业教育现实来看，我国的企业

实践没有完成培养高技能人才的目的，而从比较

成功的德英等国的经验来看，我国企业实践时间

占整体学时的比例明显低很多。其次，企业实习

在时间的分配上不合理，企业实践是培养学生实

践能力的重要载体，是培养“学思结合、知行统

一”的重要一环。与课堂教学内容和理论脱节的

实习就只能培养简单的技术工人，不符合高素质

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定位。人的认识规律是从生动

的直观认识到抽象的逻辑思维，并从抽象的逻辑

思维到生产实践。认识规律运用到职业教育中就

是要求教学的开展应该是工学交替，边工作边学

习。但在我国的企业实习中，由于实习机会缺

乏，只能做到实习两到三个月 （生产性实习），

再理论学习，再毕业顶岗，根本无法进行课堂学

两天，现场学三天的工学交替，也就难以保证

“理实一体、知行统一”了。比如学生在实习中

遇到问题时就会产生求知欲望，或者在课堂上学

到的专业知识就会产生想动手实践验证的愿望，

如不及时得到满足，这种求知欲望随时间会慢慢

变淡，其学习效果也就有限了。

（2） 企业介入学徒培养的深度不够。由于

我国职业教育是以学校为本位，学校负责招生，

制定培养计划，负责培养，通过学校的考核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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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学校负责推荐工作（毕业生就业率是考核

学校的重要指标）。而企业仅仅是企业实习期间

配合学校完成该教学内容，这就造成学校培养的

学生未必是企业所需要。虽然有部分学校开展订

单班培训，在教学计划的制定等环节要求企业专

家参与，但目前没有统一的制度可循，使之成为

个别现象，没有有效模式推广，而且作为经济领

域最具活力的小微企业不可能一次性接纳一个自

然班的学生，所以也就无法组织满足小微企业的

订单班。

3．现代学徒制的制度保障不健全

目前政府虽然乐见良好校企出现，也有部分

法律制度，但不完善，给学徒制的具体操作留下

了许多真空地带。涉及到校企合作的法规如《教

育法》第四十六条“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及

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可以通过适当形式，支持

学校的建设”，仍然比较宏观；《职业教育法》第

三十七条“企业、事业组织应当接纳职业学校和

职业培训机构的学生和教师实习；对上岗实习

的，应当给予适当的劳动报酬”，两部法律中的

用词采用的都是温和的“可以”、“应当”，而非

强制性的“必须”、“一定”等。而且企业接纳形

式，企业、学校、学生的权利、义务、责任都没

有明确规定，尤其是对企业的生产经营造成的影

响如何补偿，经费来源及标准等无操作细节。

四、国外现代学徒制的成功典范

德国是现代职业教育发展很成功的一个国

家，也是最先开展现代学徒制的国家。德国“双

元制”从职业培养标准的制定、职业培养的经费

保障、职业培训的实施、考核都有一套严格而成

熟的制度。首先，由雇主协会根据现实需要向联

邦职业教育研究所提交设立或修改职业标准的建

议报告，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经过调查研究形成

报告汇报给联邦专业部委，由联邦专业部委召集

州、工会和雇主协会参加四方会议，确定职业标

准，由专业部门制定教学计划，再经联邦教育与

研究部和专业部委颁布。“双元制”教学的实施

是在职业学校和企业同时进行的，不具备培训条

件的中小企业由跨企业培训中心负责，学徒由企

业招聘后学徒在企业中接受工作岗位的实践技能

操作训练和实用专业理论培训，在学校进行普通

文化课程及专业知识学习，企业的实践培训时间

与在学堂的脱产学习时间比例约为 7∶3。考试由

行业协会任命的专门考试委员会组织实施，包括

笔试和实践操作，约 95%能最终通过考试从而获

得行业协会颁布的职业资格证书。学员是不需要

交纳学费的，所有的培训费用由政府和企业负

责，一般各州政府以及地方教育主管负担职业学

校培训成本，企业负担企业内培训的费用，跨企

业培训中心的经费由政府和行业协会共同提供。

德国“双元制”的实施是在企业的高度参与下实

现的，企业主导职业标准和培训计划的制定，并

提供主要培训场所，承担部分培训费用。而之所

以企业能高度参与，是因为国家一系列的法律制

度保障的，在联邦层面的有 1969年的 《职业教

育法》、1973年的《跨企业培训中心资助条例》、

1978 年 《保证跨企业培训中心经常性经费条

例》，及各州法律法规。

英国的现代学徒制是在借鉴德国的“双元

制”基础上完善成熟的，英国的学徒制与国家职

业资格（NVQ）挂钩，NVQ共分 5级，而学徒制

总共有三级，分别是学徒制、高级学徒制、高等

学徒制，通过者分别可以获得NVQ2级、3级、4
级。英国学徒制也是由培训机构和企业合作完

成，一般由培训机构寻找企业，然后一起确定适

合开展学徒制的岗位，再发布招聘信息，潜在的

学徒应聘岗位，通过测试考核才能成为真正学

徒。学徒在企业进行岗位技能培训，每周不少于

16小时，在培训机构进行普通文化知识和基本理

论学习。通过相应的测试就可以获得相应的证

书。无论是培训机构的培训费用还是企业的培训

费用都由政府出资。

五、我国现代学徒制对策探索

1．政府完善现代学徒制相关政策，加强对

企业引导和监督

借鉴英国、德国职业教育的法律制度，校企

合作不应该仅仅是由学校与企业层面进行合作，

政府层面应该形成自上而下、层次分明的组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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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体系。加快制定相关法律，以立法形式加强

政府及职能部门对职业院校学生校企合作的统筹

规划、组织管理、评估监督，在规范政府、企

业、学校和学生四者权利、责任、义务，增强企

业接纳“学徒”意愿的同时，明确规定中央和地

方各级人民政府应采取保障措施或激励手段，引

导企业接纳职业院校“学徒”。政府应该落实现

代学徒制企业培训的经费来源，中央以及地方政

府应在财政支出中安排专项基金，支持职业教育

校企合作，包括职业院校学生的企业培训经费，

并制定政策对企业参与“学徒”培养所造成的物

质和经济损失进行补偿，完善培训质量考核并对

成果显著的企业进行奖励。政府引导，建立政

府、企业 （或行业协会）、学校和学生 （家长）

四方代表共同组成的合作组织，对培养方案、规

模、实施细则进行讨论制定，以保证决策的科学

可执行，保障各方利益。

2．分省制定行业人才培养标准，增强培养

人才地域适应性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行业众多，全国统一制

定专业人才培养标准、教学和考核实施细则必然

出现要么太泛而无约束力，要么太死而无可执行

性。而由各学校各自制定人才培养标准、教学和

考核实施细则将导致无法对学校教学质量进行客

观比较考核，人才培养质量失去制度保障。人才

培养标准、教学和考核实施细则不能由教育部门

闭门造车，一定要有行业（企业）的参与，以保

证培养的人才符合本地企业需要，实施过程中能

得到企业自觉配合。所以建议国家级政府制定指

导性文件，由省行业协会与教育部门共同制订严

格的标准和可执行的实施细则，并报省级政府审

核认可并授权执行。如各省可根据经济发展水平

制定符合省情的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标准，相同

专业可以标准不同；同省工科专业与服务性专业

的执行细则可以不同，由行业协会根据行业特征

具体制定。

3．完善行业协会作用，创新校企合作模式

我国现有的现代学徒制试点采取的校企合作

模式主要是订单班，学校与大企业联合招生。但

是对最具经济活力的中小企业由于能接纳学生

少，无法组织订单班，所以对于不同规模的企业

采用不同的校企合作模式。对于大企业采用传统

的订单班模式，对于小企业则应该发挥行业协会

的作用，组织区域类同类型中小企业与学校开展

“行校合作”，这样既有利于扩大“学徒”岗位数

量，使学徒制得到更广泛开展，又能全方位覆盖

大、中小型企业，更好助推地方经济发展。

4．改革现行企业实习制度，制定工学交替

的现代学徒制育人模式

无论是德国还是英国的职业教育，工学交替

的周期都比较短，如德国的学徒每周 3-4天在企

业中接受职业岗位的技能操作训练，另外的 1-2
天在培训中心（或职业学校）中进行专业基础知

识及普通文化学习；英国学徒可以在“企业学习

日”去职业学校带薪学习，时间为每周一天或两

个半天。这种现场教学与学校教育相结合的工读

交替的职业教学开展方式，其工学交替的频率比

我国职业教育高得多，事实证明其效果好得多。

我国可以借鉴它们经验，将传统的一个学期分为

4个小学期，间隔开展现场教学和学校教育。

5．加大理论课教改力度，探索与现代学徒

制相适应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

现代学徒制实施必然会减少课堂（学校）授

课时间，所以必须对理论授课的内容、方法进行

全面深入改革。

（1） 精心选择授课内容，以必要、够用为

原则，将过时的知识、与实践结合不紧密内容淘

汰，保证理论授课减量不降质。

（2） 科学利用好双育人主体，融合双育

人场地，将知识的传递场所由教室延伸到工作

现场，让学生在真实的情景通过实践操作构建

知识。

（3） 充分利用启发式教育，传授学生解决

实际生产中问题的知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从而提高学习效率。

（4） 改变教学手段，以任务驱动引导学生

自主学习，以信息化等先进教学手段融合传统教

学手段扩展教育平台，引导学生（下转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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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就业能力概述及高职生就业能力现状

1．就业能力的概念发展

就业能力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概念。它

的提出最早可追溯到 20世纪初期英国经济学家

Beveridge 提出的“就业力”，也称为“可雇用

性”，指个体获得和保持工作的能力。之后，就

业能力的研究逐渐成为欧美人力资源管理研究

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就业能力的范畴和研究

视角逐步扩展。

就范畴来讲，就业能力不仅包括狭义上理解

的能够找到工作的能力，还包括维持就业的能

力，也包括重新择业、获取新岗位的能力，以及

实现良好职业生涯发展的能力。不仅包括就业前

的准备、就业过程中的技巧与策略，还包括就业

之后能否胜任工作中的基本能力和素质，这些能

力不再局限于学生所学专业领域知识和技能的差

异，而从职业对人的基本能力角度出发来考察学

生的基本能力和素质。从就业能力概念的发展，

可以看到两个关键词的变化，即从“可雇用性”

到“胜任”。仅有获得和保持工作的能力是不能适

应快速发展的职场环境的，能否胜任工作要求是

用人单位更加关注的问题，因为胜任力与工作绩

效直接相关。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讲，就业能力

可以说是与职业相关的综合能力，是一种涉及能

力本身，具备适应性和灵活性，包含态度、个性

等可变化的核心技能群。学者对就业能力的结构

进行研究得出，就业能力结构可分为内在素质、

处理工作能力、社交领导能力三个维度。内在素

质包括诚实正直、吃苦耐劳、敬业精神、责任

感、主动性、上进心六个要素，解释了总变异量

的 23.135%。其它两个维度中也包括了一些内在

素质，比如团队协作意识、创业精神等。因而，

就业能力它不仅包括外显的能力，也包括隐性的

素质和品质。外显的能力是呈现在人们视野中的

知识和技能，具体包括职业资质、职业行为和职

业技能等；隐性的素质是人们所看不到的价值

观、自我定位、驱动力和人格特质等内在深层稳

定的心理特征，包括职业道德、职业态度和职业

意识等。

就研究视角来讲，就业能力不仅需要关注人

力资本，还要关注社会资本、就业市场、国家经

济政策等宏观方面。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

展，就业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对个体而言，不仅

需要提升自身的素质，还要密切关注劳动力市

场，提升识别工作机会及获取工作的能力，因而

对个体而言，如何主动提升自己，如何在竞争激

烈的职场环境中，抓住工作机会，获取一份工

作，并能获得职业生涯的良好发展对于就业能力

有了更高的要求。

2．隐性职业素质是影响就业能力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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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指出，就业能力既有人们可以看到的外

显能力，也有人们所看不到的内在素质，这两部

分在就业能力中的比例如何？我们可以用冰山理

论来解释。冰山理论用在职业生涯发展过程中，

主要是指，假设一个人的全部才能是海中的一座

冰山，人们的视野所能看到的才能往往只有露出

冰山的1/8，看不到的才能则占据7/8。露出冰山的

部分即是显性职业素质，包括职业资质、职业行

为和职业技能。藏于海水之下的部分是隐性职业

素质，包括职业道德、职业态度和职业意识。这

些隐性职业素质具有延伸性、连续性、可迁移

性，是影响毕业生就业能力的主要因素。一个具

有良好的、积极向上的职业道德、职业态度和职

业意识的高职生，在学校期间、到职场中都会有

良好的表现。反之，不具备良好隐性素质的高职

生，会把这些不良的心理素质与表现持续带入职

场，影响后续的发展。

学者们的研究也给予了充分证明。有学者分

别对家电零售企业进行行为事件访谈、对应届毕

业生进行调查问卷的研究得出，就业能力受到诸

多内隐素质的深刻影响。从企业角度来讲，影响

力、信息搜寻、团队领导、主动性、自信、人际

洞察力、灵活性、沟通能力、客户服务意识、过

往经验等素质对就业能力有影响。从毕业生角度

讲，拥有扎实的专业知识、适合的自我强度、优

良的团队意识与能力以及较强的社会学习能力是

未来就业和初期职业生涯成功的关键因素。不论

是企业的角度还是应届毕业生的角度，我们可以

看出，这些影响因素大部分都可归为隐性职业素

质，就业能力受到诸多隐性职业素质的影响。虽

然研究者的研究视角较狭窄，但是仍在某种程度

上能为我们提供依据。还有学者经过调查，用人

单位对毕业生最重视的四项综合素质，排在第一

位的是责任感和事业心，第二是科研与创新能

力；第三是思想品德修养；第四才是专业基础知

识。从多年的就业情况来看，高职生就业率的增

幅虽然超过了本科生，但是我们也要非常关注的

是，高职生的离职率也比较高，高职业生和用人

单位双方均不满意的现象比较多。很多时候，高

职生不是败在能力上，而是败在态度上，败在内

隐素质上。工作之初眼高手低，好高骛远，不能

正确认识自身的不足，不能很好地胜任本职工

作，缺乏持续的能力发展是最常见的情形。这些

都与隐性职业素质密切相关，而这些素质的缺失

又严重影响了高职生的就业能力。

二、人文教育的缺失影响就业能力的提升

人文教育，简单来讲，就是“成人”的教

育，使人成为一个人，使一个人能够自觉地思索

人生的意义，形成良好的价值观，使人更加自

信，有尊严，人格健全，有理想，有追求，愿意

付出努力，能够自食其力，做一个对社会、对家

庭有用的人。人文素质的关键是情感，是社会责

任感，而社会责任感的后面就是价值观，就是人

生价值的取向。高职教育在培养高职生成为高技

术专门应用人才的同时，也要将其培养成为一名

负有责任心的、全面发展的公民。因而对于高职

生的培养，除要求一般素质之外，还应着重职业

人文素质的培养，培养学生诚信、合作、责任、

敬业、创业等职业精神、职业道德、职业态度。

从上面论述可知，这些职业人文素质会严重影响

高职生就业能力的提升。而人文教育的特点，就

在于培养学生主动思考的能力与素质。

1．人文教育的缺失影响高职生的就业主体性

就业主体性简单来讲，就是指大学生能主动

地、积极地为自己的就业做出充分准备，并在这

个过程中获得精神成长与就业能力的提升，主要

表现为在校期间能积极主动地积累自己的知识与

技能，通过各种方式提升自己，为自己求职做好

准备。实践表明，高职生存在职业生涯规划意识

淡薄，就业能力欠缺，也缺乏主动提升自己的动

力与行为。从心理学角度进行分析，中学阶段，

由于受到应试教育的驱动，在没有得到很好的学

科教育的同时，高职生的人文教育也在隐性缺

失。到了职业学院，注重应用知识而轻人文教育

的学校氛围使高职生继续处于人文教育缺失的状

态中。

2．人文教育的缺失影响就业后的胜任能力

胜任需要诸多的因素，但是作为刚入职的高

职生，更多的时候不是因为外显的能力达不到，

而是因为内在的驱动力不足造成的。从就业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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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调查显示，高职院校就业率普遍偏高，根据

《2013 中国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年度报

告》，近三年来，我国高职生就业率稳中有升，

2010、2011、2012届高职毕业生半年后的就业率

分别为88.1%，89.6%，90.4%。但是仅凭就业率是

无法客观认识就业质量的。麦可思公司对全国高

职院校毕业生的就业情况进行了跟踪调查，数据

显示，高职生就业后的离职率与本科生相比普遍

偏高，主要体现在毕业生缺乏客观地认识自己的

能力、职业生涯模糊，而这些，又与人文教育紧

密相关，因而高职生的人文素质缺失不容乐观。

三、人文教育是高职生就业能力从根本上提

升的关键举措

《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中非

常明确地提到教育目的，教育的目的在于使人成

为他自己，应该培养青年人有能力在各种专业领

域中尽可能多地流动，而且应该培养青年人自我

学习和培养自己的欲望，而不是培养青年人从事

一种特定的、终身不变的职业，这也是现代社会

对就业者就业能力的现实需求。这样的教育目的

与我们所提出的就业能力的提升是一致的，要达

到这样的目的、获得就业能力的提升自然离不开

人文教育。

1．人文教育会带来什么？

人文教育是就业能力提升的关键举措，是构

建以就业为导向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一个重要因

素。我们所理解的人文教育不是以高职生一时的

就业为衡量标准，而是以其一生的职业生涯发展

为基准来探讨。西方发达国家的职业技术教育具

备显著的“四高”特征，高度重视实践和应用能

力、高淘汰率、高就业率、受到社会的高度尊

崇，其职业教育是许多学生的主动选择，而非学

生的被动选择。从世界高职本位观嬗变的历程来

看，世界高等职业教育经历了从知识本位—能力

本位—人格本位—素质本位的发展过程。知识本

位阶段高等职业教育是精英教育扩大化的产物，

或者说是高等教育的替补军。能力本位阶段不仅

要重视毕业生上岗能力，还要重视综合能力，包

括在不同职业间转换的能力。人格本位主要针对

能力本位的弊端，提出高职教育培养的是个体的

人格而不仅仅是技能的观点。素质本位阶段提出

培养不仅要发展能力，还要注重职业道德、责任

感、信誉感、职业个性、人格以及创新、创造的

风格与特长的要求。对高职生综合素质的要求是

职业教育发展的趋势，高等职业教育应该是职业

性与人文性的双重属性。现代化的职业教育体系

离不开人文教育，需要人文教育。

2．怎样培养人文教育？

“学校的任务尤其要培养性格和态度”。性格

和态度都属于人文教育的范畴，尤其是态度，在

很大程度上影响就业能力。积极的、向上的态度

是高职生能否顺利就业，以及日后能否适应职业

对人的素质要求、满足职业需求的重要指标。

（1）激起高职生内心的人文自觉。人文教育

与一般的知识教育不同，它是一个由内到外的过

程，知识教育是从无到有的教育，而人文教育是

一种发自内心的素质，而且可以说，我们每个人

身上都有具备的、潜藏的人文素质。正是因为人

文教育所具有的这种缄默性特点，在知识教育的

过程中，如何唤起高职生内心深处的作为一个整

体的、健全的人应有的自信、尊严、理想，唤起

他们人文自觉的教育，这点尤为重要。

（2）需要教师有意识的人文引导。高职生学

制短，专门开设人文课程不现实，这就需要任课

教师有人文情怀，在课堂中潜移默化地去引导学

生培养人文素质。就业能力的提升是一个逐渐的

过程，有学者做过抽样调查，大约有三分之一左

右的高职生感到“迷惘”，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被

动迷惘的原因有很多，有学生自己，也有教师引

导的原因。从学生自身来讲，他们很多时候，不

知道也不会去主动思考人生的意义、职业发展等

与个人发展息息相关的事情。这时候，教师的引

导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教师不能只是上课，

还要通过有效的课堂时间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

引导学生学会思考人生，思考未来，学会正确的

认知与判断。所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教师的人

文素质会影响学生的人文素质。

（3）创设有合力的校园人文环境。一个良好

的学校会让学生产生更多的认同。一个具备良好

人文环境的学校会让学生有更多的难以言说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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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在这样的环境中，积极、主动、努力，有一

种向上的氛围，吸引着学生去发展，去进步。注

重校园环境建设，从校领导到每一个教职员工都

能注意到人文教育的培养，形成一种培养的合

力，有凝聚力，学生能够感受到这种合力，能够

受到这种合力的影响，学生的人文自觉才得以发

展。要形成这样的合力，需要采取一些具体的措

施，比如开设经典导读课程，开展多元化的人文

活动等多渠道、全方位地引导学生发展人文自

觉，进而影响就业能力，为高职生一生的职业发

展奠定扎实的、可持续的基础。

[责任编辑：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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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Cultivation of Employment Ability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istic Education

WEI Rong
（Shanxi Administrative Cadre Institute of Politics and Law, Taiyuan 030012, China）

Abstract：Employment ability is a dynamic and developing concept. It is a kind of comprehensive ability related to careers including
extravert capability and implicit quality. Implicit quality which plays a key role in employment ability includes some internal, deep
and stable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values, self-orientation, driving force and personality traits,and so on. Implicit quali⁃
ty is closely linked with humanistic education which is the foundation and key to promoting employment ability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A good humanistic education can improve employment rate and employment quality. It can play a promoting role
in constructing the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fundamentally.
Key words：vocational educatio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employment ability; humanistic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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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实际，突出实训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强化对学生职业行为的培养，增强实训教学效果，使学生的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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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院校实训教学环节是培养学生在掌握专

业知识的基础上，使其具有相应的职业能力，以

利于其职业素质的全面发展。为此，在实训教学

工作中，除了要有专业技术能力强的教师队伍，

完备的教学场地及设备，针对性和实效性强的教

学内容，制度化和规范化的教学管理体系外，营

造出贴近企业生产实际的实训教学现场，形成促

进学生职业素质全面发展的氛围，也是不可缺少

的重要因素。在实训教学工作中实行 6S管理，既

可以增强实训教学现场在对学生职业素质培养上

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也是规范学生职业行为和

强化实训教学过程管理的保障。

一、6S管理在实训教学过程中的突出作用

评价实训教学工作的质量，既要看学生运用

专业知识的能力和掌握职业技能的程度，也要看

其在学习掌握职业技能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职业意

识和职业行为是否达到要求。要实现这“两个达

标”，就要有相应的管理模式作为保障机制。6S管
理是现代企业普遍开展的管理模式，是学生应该

掌握的知识。同时 6S管理也在提高实训教学工作

的效率和培养学生的职业行为方面起着促进作用。

1．提高实训教学工作效率

6S 管理是通过开展“整理 （SEIRI）、整顿

（SEITON）、清扫 （SEISO）、清洁 （SEIKETSU）、

素养（SHITSUKE）、安全（SECURITY）”等系列

活动，使现场环境整洁化、物品摆放标示化、人

员素养职业化、安全生产常态化。整洁的环境可

以使人充满激情，规范的操作可以使安全和质量

得到保证且时间得以充分利用，职业化素养可以

使人具有敬业进取的作风。这些影响生产和工作

效率的因素，会在6S管理中得到持续优化。

实训教学是在具备场地和设备等条件下才能

进行的教学活动。其基本特征是“教、学、做”

一体化，即教师在“做”中教，学生在“做”中

学，学生的职业素质是在“做”中形成的。由此

看出实训教学的主要特点是，学生学习掌握职业

技能的场地和设备固定且训练时间有限。只有加

强实训教学的过程管理，减少时间浪费，才能最

大限度地提高实训教学工作效率。

在实训教学中进行 6S管理起到事半功倍的效

果。一是工量具摆放有序和规范操作动作，便于

减少因多余动作带来的时间浪费和杜绝安全隐

患。二是环境卫生和设备保养有标准有责任区，

学生随时清除训练区域和设备的灰尘、油污、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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屑、垃圾，可以缩短集中进行清扫卫生及设备保

养的时间。三是教师以 6S管理的精益理念，对讲

授、示范、指导、考核等需用的时间进行精打细

算，力求讲授、示范精炼准确，指导、考核细致

全面，使有限的时间得到充分利用。

2．培养学生规范的职业行为

职业院校学生对其职业生涯的定位基本清

晰，对职业技能的学习热情高。普遍具有上进心

强而自我约束的意识稍弱，可塑性强而扎实做事

的作风稍差，重视职业技能训练而忽视职业行为

养成的特点，直接影响其职业素质的全面发展。

在实训教学过程中，通过 6S管理活动，可以有效

地促进学生发挥出其上进心和正能量，使其在增

长职业技能的同时，在规范的职业行为要求下不

断完善自我。

存在决定人的意识，环境可以改变人的观念

和行为习惯。6S管理既包含整理、整顿、清扫等

具体的内容和方法，也包含清洁、素养、安全等

规范的要求和理念。这些都会对学生的职业意识

和职业行为产生积极的影响和教育作用。其一，

伴随着 6S管理活动，学生的职业意识会通过认

知、情感、意志的循环得到提升。其二，6S管理

活动可以使实训教学现场整洁安全且教学活动井

然有序，置身其中的学生会自觉地按照规则做事

并逐步养成规范的职业行为。

通过 6S管理活动培养学生的职业行为，应充

分发挥教师的主导和学生的主体作用。教师的主

导作用在于，在日常实训教学的 6S管理中通过提

出要求，勤于检查考核并强化纪律约束，定期开

展竞赛评比活动等措施，培养学生的职业行为。

学生的主体作用在于，通过在 6S管理活动中的切

身感受和收获，可以增强自我认识和自律意识，

提高自我发展能力，达到知行合一，内化于心外

化于行。

二、基于提高实训教学效率和培养学生职业

行为的6S管理实施

在实训教学过程中实施 6S管理，要从精益的

角度出发，根据实训教学工作的特点，以明确教

师和管理人员的职责及建章立制为基础，以提高

实训教学工作效率和培养学生规范的职业行为为

重点，以持续改进影响实训教学工作安全、质量

的因素为导向，以强化“整理、整顿、清扫”的

作用为纽带，促进“清洁、素养、安全”的实

现，使实训教学在培养学生职业素质的作用达到

最大化。

1．开展“整理、整顿、清扫”活动的要点

实训教学的现场管理是实训教学过程管理的

重要组成部分，通过 6S管理的“整理、整顿、清

扫”，可以使实训教学现场的各类资源得到合理配

置和优化，充分发挥其在教学活动中的作用。

“整理”是 6S管理的首要步骤，其要点是将

实训教学现场的所有物品区分为必要和非必要并

进行处理。在实训教学现场，必要物品可分为必

备的设备、仪器、物品柜、清扫工具、垃圾箱和

必需的工装夹具、工量具、工件、劳保用品等，

除此之外的物品均为非必要且应以及时彻底清除。

“整顿”是按照“场所、方法、标示”要素，将必

要物品进行分类摆放，其要点是必要物品的摆放

有序且有利于实训教学活动的高效开展。其中，

必备物品要充分利用所在位置的空间进行摆放

（如清扫工具可采用悬空摆放），并要有标示，保

持过道通畅并能使实训教学活动空间最大；但必

需物品中的工量具应实行形迹管理，便于取用，

易于保管。

“清扫”的重点是使实训教学环境整洁，其

要点是明确清扫标准、责任区和责任人。责任人

要及时清除多余物 （用剩的材料、切下的料头、

切屑、垃圾等） 并消除污染源，尤其是要通过

“清扫”强化设备的日常维护保养，使设备时刻处

于良好状态，保证实训教学活动的安全和连续进

行。

为了保证“整理、整顿、清扫”效果并促进

学生养成规范的职业行为，教师要加强日常的检

查考核，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只要坚持常抓不

懈，整洁安全的实训教学现场一定有助于学生增

强责任感，自觉按照规范的职业行为标准进行职

业技能学习和训练，实现自我发展。

2．大力加强“清洁、素养、安全”职业行为

养成训练

“清洁、素养、安全”是 6S 管理的内涵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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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能够促进人的职业素质全面发展，这也正是

要在实训教学过程中实施 6S管理的价值所在。因

此，在日常进行“整理、整顿、清扫”的基础

上，要大力加强“清洁、素养、安全”的职业

行为养成训练，充分发挥 6S管理在提升学生的内

在品质及规范其职业行为上的作用。

“清洁”是指为使“整理、整顿、清扫”能

够持续开展，将有关工作的标准、程序进行规范

并实行制度化管理。通过制度建设及贯彻，开展

常态化的检查考核和评比等活动，巩固且持续扩

大“整理、整顿、清扫”的效果。

“素养”是指在“清洁”的制度化和常态化

下，通过严格要求学生按照操作规程进行职业技

能训练，并将学生在“整理、整顿、清扫”活动

中的表现纳入到课程成绩考核中去等措施，培养

学生按规则做事的观念和树立团队协作意识并由

此养成规范的职业行为。

“安全”是实训教学过程中的重点。在实训

教学过程中，学生要使用工具或机械、电气设备

进行职业技能训练，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为此

要通过建立安全管理制度，在实训教学现场醒目

之处悬挂安全警句，开展多种形式的安全教育和

检查考核，明确安全隐患并制定相应的预防措施

和应急预案等方式，增强学生安全意识和掌握安

全防范知识。

加强学生“清洁、素养、安全”职业行为养

成训练，教师的作用至关重要。教师在教学过程

中的言传身教不仅仅是将职业技能的要领和技巧

传授给学生，同时也对他们的职业行为带来直接

影响。因此要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在 6S管理上，

由改善现场管理层次向提高教师队伍素养的层次

推进，将学生在 6S管理中表现出的职业行为情况

纳入到教师工作业绩考核中，使教师努力践行实

训教学工作标准，实现“两个达标”。

三、建立在实训教学过程中实施6S管理的长

效机制

在实训教学过程中实施 6S管理，应遵循“全

员、持久、效率、整洁”的原则。只有不断坚持

开展 6S管理活动，才能持续改进实训教学现场环

境，不断提高实训教学工作效率，激励学生的职

业素养渐次提升。持之以恒开展 6S管理的关键在

于建立长效机制，否则 6S管理工作只能停留在清

扫环境卫生和物品有序摆放阶段，难以充分发挥

其内涵要素的作用。

1．影响实训教学过程实施6S管理的不利因素

学生在实训教学过程中，出于自身发展的需

要和能顺利通过职业技能考核的愿望，对职业技

能训练非常重视，能抓紧时间学习和训练且遇到

问题能积极向教师请教，部分学生在训练结束时

往往还会主动要求延时训练。但同时其职业行为

习惯却表现诸多不足之处，一是在日常进行的

“整理 、整顿、清扫”上缺乏自觉性，在多人共

用1台设备训练时，表现的尤为明显。二是职业行

为规范意识欠缺，其行为习惯与规范要求有很大

差距，如不戴防护镜操作机床设备、用嘴吹气去

除切屑、刃磨刀具时站姿随意、操作设备时聊天

打闹等现象时有发生。

综上，通过 6S管理培养学生规范的职业行为

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纵观 6S管理的开展情况，

存在三个方面问题，一是制度建设滞后或制度落

实不到位，导致激励和约束作用不强，6S管理效

果时好时坏不易固化。二是管理部门检查考核方

式较为粗放和不能持久，导致突击进行实训教学

现场“整理、整顿、清扫”并等检查结束后再开

始训练的情况屡见不鲜，使 6S管理流于形式，降

低了教学效率。三是教师重视程度不够。教师普

遍认为，只要学生的职业技能水平达到要求，就

是完成了教学任务，在日常教学中，不重视通过

6S管理对学生进行职业行为的教育和培养。

2．6S管理长效机制的建立和运行

要使 6S管理在实训教学过程中不断开展并达

到其应有作用，建立 6S管理的长效机制势在必

行。建立 6S管理长效机制，应以落实组织机构和

责任制为基础，以制度建设和方案实施为根本，

以检查考核评价为保障，以巩固成果和持续改进

为依托。同时要将 6S管理与安全管理、质量管

理、设备管理等相融合，完善教学管理体系，形

成全员参与，全过程管理的局面。

构建 6S管理的长效机制一靠建设二靠坚持。

“建设”就是要使制定的6S管理制度和实施方案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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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标准具有针对性、导向性、约束性和可操作

性。“坚持”就是要注重实效渐次推进，既要切实

落实6S管理制度，细化6S管理活动内容和检查考

核到位；又要明确问题整改的责任人和时间节

点，通过持续改进不足使 6S管理效果巩固提高。

“建设”和“坚持”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关

系，在计划、实施、检查、改进的循环往复中，

既要有阶段性可实现的目标和完成期限，又要有

明确的责权利，实行激励与约束并举。同时，要

将通过检查和改进取得明显效果的措施提升到制

度层面予以肯定，不断完善制度体系。

在 6S管理的长效机制的实践中，应坚持“三

要”。一要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将6S管理作为学校

可持续发展的办学特色进行规划和开展，充分认

识这项工作的长期性和曲折性，明确各类人员的

责任，要求教职员工做到的，领导首先要做到；

要求学生做到的，教师首先要做到。二要创新工

作方式和严肃工作程序，细化 6S管理的内容，做

到工作标准化、管理精细化、考核制度化。三要

围绕“持续改进”去开展 6S管理，通过突出“素

养”这一核心要素进行检查考核和改进实训教学

工作，提高教师的责任意识和示范作用，实现学

生职业素质的全面形成和发展。

[责任编辑：兰春]

Exploration of 6S Management Used in Practice Training Teaching in Vocational Colleges
TIAN Xiao-qing

(Shenyang Aeronautic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Shenyang 110034, China)
Abstract: Practice training teaching, which organically combines knowledge, ability and quality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channel
in establishing professional consciousness and form occupation abiliti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6S management mode in practice
training teaching can make the teaching scene much closer to the real production and stress the target and effectiveness of practice
training teaching. It can also strengthen the training of students’professional behavior, and enhance the effect of practice training
teaching to develop students’professional quality overall. Establishing the long-term mechanism of 6S management in practice
teaching is the basic measure to standardize its teaching mode, improve its management system and ensure its teaching quality.
Key words: 6S management; vocational colleges; practice training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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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结合高职院校教学秘书实际情况，从外在激励和内在激励两个方面出发，提出“制度建

设→专业成长→工作优化→职业发展”的激励实践体系，并将激励措施应用到教学秘书工作实践当中。根

据实施激励措施的经验总结，基于内外激励相结合、个人发展与教学管理相结合、激励措施优化等三个视

角进行了理性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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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教学秘书是教学管理工作的重要执

行力量，教学管理工作的规范运行需要教学秘书

的辛勤劳动，他们在确保教学管理工作规范运行

过程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然而，随着高职院

校的迅速发展，教师与学生人数的不断增长，教

学秘书在工作中遇到的困难也越来越加重他们的

工作负担，从而导致教学秘书队伍不稳定和教学

管理工作不规范的现象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如

何有效运用激励手段来稳定教学秘书队伍，确保

教学管理工作沿着科学、合理、规范、有序的方

向发展，成为高职院校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本

文针对高职院校教学秘书工作存在的问题，研究

将激励措施应用到教学秘书工作实践当中等相应

解决对策，以此推进教学管理工作更好发展。

一、高职院校教学秘书工作状况及问题

根据调查发现，高职院校教学秘书的工作状

况主要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教学秘书队伍结构不合理，人才选聘不

科学

高职院校教学秘书队伍结构的不合理主要表

现在，教学秘书的学历层次和知识结构不合理，

缺乏相关专业工作经验和办事能力，并且对于教

学管理工作的了解和管理方式方法的运用缺乏系

统化地学习和培训。在教学秘书的选聘方面，学

校对于教学秘书选拔聘用的标准较低，在学校看

来，教学秘书工作就是机械性、重复性的劳动，

不需要太高的技术含量，选聘制度不健全以及认

识上的误区。对教学管理工作稳定、有序地开展

都是非常不利的。

2．工作繁重琐碎，职责分工不明确

在业务方面，高职院校教学秘书工作主要是

与教务处进行联系和交流，接受教务处的统一指

挥，并在其指导下开展工作，而在行政工作上，

受各自所在系部的指挥和领导，这种双重身份决

定了其在工作中需要承担的工作繁多。既要负责

本部门内部日常教学管理工作，又要承担来自其

他职能部门下达的相关工作任务，甚至还要处理

一些突如其来的异常情况，经常处于满负荷运转

状态。另外，教学秘书导致岗位职责划分不明

确，教学秘书经常会被临时分配一些不属于其职

责范围内的工作，并且在工作中时常会出现多头

领导、职责交叉的现象，这样极其容易引发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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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出现问题时相互推诿，工作难以责任到人、

落实到位。

3．工作责任重大，薪酬待遇相对较低

教学秘书工作责任重大，主要体现在他们要

维护整个教学管理工作的规范运行，并且不得出

现延误。其次，还体现在教学秘书主要是面向教

师和学生进行服务的，在工作中有时需要结合他

们的个性需求和利益进行更加细致和周全的考

虑。工作责任重大就意味着教学秘书需要承担工

作责任所带来的风险，工作稍有不慎，就有可能

导致工作的失误，造成教学差错甚至是教学事

故，他们在工作中遇到的困难不一定能够得到领

导和同事们的理解和帮助，这些都容易使他们产

生抱怨和抵触的情绪，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另外，高职院校的薪酬待遇主要倾向于专任教师

和领导干部，而教学秘书岗位受到重视的程度则

相对不高，薪酬待遇与巨大的工作量之间不成正

比，教学秘书难免会有烦躁和消极情绪，很容易

因为得不到应有的待遇而导致他们心理上的失

衡。教学秘书处在教学管理的最底层，缺乏来自

精神和物质方面的关怀和帮助，容易造成工作积

极性和责任心的降低，从而影响到整个教学管理

工作的顺利推进。

4．职业发展空间相对狭窄

在个人职业发展方面，高职院校教学秘书缺

乏职业发展的政策、制度的有力保障。尽管教学

秘书长期从事教学管理工作，但是由于工作本身

事务繁琐，经常加班加点不足为奇，无暇顾及对

本职工作进行经验总结和方法创新，不能像专任

教师那样有相对充裕的时间和精力去开展教学和

科研工作，并且学校给予教学秘书承担教学任务

的机会较少，其次，高职院校的科研项目通常都

是面向专任教师，给予教学秘书的科研项目指标

也相对较少。因此，也很难做出科研成果，他们

在教学和科研方面严重缺乏个人成就感。另外，

教学秘书的继续教育工作也没有得到足够的重

视，教学秘书获得进一步学习和深造的机会较

少，所以，教学秘书会认为这项工作没有太大的

提升空间，不愿意在这个岗位上长期发展下去。

5．考核评价激励机制不完善

高职院校对教学秘书工作缺乏有效的考核评

价标准，以及相关的制度规范和操作流程，没有

设定定性和定量的工作考核评价指标体系，由此

导致教学秘书不能明确本职工作努力的方向，无

法正确认识自己工作上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无法

了解哪些工作做好了就能得到奖赏，哪些工作没

有做好就会受到惩罚，缺乏有针对性的激励措

施，难以有效增强和提高教学秘书的工作热情和

积极性。

二、有效激励的具体措施

根据教学秘书在教学管理工作中的问题表

现，本文通过科学借鉴和移植其他同类高职院校

的成功经验和可行做法，从外在激励和内在激励

两个方面出发，提出“制度建设→专业成长→工

作优化→职业发展”的激励实践体系，采取有针

对性的激励措施，如图1所示。

1．制度建设

（1）薪酬待遇。在薪酬待遇方面，高职院校

应实行绩效工资方案，将绩效考核结果与工资挂

钩，合理提高教学秘书岗位津贴，并将学历证

书、职业资格证书等与工资挂钩，也就是说，学

历较高、工作能力较强的教学秘书就能够获得相

对较高的报酬，以此来激发教学秘书努力进取、

努力工作的积极性。

（2）职责分工。高职院校要制定明确的教学

秘书岗位职责制度，明确教学秘书的工作范围，

从而提高教学秘书工作效率，充分发挥其岗位职

能。这样，让教学秘书能够对制度规定的权利、

图1 高职院校教学秘书激励实践体系模型

制度建设 专业成长 工作优化 职业发展

薪酬待遇

职责分工

绩效考核

培训晋升

知识

能力

心理

技能多样性

任务完整性

任务重要性

工作自主性

工作绩效反馈

强化职业能力

转化职业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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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和职责有清晰的了解，按照规章制度的各项

要求开展本职工作，确保工作落实到位、责任到

人；另外，高职院校要根据教学管理工作需要，

在教学秘书工作基础上另外增设行政秘书、科研

秘书等岗位，分担教学秘书当前的工作量，从一

定程度上减轻教学秘书工作强度，缩小工作范

围，当然，与此同时必须清楚明确各自的职责分

工，各司其职，避免造成责任不清、分工不明的

现象发生。

（3） 绩效考核。对教学秘书工作绩效的考

核，高职院校应采取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考核方

式。根据教学秘书岗位工作职责和实际工作情况

正确设定考核评价指标体系，由教务处、人事

处、各系部组成考核评价小组，采取领导评价与

同行互评相结合的方式，根据考核评价指标，结

合教学秘书工作表现进行打分，每学期进行一

次，每次考核评价结果作为年度先进评选、职称

评定、职务晋升的依据。每次考核评价结果反馈

到每位教学秘书，使其认识自己工作上存在的问

题和不足，以促进自己积极进取，努力提高工作

水平。另外，在绩效考核指标方面，高职院校应

区别对待教学秘书与其他行政工作人员，考核标

准应体现差别化，避免一视同仁，以确保考核的

公平性。

（4）培训晋升。高职院校应组织开展继续教

育培训，通过网络视频学习、外出参加讲座等方

式，让教学秘书学习国内外先进的教学管理经验

和成果，开阔眼界、增长见识；鼓励教学秘书提

升学历层次，给予教学秘书进一步进修深造的机

会，使其工作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空间；推行职

业资格证书制度，高职院校应根据教学秘书岗位

工作需要，要求教学秘书获取与本职岗位相关的

职业资格证书，并根据证书的不同等级给予不同

的补贴，同时也鼓励教学秘书考取自己专业相关

的职业资格证书，充实和完善自身专业知识结

构，为将来转岗担任专职教师做好准备。

2．专业成长

高职院校应从教学秘书的知识、能力和心理

三个方面积极创造条件，增强教学秘书专业水

平，促进全面发展。

（1）在知识方面，高职院校要定期组织教学

秘书进行专业知识的学习，使其掌握管理学、教

育学、心理学、信息技术等专业知识，从而促使

教学秘书的专业知识结构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完

善；定期组织教学秘书与校内外同行之间进行工

作经验的交流和学习，在这样互动的过程当中，

相互借鉴经验，互通有无，使自身工作能力得到

补充，从而提高教学管理工作效率。

（2）在能力方面，高职院校要为教学秘书提

供教学机会，准予其承担一定的教学任务，教学

秘书在获得适当课时补贴的同时，能够在教学实

践中更好地把握教学管理规章制度的执行力；给

予教学秘书申报科研课题的名额，鼓励参与教育

教学改革研讨会，发表科研论文，提升科研能力。

（3）在心理方面，高职院校的系部领导要注

重与教学秘书的沟通交流，对其在工作中取得的

突出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和鼓励，对其工作存在的

问题讲求适度批评的方式方法，化消极因素为积

极因素，增强归属感；高职院校应定期组织素质

拓展训练，通过创造和谐融洽的氛围，使教学秘

书在情感、意志和个性等方面能够得到健康发

展，学会自我心理调适，形成健全的人格。

3．工作优化

哈佛大学教授理查德·哈克曼和伊利诺依大学

教授格雷格·奥尔德汉姆提出工作特征模型（如图

2所示），该模型通过工作核心维度→关键心理状

态→个人与工作成果，强调员工与工作岗位之间

在心理层面上的相互促进和相互影响的作用。

高职院校教学秘书工作的创新和优化设计可

以从技能多样性、任务完整性、任务重要性、工

作自主性和工作绩效反馈五个核心维度来着手。

其中，技能多样性是教学秘书完成工作所需专业

技能的类型和知识范围的大小；任务完整性要求

教学秘书能够把握工作任务整体来龙去脉，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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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只涉及工作系统的某个局部；任务重要性体现

教学秘书工作的作用和影响的大小；工作自主性

强调教学秘书进行工作安排所具有自主控制的程

度；工作绩效反馈是将教学秘书工作的效果反馈

到他们，并对其行为产生影响。通过核心工作特

征使教学秘书产生三种关键心理状态，即通过技

能多样性、任务完整性和重要性，使其能够体会

到本职工作的意义和价值；通过工作自主性，使

其体会到完成工作需要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的程

度；通过工作绩效反馈，使其体会到对工作结果

的认识。如果教学秘书能够达到关键心理状态，

那么，他们就能够获得积极的个人和工作结果，

最终达到提高内在工作激励，增强工作表现和工

作满意度，降低工作缺勤率和离职流动率的目

的，同时在这个过程中还要受到教学秘书个人成

长需要强度的调整。

此外，高职院校还需要通过努力营造尊重

人、理解人、关心人的工作环境来进行工作的优

化，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即舒适的工作场所、

宽松的工作氛围、良好的工作秩序、融洽的内部

关系，通过这些方式来挖掘教学秘书内心潜在的

积极动机，引导他们建立积极的人格特性，充分

发挥他们的工作潜能。

4．职业发展

为确保教学秘书队伍的稳定，高职院校在师

资队伍建设规划当中应将教学秘书队伍建设作为

增强学校师资队伍的补充力量，并制定科学合理

的教学秘书职业生涯发展规划。高职院校教学秘

书职业发展可以通过强化职业能力和转化职业方

向的途径来实现。主要内容有：组织教学秘书参

加岗位培训，学习管理学、教育学、心理学、信

息技术等专业知识和课程，以及教学规章制度和

管理办法，强化教学管理理念和岗位技能的培

养；制定教学秘书职称职务晋升制度，使他们通

过级别的提升能够享受到更好的待遇；高职院校

要根据教科研工作需要，给教学秘书安排一定的

教学任务和科研项目，并对其教学效果和科研成

果进行评价，既能够提高教学秘书的教学能力，

又为科学研究打好实践基础，也为其将来转岗担

任专职教师或科研人员创造条件。

三、实施激励措施的启示

针对高职院校教学秘书实施“制度建设→专

业成长→工作优化→职业发展”的激励措施，给

予高职院校教学管理工作以启示：

薪酬待遇的提升、合理的职责分工、科学的

绩效考核与培训体系，以及良好的职业发展空

间，能够促进教学秘书提高工作积极性和责任

感，反过来，教学秘书内心潜在的积极动机和工

作热情被激发起来，必定会表现出强大的工作动

力，以更加积极的心态投入工作，从而取得更好

的绩效考评，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由此可见，

对教学秘书实施的外在激励和内在激励是相辅相

成、互相促进的。

实施激励措施，能够将教学秘书个人和高职

院校教学管理这两个方面的需求整合在一起。教

学秘书的个人发展需要得到学校层面的支持和引

导，学校的管理目标能够通过教学秘书的努力工

作来实现。激励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保证教学秘书

队伍的稳定性，促进高职院校教学管理工作科

学、合理、规范、有序地开展。

激励措施的实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项

长期工作，需要根据高职院校的不断发展，同时

兼顾学校和教学秘书两者的利益，适时地对激励

措施的实施进行调整和优化，同时满足两者的需

求。在未来的实践工作过程中，还需要继续深入

挖掘教学秘书个人和学校教学管理的需求，按照

两者需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激励措施，对激励实施

图2 工作特征模型

工作核心维度 关键心理状态 个人与工作成果

技能多样性
任务完整性
任务重要性

体验到工作的意义 高度的内在工作激励

高质量的工作表现

高度的工作满意感

低缺勤率和离职
流动率

工作自主性 体验到对工作成果的责任

工作绩
效反馈

了解到工作活动的
实际结果

个人成长需要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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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ncentive Measures of Teaching Secretarie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LI Zhuo-jun ZOU Ling-yan ZHENG Wei-yin FANG Zhi-wei ZHU Xiao-bo LI Xue

(Guangzhou Huaxia Vocational College, Guangzhou 510935, China)

Abstract: Through combining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eaching secretarie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he paper puts forward incen⁃

tive practice system of institution construction, professional growing, work optimization and occupational development from the two

aspects of external and internal incentives. Incentive measures are applied to the working practice of teaching secretaries. According

to the summary of experience of implementing incentive measures, rational thinking is made based on the three perspectives: combi⁃

nation of external and internal incentives, integration of personal development with teaching management and optimization of incen⁃

tive measures.

Key words: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eaching secretary; teaching management; incentive factors; incentive mechanism

的效果进行系统分析和评价，并将评价反馈的结果

与教学秘书个人以及学校管理目标进行比较，分析

判断激励实施的效果能否满足目标需求，从而不断

优化和完善激励措施，形成长效管理机制。

[责任编辑：杨理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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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21世纪以来，新媒体在我国迅猛发展，

成为当下大学生普遍使用的媒介，它深刻影响着

大学生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同时

也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

战。那么，如何在新媒体环境下，主动占领这一

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阵地，开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的新局面，便成为每一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

必须面对和研究的新课题。

一、新媒体的内涵、种类及特征

从词源上看，“新媒体”（new media）一词最

早是 1967年美国哥伦比亚广播电视网技术研究所

负责人戈登马克在一份关于开发电子产品的报告

中提出的，后来美国传播政策总统特别委员会主

席E·罗斯托在向尼克松总统提交的报告中多处使

用该词。从此，“新媒体”一词开始在美国社会普

遍使用，并逐步扩展到全世界。

从概念上看，新媒体是一个相对的、发展性

的概念，它是指区别于传统媒体而不断更新、不

断涌现的新型媒介，它是始终处于一种动态的过

程。“新媒体”作为一个概念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

两种：广义的“新媒体”是指利用数字技术、网

络技术，通过互联网、宽带局域域网、无线通讯

网、卫星等渠道，并通过电脑、手机、数字电视

机等终端，向用户提供语音数据、音频、在线游

戏、远程教育、视频、音频等合成信息及娱乐服

务的全部新型传播形式与手段的总称。狭义的

“新媒体”则是指一种突破固有的传播方式借助新

的传播手段而充分实现个体自主选择和传播信息

的媒介。

从种类上看，新媒体主要有门户网站、电

子邮箱、搜索引擎、虚拟社区、博客、播客、

维客、微信、手机短信、手机电视、网络电

视、数字电视、手机报、网络杂志等。它们之

中有的属于新媒体形态、有的属于新媒体软

件、有的属于新媒体硬件、有的属于新媒体服

务方式，其中对人们生活方式影响最大的当属

网络媒体和手机媒体。本文所涉及的新媒体也

主要指网络媒体和手机媒体。手机集电视、报

纸、广播、互联网这四类媒体的属性和功能于

一身，同时还具有其他媒体不具备的独一无二

的特性，所以被称为第五媒体。

从特征上看，新媒体一是具有互动性，即新

媒体在进行信息传播的过程中，通过网络技术和

信息源产生的互动，直接促使我们可以通过手

机、平板电脑进行视频观看、新闻事件阅读，并

进行新闻话题的互动；二是具有快捷性，即新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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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在进行信息传播的过程中，实现了信息的快

速、瞬间传播，摆脱了时间、空间限制，使信息

传播速度大大地超越了传统媒体；三是具有大众

性，即新媒体在进行信息传播的过程中，使每个

网民都可能成为信息的生产者与舆论问题的制造

者，不断地促使越来越多的社会民众参加到新闻

事件谈论与发布的行列中；四是具有多元性，即

新媒体在进行信息传播的过程中，使人们可以通

过各种移动终端设备，将信息的发布与传播融合

了文字、图像、声音等形式，实现多元性发展。

五是具有海量性，即新媒体在进行信息传播的过

程中，信息存储几乎没有容量限制，并能让用户

可以通过各种媒介了解到海量信息。新媒体的这

些特征，对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产生广泛而深

刻的影响。

二、新媒体对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新媒体的出现给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环

境、教育对象和工作机制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

响，可谓挑战与机遇并存，困难与希望同在。

1．新媒体给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

挑战

（1） 教育环境难以把握控制。新媒体的出

现使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变得更加复杂多

变：一是新媒体的“无屏障性”，使思想政治教育

环境把控难。新媒体的即时互动性使信息传播

“时间无屏障”、“空间无屏障”和“资讯无屏

障”，而这样的媒体环境，目前缺乏有效的法律监

督和管理。二是新媒体的海量信息，使真伪良莠

信息的选择辨识难。新媒体作为当代社会的一个

开放系统，信息量巨大，在这些海量信息中一

些不良信息充斥其中，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思想尚

不成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正处在形成时

期的高职学生。三是新媒体的虚拟交流，障碍了

高职学生健全人格的养成。新媒体交流都是在一

个虚拟的环境下实现的，学生大多数以匿名或者

化名的方式进行交流，学生可以尽情宣泄自我情

绪、表达任意思想。长此以往，学生就会对虚拟

世界与现实世界的认知发生“错位”，造成学生的

双重人格或多重人格现象。

（2） 教育对象受到多重影响。新媒体的出

现，给高职院校学生的生活、学习、心理和价值

观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一是生活方式的改变。新

媒体使得高职学生在日常生活中，沉迷于网络或

手机，以至于在网络虚拟世界里，他们善于和陌

生人打交道；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却躲避甚至害

怕与他人进行感情交流。二是学习研究能力弱

化。新媒体传播的知识和信息往往是碎片化的，

致使自主学习能力弱的高职学生对问题的认识和

理解不到位、不深刻，尤其是新媒体搜索引擎的

便捷，更容易使他们养成过度依赖新媒体的不良

习惯，造成学习研究能力下降。三是心理问题较

多。当新媒体所传播的海量信息远远超出高职学

生个人处理和利用的能力时，他们往往陷入无所

适从、束手无策的境地，并常常出现焦虑不安、

精神疲惫的心理问题。

（3） 教育工作增加极大难度。新媒体的出

现，给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极大难

度。一是高职学生在日常的生活和学习中，能够

绕过教育者的直接干预，借助新媒体自由搜寻所

需信息资源，从而削弱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者的主导地位。同时，由于新媒体具有互动性和

平等性的特点，学生获取信息更加具有自主性和

可选择性，从而导致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可控性

和单向性被打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主导的话

语权威被削弱。二是新媒体的出现对高职院校思

想政治工作者的媒体素养提出更高的要求。由于

一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不善于或不懂得运用网

络语言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使得他们与学生之间

缺乏亲和力；还由于一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不

善于通过新媒体引导社会舆论，使得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缺乏时代感和时效性。

2．新媒体给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

机遇

（1）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时空范围。传统的

思想政治教育是在固定的地点和时间中进行的，

由专门的教师对学生进行面对面的课堂教学，对

于知识的获取和传播主要依靠课堂、“书本”、教

师等有限的途径。而新媒体的出现，使思想政治

教育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教师和学生不需

要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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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自由地选择适当的时间、

地点使用新媒体终端和教师进行交互式的交流，

教师也可以借助新媒体随时随地开展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同时，新媒体不受时空限制，使家庭、

学校、社会三者能够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能够

形成全新的思想政治教育合力，这种合力突破了

时空的局限，使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由平面走

向立体，由静态走向动态，与此同时，还在服务

学生的学习、生活、情感需求的过程中，将正确

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渗透其中，收到

良好的效果。

（2）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各种资源。传统的

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单一、内容更新速度慢，只能

通过刊物、广播等传统平台以正面灌输的方式对

学生进行教育，并且理论多于实际应用，缺乏吸

引力和感染力。而新媒体以其庞大的信息储备，

获取信息迅速、高效、及时的特点，极大地丰富

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渠道，使教育者可通

过多种形式的途径、方法来获取信息，充实教学

资源，而且新媒体融文字、声音、视频等各种特

质于一体，通过数字杂志、数字报纸、数字广

播、手机短信、移动电视、网络、桌面视窗、数

字电视、数字电影、触摸媒体、手机网络等传播

平台以更加新颖，更加生动，更易接受的形象呈

现在学生面前，让严肃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变得

形象生动。无论是教育者还是受教育者，都可以

借助新媒体，获得丰富的教育资源，并且适时地

进行思想交流和讨论，最终达到认识和理解上的

统一，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

（3）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互动性。传统思想

政治教育是主客体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进行的，

教育者具有信息资源的绝对控制权以及对教育内

容形式的选择权，受教育者大多都是处在单向灌

输的被动受众地位，渠道单向，形式单一，选择

性弱。新媒体的出现，极大地缩短了师生双方之

间的距离，学生与老师的互动形式不仅仅局限于

授课、讲座；互动手段也不仅仅局限于面谈、电

话；互动场所也不仅仅局限于教室、寝室。师生

的互动完全打破时间、空间的限制，可以随时随

地通过新媒体进行交流，增强教育感染力。这不

仅有利于消除学生对教师的心理戒备和隔阂，使

得思想政治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交流更加自

然亲切、更加深入细致；同时还有利于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者第一时间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从而

能够有的放矢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三、新媒体环境下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

策略

1．更新思想政治教育理念

在新媒体环境下，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者必须转变观念，树立思想政治教育与新媒体

相结合的理念。一是在思想上要认可新媒体，要

以发展的眼光和视角看待新媒体及其影响，积极

接纳新鲜元素，在思想观念上与学生同步。二是

在行动上要主动学习新媒体，及时了解新媒体的

传播规律和特点，学会将新媒体技术运用到课堂

教学和学生的日常管理中，形成开放式的学习氛

围、平等的师生关系和“双向互动式”的教育模

式；此外，还要学会运用新媒体应对突发事件，

即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取最有效的信息并采取

切实可行的应对措施。三是要运用新媒体主动掌

握网上舆情，要把学生在新媒体中反映出来的热

点和难点话题作为答疑解惑的关键点，通过分层

次地正确引导，把新媒体变成传递信息、交流思

想、学习理论的实用基地，以促进学生价值观朝

正确方向发展。

2．构建思想政治教育新平台

在新媒体环境下，高职院校要充分利用这一

新载体，构建一个思想政治教育的立体化平台，

发挥新媒体多种传播的综合效应，形成有效的思

想政治教育合力。一是构建学校引领平台。通过

建立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主题网站、开通学校微博

平台、创建学校微信平台等形式，发挥学校引领

校园舆论导向、弘扬校园主流文化、传递校园正

能量的作用。二是构建学生自我教育平台。在新

媒体环境下，学生会选取自己感兴趣的人和事加

以关注，对于其中积极健康的行为和言语，会有

一定的跟从和模仿；对于优于自己的先进代表，

会产生敬佩心理，这本身就是一个思想道德修养

自我升华的过程和潜移默化的自我教育。三是构

建师生交流平台。学生可以利用新媒体表达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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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观点与思想，教师也可以在新媒体平台中倾听

学生的意见与主张，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开展

教育引导工作，形成积极向上的舆论导向，使学

生在运用新媒体过程中自觉地接受思想政治教育

的熏陶，提高自身政治鉴别力和判断力。

3．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

在新媒体环境下，高职院校要注重建立一支

具有较高思想政治理论素养，了解大学生思想状

况和心理特点，并且熟练掌握和灵活运用新媒体

技术的复合型思想政治教育队伍。作为一名思想

政治工作者首先要提升自身的政治理论素养，这

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前提条件。只有这样，才

能在复杂多变的新媒体环境下，自觉甄别和抵制

各种不良信息的传播，将主流意识传递给学生，

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才能把握新媒体下学生思想动态和行为变化规

律，及时为学生答疑解惑，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

主旋律。作为一名思想政治工作者还要着力提升

新媒体素养，这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保障条

件。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有意识的不

断加强新媒体的科学知识学习，熟练掌握传播方

法和技巧，学会网络时尚语言，以便能够根据不

同类型新媒体的优势和特点，科学地使用新媒

体，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能够将思想

政治教育内容通过新媒体迅速地传递给学生；能

够运用个性化网络语言与学生沟通，拉近与学生

的距离，使学生有亲近感。

总之，新媒体的出现，给高职院校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提出挑战的同时，也为高职院校思想政

治教育提供了新平台和新起点。作为高职院校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该抓住机遇、应对挑战，

充分利用新媒体的优势，不断丰富思想政治教育

的内容，不断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机制，优化

思想政治教育的媒体环境，不断推进高职院校思

想政治工作再上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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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new media in China since 21st century, the ideological ideas, value orientation and ways of
behavior of student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re influenced deeply by it. On the basis of elaborating the connotation, category
and characteristics of new media, the essay analyzes the challenges and chances brought by new media 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
cal educa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Furthermore, the paper offers implementing strategies on exploring new ground of ideo⁃
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o seize opportunities and face challenges in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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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专业教材建设要与职业教育的人才

培养目标和职业院校学生智力类型和智力结构的

特点相适应，要体现职业教育能力培养的特色，

要能够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就业能

力和创业能力，因此，对职业能力培养的课程要

“以项目为载体，以任务为引领，以工作过程为导

向”建立实践指导性的教材内容，其编制要遵循

实践工作导向的原则，工作任务主线的原则，操

作规程范式的原则和学生自主练习的原则。在编

写职业教育教材时，要以学习性工作任务为教材

的基本结构，要解决学生在职业技能学习中“怎

么做？为什么这么做？做的成果如何评价？如何

做的更好”等问题。职业教育专业教材一定要体

现以学生自主学习为中心，以活动或任务为中

心，以技能培养和素质养成为中心，达到“先做

后学，先学后教，少教多学，以学定教，进而不

教而教”的职业教学目标。

一、职业教育专业教材建设应遵循的规律

1．遵循职业教育的教学规律

职业教育培养的是职业领域的岗位人才，因

此要遵循“校企合作的办学模式、工学结合的人

才培养模式、行动导向的教学模式、能力素养的

评价模式”的职业教育规律，要尽量模拟企业的

生产环境和企业的生产过程，要将行业的职业伦

理、职业规范、质量标准和质量控制引入课程学

习中，在课程学习中要渗透行业的文化和行业的

职业道德的教育，要渗透优秀中华传统技艺的学

习，重点培养学生的职业习惯、职业素质和自主

学习的能力。

2．遵循学生职业能力形成的规律

要突破学科型的教材编写模式，要符合职业

学校学生学习行为的规律，要符合职业院校学生

阅读的习惯，内容要精、条理要明，要采用直观

的图表来表达工作的流程。其内容组织坚持以企

业工作任务为引领，以企业生产流程为依托，采

取项目化的形式，对工作过程的知识、技术、情

感进行重新建构。编写出的教材要突出职业技能

和职业情感的培养，要做到做学合一，理实一

体，要让知识的学习贯穿在工作任务中。

3．遵循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

要将最新的产品、最新的知识、最新的工

艺、最新的管理与最新的技能融入教材中，让学

生了解行业发展的最新动态和发展趋势，重点培

养学生的技术应用能力。但在内容组织上，要有

所创新，要建立“问题导向”和“探究式”的教

材编写体例，留出一些空白，让学生记载自己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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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的感悟和思考，自发搜索、整理、归纳、综述

这些最新的技术成果，帮助学生学会学习，学会

归纳和总结。

4．遵循工作流程的操作规律

尽可能的依据工作过程，采用图表或表格的

形式展示各个知识点和技能操作步骤及每个步骤

技术的标准参数，让学生通过编制的工作流程能

够独立的完成工作任务，并有所收获，提高教材

的可读性和可操作性。理论知识的学习要为技能

培养和职业素质养成服务，要简约明了，避免深

奥的原理或理论的直接描述。

5．遵循行动导向的学习规律

职业教育专业教材既要有指导真实生产的功

能，又具有整合知识学习与反思的功能，秉承源

于真实、高于真实；源于实践、高于实践；源于

企业、高于企业的课程学习内容开发的原则，编

制出即可以让学生自由发展的实践指导性教材，

又可以成为企业员工工作岗位的操作标准。

二、职业教育专业教材建设存在的问题分析

1．职业教育教材的系统性不强

具体表现在文化素质课、专业核心课、专业

技能方向课之间相互没有衔接，没有形成一个培

育具有行业素养的高技能型人才的体系结构。不

同类型课程教材没有依据课程学习目标，而采取

自己适宜的编写体例，不同类型课程之间内容相

脱节，教材形式创新不足。

2．职业教育专业教材的地方针对性不强

职业院校没有形成地方职业教育专业教材开

发团队，没有对专业服务行业岗位的工作过程进

行深入的调研，没有依据科学的统计分析原理，

筛选本地区最具代表性的工作任务，进行开发建

设，而一味地模仿和照搬，造成职业教育专业教

材的同质性严重，教学的功能严重弱化。

3．职业教育专业教材的编写内容及体例制约

了学生的自主学习

专业教材内容偏重于知识，糅合职业教育各

要素，进行融会贯通实现综合培养的内容少；教

材知识和理念阐述有余，内容和形式过于生硬，

激发不了学生阅读的兴趣，使教材成为课堂学习

的工具，而失去了教材育人的功能。从教材设计

的角度来说，主要倾向于为教师的知识教学而设

计，而不是为学生的自主学习设计，因而它更适

合于课堂知识传授式的教学，而不适合学生自主

行为导向的学习。

4．中高职教材重复内容较多

由于职业教育各个阶段的职业教育定位不清

晰，目标不明确，对职业岗位不同技术阶段的分

析调研不到位，承继学术型课程教学内容偏多，

中高职协作进行课程开发的机制还没有形成，造

成中高职教材重复率高，缺乏有效的衔接，制约

着中高职融通体系的建设。

5．教材配套的阅读书籍开发滞后

由于教材偏重于知识的记忆，而忽视知识的

应用和学生职业素养形成，因此很难形成支撑教

材的学生配套阅读体系，使学生课外阅读量不

高，学生学习兴趣不浓，学生的职业能力很难得

到提高。

三、职业教育专业教材建设的内容特点

职业教育专业教材要有自身教育的特征，要

服务于某一类型职业人才的成长，其文化素质

课、专业核心课、专业技能方向课和职业素质拓

展课都应有某职业的典型特征，因此不同专业课

程教材的内容和组织形式都不尽相同，都应各自

具有职业的文化特征。职业教育专业教材作为职

业教学活动的客体，是连接学生与职业环境，发

挥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载体和工具。为实现培养

学生职业能力的教学目标，在教材设计过程中，

必须要以职业活动为核心，这样的教材会更有利

于学生职业技能、知识的形成。因此职业教育教

材结构要清晰、内容要具体、表现形式要直观、

语言要准确有趣，使整个教材图文并茂，生动活

泼，集启发性和趣味性于一体，达到激发学生求

知欲的目的。因此，职业教育教材的基本体例应

该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1．学习任务的目标

要能够清晰地描述学生在知识、技能、情感

和经验等领域能够做什么，做到什么程度，什么

程度是合格的，什么程度是优秀等，要可以测量

和进行有效的评价。

2．学习任务的工作原理或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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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工作任务中可能涉及的知识和原理，进

行简单案例式的描述，或者结合某一事件来讲清

其原理和知识。重点是要避免过于学科化的语

言，要用学生熟悉的语言，引导学生去一步步学

习和思考。同时，还要有部分职业文化的内容，

让学生在学习技能时，感悟行业的文化。

3．学习任务环境要求与安全要求

要界定工作任务的环境要求、工艺要求、安

全要求、节能要求和环保要求，以及各种应急情

况的处理，培养学生遵守操作规范的意识和严谨

的工作作风。

4．学习任务的工作步骤与方法

实施工作前的各项准备及检查，包括器械校

验、材料准备和制作方案的编制等；按照工作流

程描述每步工作任务完成的条件、制作的时间要

求、基本技术参数和安全注意事项等，直至工作

任务的完成，最后是工作环境的维护（包括工具

归类、器械维护、卫生维护、相应表格的填写）

等等。在这里有些关键环节，还要有“探究式”

的思考问题留给学生。

5．学习任务的拓展

要有知识学习的拓展，要设计一些案例性的

问题，让学生通过系统的自主学习，进行逻辑分

析来解决案例性问题所涉及的知识。要有技能的

拓展，如在完成作品后，哪些方面可以改进，如

何改进，制定出改进的措施及方法。情感沟通能

力培养的拓展，在完成上述工作任务中，你和你

的同学及企业员工在交流与协作方法存在哪些问

题，你对此有何好的改进方法，你对企业的劳动

组织形式有何好的改进建议。

6．学习任务的自我评价要点

按照完成学习性工作任务的六个步骤：即资

讯、计划、决策、实施、检查、评估等六个过程

制定考核评价的评分表。评分表要点有：学习的

内容、学习的要求及目标完成情况、分项目评分

的说明及相应的分值，得分。评价结果的分析：

某某项得分低，说明了在技术掌握和知识学习方

面存在什么问题，需要在哪几方面加强等等。

7．学习任务思考题及案例

职业教育专业教材思考题以及案例，要有本

职业的特征，要具有探究和思考的特色，学生在

教材中是找不到答案，如果学生不亲自去动手操

作实践，不去查阅资料，就不可能完成这样的作

业。课后大量带情景的练习也是培养学生能力和

素养的有效手段。

职业教育的专业教材要以探究式的指导思想

进行教材建设，只有建立了职业教育特色的教材

体系，才能实现职业教育教学模式的改革，才能

完成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职业教育实践教

材的项目设置一般包括实习任务、实习目标、工

具设备、实习环境、实践指导书、教师工作页、

学生任务书、学生课程设计文本等内容。

四、职业教育专业教材的使用及管理

1．建立职业教育专业教材立项评审机制

专业教材建设之前首先要对教材服务课程的

教学情况进行调研分析，对课程服务职业岗位进

行岗位工作任务分析，对中、高职已使用的同类

课程教材使用情况进行调研分析，在分析的基础

上，制定本教材的特异化建设的思路、措施和方

法，进行校企专家的联合评审，以确定是否值得

进行教材开发建设。

2．建立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专业教材评审机制

在专业教材建设的初期就应该组织企业技术

骨干进行评审和咨询，包括教材编写体例、教材

结构、教材学习任务的选取、教材编写内容等，

行业企业技术专家认可的教材，才真正能够培养

出行业企业需要的人才。

3．建立职业教育专业教材试行使用机制

经过企业行业技术专家评审通过的教材，要

经过3轮的试用，通过试用，进一步的完善，重要

的是增加一些以培养学生思维能力的企业案例分

析教材内容。对学生教材使用情况采用科学的问

卷调查方法，对学生不感兴趣内容或呈现形式学

生不感兴趣的都要进行改变，要使教材成为学生

真正愿意课后学习的重要学习资料。

4．职业教育专业教材出版准入和监管制度

有详细教材建设立项论证、企业参与教材评

审的纪录和教材使用成果分析，经地方教育部门

进行评审推荐，这样的教材才可以列入出版计

划。同时，为了提高教材的使用效率，要提高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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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印刷质量。

5．建立职业教育专业教材循环使用机制

为了提高教材利用效率，培养学生环境意

识、节能意识，职业院校要建立专业教材循环使

用机制。这就要提高教材编写质量和印刷质量，

提高教材的定价，建立职业院校教材回收机制，

减少教材建设对环境的影响，减少教材的浪费，

减少学生在教材中的支出。

五、职业教育数字化教材建设的思考

教材作为教学产品的内容和形态已发生了很

大的变化，不仅有纸本教材，还有数字化内容的

资源产品、多媒体跨介质的产品。职业教育是一

种培养学生情感和技能的教育，简单纸质教材很

难解决学生职业素养形成的问题，需要建设一批

培养学生职业情感、分解技术运作和流程的数字

化教材。随着学生利用智能手机和电脑的普及，

以及职业院校各类网络平台的建设，学生越来越

喜爱视频性课程学习资源。由此，我们要开发基

于问题导向、案例分析导向、技术作品导向、专

题讲座导向和鉴赏分析导向的微课学习教材，激

发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各

职业院校在数字媒体教材建设中，要组建由企业

技术人员、骨干教师、学生和视频人员组成的专

业教材建设团队，建设一批真正具有职业教育特

色，又被学生所接受的优质数字化教材。

职业教育的专业教材建设是教师职业综合能

力和教育教学设计能力的综合表现，是教师实施

教育创新和提高育人质量的重要平台和载体，是

教师与企业技术骨干合作进行课程建设的成果，

是锻炼和提升职业院校教师能力的最好方法，也

是实现课程教学层面校企合作的重要手段。职业

院校的教师通过职业教育专业教材建设可以提升

其职业教育的理念，提高课程教学的设计能力和

指导能力，提升职业教育教材建设质量，是职业

院校提升社会服务能力的重要手段。

[责任编辑：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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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ing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of Professional Teaching Materials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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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onstruction of professional teaching materials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should follow the law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ccording to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poor quality and system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materials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typi⁃
cal characteristics of a certain profession should be provided in the teaching materials of its cultural quality courses, professional
core courses, professional skills courses and vocational quality expanding courses. At the same time, in addition to enhancing the ap⁃
plication and management of professional teaching materials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digital teaching materials should be further de⁃
veloped in order to make higher vocational teaching materials have obvious vocational features from the content and 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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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教学目前已是我国高等教育教学活动中

的一种常用方法，更是普遍应用于实践性、技能

性较强的高职经管类专业课程教学。随着职业教

育理念的强化和课堂教学改革的深入，案例教学

也面临着更多的考验，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急

需对案例教学的价值和适用内容进行更高层次的

诠释和创新。本文以案例教学运用比较普遍的高

职经管类专业课程为视角，探讨互动式案例教学

在高职课程教学中的创新与应用。

一、传统案例教学面临的主要问题

案例教学法最初从国外引入，历经近 30年发

展，案例教学法对于提升我国高校课堂教学起到

了很好的推动作用。现代高职教育兼有高等教育

和职业教育的双重属性，以培养高端技能型专门

人才为主要任务，更突出学生素质教育和专业技

能的培养。传统案例教学法在高职教育中与现代

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培养要求相对比，面临着许多

新问题，尚有许多不相适应的地方，有待进一步

创新与完善。

1．案例教学体系尚未形成

受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高职课程的教学过

程依旧强调理论知识的系统性，理论教学仍处于

主导地位，案例教学更多的是对理论知识点的举

例或说明。由此形成的教学现状是，教师授课不

是以案例为基础推导出相应的知识技能，而是直

接讲授理论知识点，在适当时候再举案例加以说

明，案例教学成了一种辅助性的实践补充。因

此，高职课程的普遍现状是理论教学体系比较完

善，但案例教学尚未形成独立的体系，使得案例

教学法在高职课程教育中的作用不够明显，教学

效果也大打折扣。这与现代职业教育对高素质技

能型人才培养的基本要求不相适应。

2．教学方式互动性不够突出

在高职课程教学中，案例教学基本上采取的

是以教师为中心的讲解式教学法，教学方式比较

单一，即教师讲，学生听；教师问，学生答。案

例讨论的互动性很少，大部分学生在课堂上很少

有参与讨论的机会。传统的案例教学模式以教师

为主体，学生被动式接受，缺乏课堂讨论交流和

学生团队合作、自主学习，缺少对课堂教学过程

的关注和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提升，容易使教学

模式单一化，学生思维方式被动化。这样的案例

教学，由于缺少师生互动、学生互动，难以激发

学生的积极性和参与性，忽视了学生的课堂主体

性地位。

3．案例内容技能性特征缺乏

在现有的案例教学模式下，由于尚未形成案

例教学自身独立的教学体系，教师缺乏对案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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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的整体性考虑和技能性要求，案例的选取、问

题的设计等与现代职业技能要求有一定差距。职

业教育的技能性特征要求教学内容必须体现出技

能性，就是案例的选取和组织要与技能性特征相

衔接，每一章节的案例能体现出不同技能性要求

的层级差异与渐进，如此方能更好地培养学生的

高素质技能。否则，不利于现代职业技能型人才

创新性思维的培养。

二、互动式案例教学在高职经管类专业课程

中的运用

高职经管类专业课程的特点是多实践性和应

用性。以高职经管类市场营销专业为例，目前普

遍开设有经济法、消费行为分析实务、电子商务

应用等基础课程，以及市场营销实务、商务谈

判、商品实务、网络营销实务、市场营销策划等

核心课程，这些课程非常适合采用案例教学形

式。互动式案例教学则是对传统案例教学法的创

新与提升，也是我们课堂教学改革的一个方向。

互动式案例教学，即运用典型案例的形式，

采取师生、生生互动方法，以学生为主体，通过

案例导入、分组讨论、观点争鸣、总结提升等过

程互动，融会贯通相对应的知识技能，实现教与

学的互动统一。其核心就是充分发挥学生在课堂

上的主体地位，“整个课堂教学呈现以学习和学生

为中心的导学特征”，以案例合作讨论的形式激发

学生融入课堂教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全员参

与过程中享受学习的乐趣，实现教师与学生、学

生与学生、教与学的完全互动。关于互动式教学

的具体方法，吴康宁教授曾把课堂教学中的师生

互动分为三种类型：师班互动、师个互动与师组

互动；戴娟萍教授提出“三维”主体（师生、生

生、团队）教学互动，“三维”时间（课前、课中

和课后） 教学互动。尽管具体方式方法略有差

异，但都非常注重教学过程中的互动性，以达到

教师教学方式的调整和学生思维模式的改变。具

体来说，互动式案例教学在高职经管类专业课程

中的应用主要包括下面几个方面。

1．以资源库为样式，构建案例教学的系统性

实施案例教学的首要前提在于案例，没有合

适的案例，互动式案例教学也就无从谈起。因

此，结合高职经管类专业课程特点，案例的选取

至关重要，具体要求为：（1） 案例体现教学性。

案例的最终目的是让学生掌握相关的知识技能，

因此案例除了具有典型性，更需要根据课程的教

学进度，结合不同教学模块的技能要求，选取与

课堂教学内容相关联的代表性案例。（2）案例具

有启发性。互动式案例教学要求以案例为中心展

开讨论，因此案例要有可讨论性，循序渐进设计

系列问题，由问题引发多层次的争论，启发学生

进行思考。（3）案例来源互动性。互动式案例教

学，在案例的选取方面也应体现互动性，除了教

师提供案例外，也可以由学生根据教学要求去查

找案例，在课堂上讲解案例，与同学们分享案

例。（4）案例资源系统性。根据教学进度和课堂

教学内容，按照统一格式将案例进行整合归类，

由教师和学生共同建设案例教学资源库，并可随

时对资源库案例进行更新，保持案例的时效性，

使整个课程的案例资源建设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互

动。以高职经管类专业普遍开设的经济法课程为

例，教学内容基本包括以下模块：基本经济法律

制度，公司企业法，合同担保法，市场秩序法，

工业产权法，税收会计法等。根据教学内容不同

模块的职业技能要求，选取与之相关的典型案

例，并整合优化成为系统化的教学资源库。

有了良好的案例资源，通过编写正式的案例

教程，构建形成案例教学自身特有的体系框架。

课堂教学需摒弃以往传统的理论教学体系，教师

负责导入案例、提出问题，学生根据案例进行分

组讨论、分析问题、形成观点，教师最后总结提

升案例所引含的相关知识技能，在案例讨论过程

中完成知识技能的传授。通过系统性的全案例化

教学，引发学生主动思考、参与讨论，养成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对相关知识的领会

更深入，也更有利于高职技能型人才的培养。如

讲授经济法课程中的合同担保法模块，则直接在

案例教学资源库里选取与合同担保相关的案例，

学生对典型案例进行分析讨论，教师总结归纳应

掌握的知识技能，教师与学生都参与课堂教学，

在讨论分析过程中完成教学任务，同时也大大提

升了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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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学生为主体，突出案例教学的互动性

互动式案例教学，在课堂教学的组织形式方

面必须突出互动性。区别于传统的案例教学法，

互动式案例教学的“互动”要求主要表现为两个

方面：（1）课堂主体的互动性。学生作为课堂的

主体，教师作为学生学习的组织指导者，师生互

动是最基本要求；案例教学的特点在于讨论过程

中引发思考、激发兴趣，学生可以分小组以团队

形式展开讨论，也可以在学生与学生之间直接展

开对话，团队互动、生生互动又是应有之意；班

级作为一个集体，课堂主体的互动性要求每位学

生都能参与讨论，特别是要给不善言词、缺乏主

动性的学生更多机会，以达到互动教学的全员参

与性。而以往的案例教学中，往往只有师生互

动，而忽略了团队互动、生生互动，使案例教学

效果大打折扣。（2）讲授形式的互动性。传统的

教学模式下，教师已习惯于灌输式满堂授课，追

求知识理论的系统性；学生也习惯于被动式看黑

板记笔记，考完试则全忘记。互动式案例教学，

要求以案例讨论法代替传统的课堂讲授，教师应

把课堂的主体还于学生，教师主要负责案例导

入、问题提出、总结提升；课堂的大部分时间则

属于学生，学生要完成分组合作、问题讨论、观

点交锋。也就是在课堂上教师讲一部分，学生讲

大部分，学生讲教师听。如此学生方能被动变主

动，压力化动力，促使自己不断加强自我学习。

为实现教学过程的全面互动，案例教学的方

式需要尝试多样化。案例教学的最基本形式是案

例讨论法，即以案例为中心提出问题、分析问

题、形成结论。从案例展现的媒介本身来说，除

了文字性案例，需要有一定比例的音像视频案

例，学生可以在更直观的情境下感知案例，增强

案例教学的趣味性。除了案例讨论法，特定案例

情境下的角色模拟，也不失为一种很好的互动方

式。即设定某一具体的案例情境，学生扮演其中

的角色，还原案例的具体活动场景，在角色扮演

过程中展开分析讨论、学习技能。如经济法课程

中诉讼制度的模拟法庭实训，以学生为主体，学

生通过扮演审判员、原告被告、诉讼代理人、书

记员等角色，领会每一角色所应把控的基本流程

以及应具备的基本技能。通过角色对比和模拟实

践，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学生也更容易

参与其中，并引发对自身角色的问题思考。这样

的情景模拟，既带动了学生的全员参与，形成学

生之间的良好互动，又使学生在模拟过程中轻松

掌握了基本的技能和知识。

3．以课堂为基点，拓宽案例教学的全过程

互动式案例教学，课堂的互动是关键。但课

堂时间毕竟有限，并且案例教学的实施，需要学

生化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准备案例、熟悉案例，需

要有良好的自我学习能力，因此互动式案例教学

不能只局限于课堂，我们需将教学空间延伸辐射

至课前的案例准备、课后的平台交流。课前案例

准备，要求教师根据教学内容要求，结合学生的

专业兴趣，将讨论的案例或相应的背景资料提前

发给学生预习准备；学生需对案例或背景资料事

先完成阅读，根据预习所得自己撰写案例摘要或

资料报告等书面材料以备课堂讨论使用。课堂教

学结束，教师应通过精品课程网站、课程网络教

学等平台资源发布本节课堂的知识技能要点，布

置课后讨论作业，学生可以在网络平台在线学

习、完成作业，也可以在网络平台向教师提出新

的问题以及讨论的话题，进行互动交流。以高职

经济法课程为例，每完成一个模块教学，我们会

利用课程网络教学平台在线布置课后作业、下一

模块内容的案例收集，在课程讨论区提出所学知

识的案例讨论。通过课前、课后的多层次互动交

流，形成课前、课中、课后三位一体的过程互

动，既大大延伸了课堂教学的空间，提高案例教

学的课堂讨论效果，也非常有助于学生逐步养成

自主学习能力。

三、互动式案例教学过程中注意的几个问题

1．理论教学与互动式案例教学的平衡问题

传统的理论教学讲究知识体系的完整性，教

师全面讲解理论知识，涉及教学大纲要求的方方

面面知识点；而互动式案例教学，要求在课堂上

实行全案例化的互动教学，以案例分析讨论来推

出相应的知识技能，强调实践性和应用性。因

此，案例教学的体系严谨性不如理论教学。为弥

补互动式案例教学在理论知识系统性方面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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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在教学设计过程中需适当融入理论教学元

素，例如案例的编写设计紧贴教学进度和模块内

容，有比较清晰的框架体系，每个案例之前列明

需掌握的知识点，案例讨论结束教师做好总结提

升，归纳案例涉及的各个知识技能点，并拓宽讲

解与之相关的其他知识点，以形成完整体系。

2．互动式案例教学深度与广度的统一问题

互动式案例教学要求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体，

案例的深入讨论和互动交流，学生更容易接受教

学内容，学到的知识技能也更扎实。同时，互动

式案例教学讲究人人参与、互动交流，比起理论

教学势必需要占用更多的课堂时间，这会影响到

课程教学内容的广度。因为每门课程均有自身的

知识体系，教学内容应具有一定的覆盖度，不能

过于狭窄。这就需要我们在教学过程中掌握好深

度与广度的平衡，根据教学大纲要求明确案例教

学重点，对重点部分作深讲，课堂上展开讨论；

对普及了解部分通过学生课后自学、课程作业等

形式完成，教师在课堂上只作简单串讲、提示，

保持教学内容深度与广度的协调统一。

3．互动式案例教学效果的考核评价制度问题

传统的教学模式下，课程的考核评价多以期

末卷面考试为主，不管平时课堂表现如何，只要

期末考好了，课程成绩也会优秀。互动式案例教

学注重的是学生的课堂互动、讨论发言，强调学

生参与的全过程，传统的考核制度则显得不合时

宜。因此，与互动式案例教学相配套的考核评价

制度必须加以改革，注重学生课前、课堂、课后

的过程性考核，加大过程性考核成绩比重。如学

生课堂的讨论发言情况，提出问题分析问题的能

力，以及小组团队的沟通协调能力等，这些都可

作为过程性考核的组成部分。期末考试可以采取

团队作业、案例报告、作品设计等形式来完成，

而不局限于卷面的理论知识考核。在互动式案例

教学体系下，整个教学考核评价应突出互动性和

技能性要求，通过考核评价方式的改革反过来更

好地促进案例教学的不断完善。如此学生课堂有

兴趣、课后有动力，互动式案例教学在课程中的

应用也能落到实处，并不断创新发展。

[责任编辑：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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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Interactive Case Teaching to the Professional Courses
Of Higher Vocational Economic Management

YU You-fei
(Zhejiang Technology Institute of Economy, Hangzhou 310018，China)

Abstract：The interactive case teaching is an innovation to traditional case teaching. Its application to economic management profes⁃
sional courses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should stress on the case as the center and students as main subjects to realize the sys⁃
tematization of case teaching and interaction of teaching process. The balance between case teaching and theory teaching as well as
teaching depth and breadth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o and process assessment mechanism should be strengthened during the process
of cas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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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技能竞赛是职业教育中的一个重要赛

事，通过参加职业技能竞赛，师生可以充分展示

其高技能与高素质，同时职业技能竞赛的深入开

展对中高职“三二分段”的高职学段课程教学改

革也起到了引领促进作用，达到加强专业课程项

目教学与任务驱动教学，实现理论教学与实践教

学的有机结合目的。

一、高职学段计算机专业学生参加技能竞赛

的必要性分析

1. 高职学段计算机专业学生的特点

高职学段（二年）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是全

国多所高职院校普遍开设的一个专业，对于完成

中职学段（三年）学业进入到高职学段的学生来

讲是一个崭新的开始，在专业学习中普遍表现出

以下特点：

（1）接受新鲜事物能力强却基础薄弱。高职

学段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的大部分学生在中职学

段学习压力较小，在思想上比较活跃，容易接受

新鲜事物，对一些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能够进行积

极地思考，有独立的见解。但是学生在中职学段

学习文化基础课的力度不够，加之没有养成良好

的学习方法与习惯，自主学习的能力和学习的自

觉性较差，造成文化基础知识薄弱，大部分学生

没有长期刻苦学习的经历，缺乏刻苦学习的精

神。面对与中职不同的高职学习环境和要求，往

往不适应，又不知从何下手。

（2）喜欢实践性课程且动手能力强。实践性

课程以实践性知识为核心，以实践项目为教学内

容，教师讲授专门的实践知识和专业的技术。高

职学段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的学生动手能力较

强，通过教师合理的引导，加强相关的操作与训

练，能够完成实践项目，从中获得满足感，另外

在实践性课程中学生参与度较高，使学生的个性

得到良好发展，所以学生喜欢实践性课程。

（3）表现欲望强又有抗压能力。高职学段计

算机应用技术专业的大部分学生性格开朗，思想

简单束缚少，表现欲望较强，渴望展示自己的才

能，体现自己的价值，得到他人的认可。在外界

压力下，学生心理承受力比较强，能自信面对一

些挫折，有一定的抗压能力。但学生自我意识

强，团队合作意识比较差，进行合作性的实践与

训练有较大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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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学生参加技能竞赛的必要性

学生通过参加职业技能竞赛，一是可以激发

学生渴望成功，获得认可的心理，促进学生在各

方面得到发展，认识自身价值，提高自信心，使

学生对学习重新产生兴趣，在竞赛训练中确立良

好学习习惯，增强自主学习能力，养成刻苦钻研

的精神。二是学生在竞赛训练中需要加强沟通与

协作，这样能够提高学生团队合作能力，发挥团

队精神，同时也提高了综合实践能力。三是职业

技能竞赛对技能操作的规范性与专业等要求更

高，学生通过参加职业技能竞赛可以加强实践操

作技能，学习标准的操作规范，建立正确职业道

德意识，增强产品质量意识与安全意识，为今后

的就业打下良好基础。所以，高职学段学生积极

参加职业技能竞赛对于他们的职业生涯能够起到

极大促进与引领作用。

二、技能竞赛引领课程教学改革与教学评价

职业技能竞赛的赛项设置、评价标准与国家

经济战略发展、产业结构调整、企事业单位急需

的岗位技能联系比较密切，有利于校企进行针对

性的合作，符合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所以

职业技能竞赛的深入开展对当前我国现代职业教

育的加速发展起到催化剂的作用。

1. 技能竞赛引领课程项目式教学改革

全国计算机类的职业技能竞赛有技能竞技类

比赛、开发创新类比赛等，它们有一个共同点是

竞赛项目根据职业岗位设置的一个项目或任务进

行，选拔具有综合设计能力、实践能力与创新能

力的职业化人才。这就直接影响在高职学段计算

机专业课程中以项目化课程进行的教学，特别是

计算机二维三维图像动画设计与制作类课程，这

类课程可以采用项目教学，教师针对教学内容要

求的单项技能与综合技能根据设计的学习情境导

入教学项目，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对项目进行主

动地探究、思考，制定制作方案即分解任务，并

加以实践、运用、解决，这个过程知识与实践能

力得到提升，同时这一过程教师与学生之间、学

生与学生之间对“任务”要有充分的交流，体现

出教、学、做一体的特点，这样学生充分感受到

满足感、成就感，从中也获得学习的快乐感，激

发了学生的求知欲望。同时大大提高了学生学习

的效率和兴趣，培养他们独立探索、勇于开拓进

取的自学与创新能力。

高职学段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的学生虽然接

受新知识事物能力比较强，但对知识与实践的理

解巩固性较弱，对所学知识容易忘记，其实践操

作技能无法扩展，也制约了创新能力。因此可以

引用职业技能竞赛中一些实用案例，例如全国信

息技术应用水平大赛计算机二维三维图像动画比

赛项中的技能实例题目，这些题目结合企业实际

工作案例，教师将这些题目转化为工作项目，通

过项目的学习与操作训练，以提高学生信息素

养、培养动手能力、提升其就业技能。结合高职

学段计算机专业学生的学习特点可以采用“学习

卡片”的教学模式。“学习卡片”的作用是使学生

对项目任务由初步感性认识，到逐步深入理解分

析，最后确定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学习卡片”

分为项目展示、项目分析、项目实施三个环节。

（1）项目展示。在进行项目式教学过程中教

师首先向学生展示所做项目，让学生认真观察所

做的项目，同时教师积极启发学生，让学生注意

所展示项目突出特点，思考项目分成几个工作任

务完成，需要什么实践操作来完成，并把思考的

结论写在“学习卡片”上项目展示框中，使学生

加深记忆，明确操作环节要点。这个环节使学生

对所做项目有个初步理解，学生可以回顾学过的

知识点，也可以对新的知识点有个感性认识。学

生在项目展示过程中“一边观察；一边思考；一

边写任务”，形成“三个一”的教学模式。

（2）项目分析。在项目展示的基础上，教师

继续带领学生深度分析教学项目，让学生进一步

明确所分解的工作任务，分析工作任务，确定操

作流程与步骤，这些操作需要哪些新的知识点，

在操作实践中会遇到哪些问题，在学生思考以上

问题时，教师要用简单化、生动化语言并结合生

活的实例讲解所涉及的基本知识点，初步化解学

生对学习知识重点与难点的疑问，让学生对所做

工作任务有更深的理解，之后把思考的结论写在

“学习卡片”上项目分析框中。通过项目分析环

节，学生对所学习的新知识有了初步了解，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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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后续的实践工作任务操作讲授中提高讲解

效率，同时为学生提高实践操作效率打下良好的

基础。

在进行项目分析这个教学环节的初始，由于

高职学段计算机专业的学生自身基础知识薄弱，

学生可能对分析环节感觉比较困难，对于一些重

点与难点操作步骤的理解，老师带着学生一边思

考一边分析，让学生逐步学会想问题、问问题、

写问题，形成“三问”的教学模式，增强学生参

与度与自信心，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

（3） 项目实施。在对项目进行深入分析与

反复讨论后，教师与学生可以共同展开“教、

学、做”一体化的任务驱动教学。教师演示实践

技能操作来讲解工作任务的重点步骤，这个过程

教师要充满激情，可以利用适当的肢体语言，吸

引学生的注意力，注重与学生的眼神交流，及时

了解学生学习的状态，询问学生是否适应教师讲

解的方法，掌握学生学习的情况，听取他们的意

见和建议，根据学生所反映的意见和建议，在不

影响教学的整体进程的前提下，以最快速度调整

讲授方法，让学生以较短的时间接受新的实践技

能知识。随后学生尝试独立完成项目作品，学生

可以互相讨论与沟通，与教师进行交流，把自己

在操作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写下来，找出解决问题

的正确方法并进行有效的操作实践，这一环节以

学生为主体，学与练相结合，以练带动学，以学

促进练开展任务实践训练。这样对学生的知识与

实践的巩固起到很好的作用，强化了学生的综合

能力培养，特别是对学生自学能力、创新能力、

团队意识都有很大的增强，从而能产生很好的教

学效果。

高职学段计算机专业在二维三维图像动画课

程实施的过程中，采用“学习卡片”的教学改革

模式需要一个逐步适应的过程，开始学生不知道

如何下手，这需要老师来引导他们来写学习页，

带着他们观察任务、分析任务、在老师的指导下

完成任务，最后进行评价。经过一段时间训练，

学生基本能独立完成学习任务，利用“学习卡

片”的教学过程使学生对知识点与实践操作有了

深刻的体会，对知识的巩固能起到很大的作用。

2. 技能竞赛引领课程教学评价改革

对于高职学段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二维三维

图像动画类课程合理的教学评价与考核是教学环

节的一个重要过程。评价与考核环节需要反映出

学生掌握课程重点知识与实践技能的程度，而且

要充分体现评价在学生综合素质能力培养的引导

作用。职业技能竞赛考核评价标准为进行课程教

学评价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职业技能竞赛的评

价考核方式是按照职业岗位的评价标准来对参赛

学生的竞赛成果进行评定，同时按照工作项目中

的各个知识点、实践技能、综合素质等考核点设

置评分规则，这样能反映出职业岗位的综合技能

要求，突出了对学生职业素质的评价。在评价标

准中既要有应用基本理论知识点进行实践操作技

能的考核，又要有对职业素养的综合考核；既要

着重过程化的考核，又要着重学生实践作品的成

果考核。这样在培养学生自学能力、操作能力、

适应能力、团队合作能力等方面具有很好的促进

作用。

针对高职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学生学习的特

点，二维三维图像动画类课程的评价考核标准可

以分为过程评价、阶段评价、综合评价三个过程。

（1）过程评价。过程评价是对学生在平时学

习过程中态度、参与度、操作能力、同学之间合

作能力、工作责任心、职业道德、安全操作意识

等方面进行评价。通过此评价环节可以培养学生

职业素养，能够更好的适应未来的就业工作环境。

（2）阶段评价。阶段评价是对学生完成专业

课程某一阶段学习任务的评价，以某一项目为内

容，通过完成项目成果，对学生掌握知识和基本

技能的程度进行评价。高职学段计算机专业阶段

评价可以结合全国信息技术应用水平大赛二维三

维图像动画设计类比赛说明与题目要求对学生进

行项目教学与评价，考察学生的图像动画制作技

能和创新能力，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阶段评价是项目教学评价的一个综合体现，

在项目教学评价中可以采用“评价卡片”模式。

“评价卡片”的运用使学生能够逐步认识自我，加

强自身的团队协作意识、增加学习技能的兴趣。

“评价卡片”可以分为自我评价、学生互评、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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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三个环节。

①自我评价是学生对自己制作三维作品的初

步评价，是一个初步感官认识，是一个自我肯定

的过程。在这个评价环节，由于学生在一开始对

所做成果的理解与评价较弱，容易产生评价偏

差，所以教师要引导学生从哪些要素评价自己的

成果作品，让学生逐步学会客观评价项目成果，

从而意识到自身操作技能的差距，加强操作训

练，提高综合实践技能。

②学生互评是将学生分组互相展示成果作品

进行评价与讨论。同学之间以另一个角度去观察

作品，能提出不同的见解，学生对作品的改进获

得初步的建议，能比较明确自己对成果作品的改

进方向，这时学生可以互相讨论，取长补短，加

强学生之间的协作能力。

③教师评价是教师给予更专业性的评价，这

个过程是在全班展示作品，教师给予更专业性的

建议与评价，这时教师与学生要充分交流，让学

生得到专业性的认识与理解，对学生提高自信

心、分析能力有很大的帮助。

（3）综合评价是在学生经过项目式教学与评

价之后，采用展示、发布、交流等多种形式，让

学生自定主题，自己设计，创作有个性的作品，

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力，对学生运用计

算机多媒体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能力、创新

精神和实践能力进行评价。对计算机二维三维图

像动画类课程综合评价可以结合全国三维数字化

创新设计大赛规则，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分组完成

所设计作品，同时可以参加此项比赛，以大赛牵

引学生、提高学生自主学习信心，培养学生工作

和技术创新实践能力不断地提升。

三、结语

高职学段学生积极参加职业技能竞赛可以充

分展示自身优势，对提高综合实践技能起到了促

进作用，同时对专业课程的教学与评价改革起到

引领作用，逐步实现专业课程教学和就业需求的

无缝对接。

[责任编辑：刘晓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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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al Research of Curriculum Teaching Reform in Three-year Secondary School and
Two-year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Function of Skills Competition
WANG Yan

(Tianjin Land Resources and House Vocational College, Tianjin 300270, China)
Abstract: Skills competition in vocational colleges is an important platform for the selection of highly skilled and highly qualified
talents.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mputer application technology professional students in the learning stage in higher voca⁃
tional colleges, and taking the course of computer 2D or 3D graphics animation design and making as an example, the paper analyz⁃
es the guiding role of professional skills competition for the project teaching of professional courses. At the same time, the paper dis⁃
cusses task driven teaching method by using of "learning card" and "evaluation card" to cultivate students' learning ability and inno⁃
vation ability, so as to improve their practical skills and comprehensive quality.
Key words: skills competition; computer specialty; teaching reform; learning stage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teaching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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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高职院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
——以高职文化产业管理专业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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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面对日益增长的新兴文化产业人才需求，高职院校通过开设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培养符合大

专层次定位的优秀人才。在办学过程中，特殊的专业特点导致模糊不清的专业定位，“宽口径”的培养则导

致课程重置。专业特点的问题促使高职院校必须根据“纵横平衡”原则，采用排除法对专业进行精准的定

位，并在此基础上合理设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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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文化产业作为新兴产业、朝阳产

业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在国家层面出台

的政策引导和扶持下，伴随文化产业欣欣向荣的

发展态势，诸多高校纷纷开设文化产业管理专

业。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办学的院校多为本科高

校，高职院校尚不多见。本文将结合部分学者对

本科层次该专业的研究成果，来探讨中小城市高

职高专院校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方向和

课程设置的问题。

一、前车之鉴——本科高校文化产业管理专

业的困境

当前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在数量上虽然发展迅

猛，但普遍遇到了“招生热就业冷”的尴尬：毕

业生难以寻觅到专业对口的工作，用人单位、人

才市场对毕业生的反馈也不尽人意。许多学者、

教师纷纷探究原因、寻觅破解良策。概而言之，

原因有以下两点：

1．“交叉性”、“综合性”的专业特点导致的

专业定位不准

文化产业管理专业是一个由文化学、产业学

（经济学）、管理学三大学科构成的具有交叉性、

综合性特点的新兴专业。三个学科都拥有各自对

应的专业和院系（文化学→人文院系、产业学→
经济院系、管理学→管理学院）。从行政和教学管

理的角度，新兴专业需要挂靠在某个已有的院系

下，待其发展壮大成熟后才能脱离母体院系独立

出来。但是当前大多数高校将这个包含文化、产

业、管理三科内容，立足于“通才培养”的专业

归属于三科之一的门下。其结果是主管院系受制

于固有的专业建设模式、师资、校内外实践基

地、教学成本等因素，明明定下了“通才”的培

养目标，实际操作中又不得不向或者说不知不觉

地向本院系（学科）特点靠拢。例如，归属于人

文学院的往往文化类课程较多，产业学和管理学

课程较少，成为“若干文化课程+少许经济、管理

课程”结合的拼盘模式，这一处理方式通常会造

成两种情况：一是两个学院的教师对这个新兴专

业比较陌生，缺乏研究，因而教学时容易忽视了

该专业视野下商业、管理类课程的独特性；二是

由于人文学院对产业学、管理学知识不甚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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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课时、科目限制等原因，设置课程时极易忽

视课程间的关联。反之，倘若商学院或者管理学

院成为母体院系，那么课程体系中对“文化学”

的阐释很可能不够到位，那该专业的“文化”特

色将会模糊化，和其他传统的产业管理专业也就

无甚区分了。总之，交叉、复合型的专业定位与

专业归属的多样化不仅未能相得益彰，也使“通

才”的人才培养目标实现困难。三大学科原有的

知识体系并未有效地融为一体。

2．“宽口径”培养导致课程设置复杂

事实上，即使解决了专业定位、归属的问

题，明晰了文化、产业、管理三者的课程比例，

并在后两类课程授课时注意到“文化”特色的阐

释，该专业的课程设置依旧是个大难题。原因在

于文化产业的概念和内容十分宽泛。2009 年的

《中国文化产业年度发展报告》中划分的文化产业

类别有 14种之多。而从纵向看，文化产业链包括

从创意到策划、从服务到中介、从管理到营销。

文化产业“纵横具泛”的特点使得要在短短四年

时间把所有涉及文化产业的相关知识逐一进行详

细的教学显然难度较大。

专业定位的模糊和课程设置的复杂还造成师

资培养的滞后。新兴专业难以引进成熟的专业师

资，只能对已有的教师加强培养。教师们虽然在

原来领域有一定造诣，但对这个复合交叉性专业

中的其他领域却知之甚少。因为文化产业中的子

行业“虽然都可以用‘文化’的名义统一到一个

产业之下，但实际上它们拥有各自特有的行业属

性和运转轨迹，彼此之间差异很大。”举例来说，

电影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运营模式可谓截然不同，

即使同属传媒业，报纸、期刊、图书类的纸质媒

体型与影视节目型的运营模式也是大相径庭的。

宽泛的人才培养目标要求教师掌握 14个子行业

（子行业下还有细分） 在各自产业链上某个阶段

（比如营销）的知识。教师们只得在各自学科背景

下按照原有的教学习惯、模式从教，教学过程中

文化、产业、管理三大知识群无法实现有机融合。

二、“纵横”平衡——地方高职高专院校专业

定位与课程设置的原则

1．高职高专院校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的定位

针对文化产业专业定位难的问题，有学者提

出应将该专业提升为一级学科，按照文化产业的

横向分类（即各子行业）来设定二级学科，专业

设置则按照文化产业链条纵向分类设计。高校设

立文化产业管理学院，院下设系，如广播影视经

营管理系、出版经营与管理系、网络文化经营与

管理系等。各系下再设投融资专业、生产管理专

业、营销管理专业等。将属于文化产业的旅游管

理、会展经济与管理等调整回来。对已经成立的

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则可以设立文化产业系并在

系下增设专业以及划分方向、调整课程，待其发

展壮大后再作考虑。毫无疑问，以上方案对于本

科高校都是具有可行性的，但对于高职高专院校

来说，受制于学校规模、行政级别、师资等因素

所限，却难以付诸实践。那么高职院校应该如何

进行专业建设，增加市场竞争力呢？笔者认为破

解此题不妨使用排除法。即在谨慎思考文化产业

的专业特色、要求等因素后，选择一个能够兼顾

文化产业子行业和产业链的切入口办学。

首先，高职高专院校文化产业管理的专业定

位应在本科高校、艺术院校、职业院校已成熟专

业之间寻找培养范围。目前这一新兴专业仍需依

托某一母体系部，但专业目标、课程设置可以有

所偏重。文化产业需求的人才包括产业链前端进

行创意、策划的设计型人才，中端部分的生产管

理类的技术型人才，以及后期从事服务、营销的

经纪型人才三大类型。这三类人才里哪一类适合

高职院校培养呢？笔者曾做过一个市场调查（见

表1）。
表1说明产业链中端的管理类人才对工作经验

和学历要求最高，应届高职毕业生难以和工作经

验丰富或者高学历者竞争。但大专生在产业链前

端的创意策划类的设计工作以及后期服务、营销

类工作中可以占有一席之地。尤其是现代服务类

的工作总体而言并不特别强调理论性，且演艺娱

乐、文化旅游、文化宣传营销、会展广告等工作

地点或有一定的移动性，因此倾向于选择朝气蓬

勃、精力充沛的职场新人，对工作经验不甚看

重，给大专生甚至中专生都留下了一定的职位空

间，两者相加比例达到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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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调查表明高职高专院校培养的应该是专业

技术人才和现代服务人才，更具体而言，是这两

大类里的创意人才和营销人才。多位学者指出

“本专业的重心在很大程度上，以定位在文化产品

的创意或是营销上为宜”；“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必

须围绕创意策划、营销运作人才规格设置课程”。

为何是这两个方向呢？因为第一，高职高专院校

培养的应该是微观层面的技能人才，而非理论涵

养深厚的宏观管理人才，后者属于本科及以上层

次的院校人才培养的范围；第二，“处于前端的内

容生产是整个产业链的核心，重视并提升内容产

业是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根本”。第三，全国许多

艺术院校、传媒院校、职业学院对制作生产型人

才已有较为成熟的培养模式，且一些行业已有学

科专业（新闻传媒有播音与主持、广播电视、编

辑出版等），但文化创意、营销类人才尚未有较多

的关注，尤其是对中小型文化企业的创意、营销

人才的培养呈现出空白。这正好是高职高专院校

可以确定的人才培养方向。

其次，高职高专院校的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应

该立足于区域文化特色及现有的文化产业特点来

构建培养方案。一方面，高职高专是为地方经济

建设输送技能型人才的高校，因此在专业定位时

必须依托于区域文化特色，即根据本地区经济与

社会的发展，理清区域文化产业需求的人才类

型、层次。以镇江高等专科学校 （以下简称

“本校”）所在城市镇江为例，有些文化产业（如

电影业、电视业、演出业、艺术品经营业等）二

三线的中小城市受制于地方经济规模、人力资

源、人文自然风貌、文化氛围等，实在是无力也

无需染指这些行业产业链中的上游或者核心部分

（即创意策划、制作、营销等）；另一方面，一个

更加现实的理由是该专业的人才培养必须走“校

企结合”、“产学结合”的道路。大多数院校在开

设本专业时必须考虑教学成本的问题，这就要求

在本市或者周边地区至少有一定数量的企事业单

位可供实践教学以及实习。因此高职高专院校必

须根据区域内现有文化产业的类型、质量、规模

确定合适的专业方向以利于教学实践。

第三，高职高专院校的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定

位必须考虑现有师资力量和生源状况。现有师资

在学科建设、学术科研等方面都有了相当的积

累，教育资源充足，教学水平较高，可以发挥已

有优势，使人尽其才、物尽其用，降低教学成

本，提高办学效益。生源状况包括生源的经济状

况和能力状况。考虑前者是因为该层次的学生除

少部分进行专转本、专接本的深造外，大部分学

生及其家庭需要毕业后即能就业。因此高校一定

要注意专业的应用性。同时，校方需要考虑人才

培养要求是否能为大部分学生的水平所接受。因

为文化产业中部分子行业的知识能力要求很高，

绝大部分大专层次的学生在短短两三年内很难完

成专业要求。

2．课程的设置与建设

主办院系与协办院系必须就课程设置问题进

行充分的沟通。首先，必须保证合作院系开出的

核心课程群获得充足学分和课时。课时缩水很可

能会导致教学内容缩水、教学效果大打折扣。其

次，主办院系必须保证一定的经费用于共享资源

的建设、使用。第三，主办院系与协办院系的教

师之间应就教学问题保持密切交流。教师教学时

都会尽量靠近自己熟悉的、专攻的研究方向，合

作院系教师难以为了因“业”施教而努力涉足陌

年龄

学历

工作
经验

A．25岁以下

B．25-35岁
C．35-45岁
D．45岁以上

A．研究生

B．本科生

C．大专生

D．中专

A．2年以下

B．2-3年
C．3-5年
D．5年以上

经营管理人
才（企业管
理、财务管
理、项目管
理、生产管
理）

24%
38%
31%
7%
36%
40%
24%
0

11%
0

11%
78%

专业技术人
才（创 意 设
计 、动 漫 游
戏 、新 兴 传
媒 、影 视 制
作 、工 艺 美
术）

35%
35%
22%
8%
36%
32%
27%
5%
13%
60%
27%
0

现代服务人
才（出版印刷
发行、演艺娱
乐 、文 化 旅
游、文化宣传
营销、会展广
告）

19%
37.5%
37.5%
6%

12.5%
44%
31%
12.5%
53%
35%
12%
0

表1 市场调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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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领域，主办院系也无法对对方的教学过多置

喙，这就要求主办方的专业教师主动了解对方核

心课程的内容、知识点，虽不求精通，但至少能

够泛解。这样授课时能够有效地融合文化产业管

理这一“交叉综合性”专业的知识体系，而不会

使学生将文化、产业、管理三者割裂开来机械地

学习。如图１示所示。

文化产业管理专业课程可做如下设置：

（1）专业基础课（文化类课程群）。一是文

化类课程，作为一个培养文化生意人的专业，要

学会用文化赚钱首先必须对文化有相当的理解和

鉴赏能力，因而有必要开设一定数目的文化课

程，如中国文化、外国文化、当代文化、艺术鉴

赏；二是语言类课程，良好的书面和口头表达能

力是一个优秀的营销人员必须拥有基本素质，因

此设置了普通话、口语与交际、广告文案写作、

公关礼仪等课程。

（2）专业核心课（产业类课程群）。该课程

群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培养文化产品的宣传设计

能力，对产品能够进行出色的宣传无疑是营销过

程中的重要环节，为此设置了广告设计类的课

程，除了前文提及的文案写作外，还有广告策划

与创意、电脑平面设计，以及文化传播活动设

计，这些课程不仅使大专层次的学生能够掌握一

门实用的操作技能，而且指出了一个具体的、就

业门槛相对较低的方向，有利于学生的实习和初

次就业；第二类课程则是营销理论与实务、文化

产品营销策略，这两种课程的组合突出了培养

“文化产业专用营销人才”的目标，强调了该专业

营销人才必须具备的文化属性。

（3）专业拓展课（管理类课程群）。这类课

程主要有交际心理学、文化市场法律法规、管理

学原理等，这些课程理论性较强，主要教授文化

市场的经营管理方面的知识，虽然高职高专院校

着力培养应用型人才，但从学生的可持续性发展

的角度来看，开设一些拓展课程使其了解宏观管

理知识还是很有必要的。

三、结语

高职高专院校可以借鉴但不能照搬本科高校

的人才培养模式，尤其在课程设置方面切勿采用

“拿来主义”。原因有二，一是许多本科院校对文

化产业管理这一新兴交叉专业的性质、特点还未

捋清、明确，在专业建设时仍处于探索、调整状

态，因而高职院校不能将其人才培养方案作为成

熟模式直接采用。二则与综合性本科高校、专业

性本科高校（如艺术、传媒类院校）以及应用型

本科高校相比，地方高职院校在生源状况、教学

传统上有诸多差异。特别是所在地为中小城市的

高职院校，它们主要服务于地方经济，为中小企

业输送人才，加上“校企合作”、“产学结合”的

教学传统，这些因素必定使其专业建设会受制于

地方产业的类型、规模。总之，高职高专院校在

借鉴本科高校开设该专业的经验教训的同时，需

要充分考虑职业教育的特性，尤其是以往研究中

较少顾及到的生源状况与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契

合度，以及地方产业状况对专业设置和建设的掣

肘等问题。

[责任编辑：张强]

图1 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的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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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ve Study on Professional Talents Training Mode in Local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aking Cultural Industry Management Specialty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s an example

GAO Chang QIAN Xing
(Zhenjiang College, Zhenjiang 212003, China)

Abstract:In the face of growing demand for talents of newly developing cultural industry,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cultivate excel⁃
lent talents in accordance with college level through setting up the specialty of cultural industry management. In the process of
school-running, the special specialty characteristics lead to a vague professional orientation, and the“wide-aperture”training mode
leads to a resetting curriculum. These problems in specialty characteristics urge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o make an accurate posi⁃
tioning of the specialty with elimination method and then lay out the reasonable curriculum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balance.
Key words: cultural industry; talents training; curriculum setting

2011(2):89-93．
[4]钟 璞.管理与产业双重职能下的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建设研究[J].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学报,2013(2):22-26．
[5]袁 瑾.创意人才培养应韬光养晦——破解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发展的三大误区[J].鸡西大学学报,2012(9):33-35．
[6]王龙标.文化产业人才培养的困惑与产学结合的探索[J].学术论坛,2012(10):65-70．

碎片化学习。

6．实行教师定期下现场，建立专兼结合的

双师队伍

师资是教学开展的重要要素，现代学徒制必

须有一只具备高素质的双师队伍，但我国的专业

教师队伍，很多都是从学校毕业又到学校工作，

对现场的工艺不了解或了解不深，严重制约着学

徒制的开展，而按现行正常政策，完全聘任企业

师傅做教师既不可行，又不能。故从我国国情出

发，建立教师定期下现场，真正参与企业生产，

熟悉生产工艺和设备，保证教师及时掌握生产技

术的最新动态。面对目前双师短缺现状，救急的

办法是从企业聘任兼职教师，在以后的教学中随

着专职教师的成熟逐步减少。

[责任编辑：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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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lemma and Exploration of Countermeasures in Implementing Modern Apprenticeship
HUANG Yin-xiu TANG Guang-hua

(Hunan Chemical Vocational Technology College, Zhuzhou 412006, China)
Abstract: Modern apprenticeship is a talents educational system which combines traditional apprentice training with modern voca⁃
tional school education. In practice, the masters-training-apprentices method is the biggest difference between modern apprentice⁃
ship education and modern vocational in-school education. Modern apprenticeship education has got high attention in education do⁃
main by its effective enhancement of practical skills.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racticing modern apprenticeship
education in China, analyz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causes and draws on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carrying out modern ap⁃
prenticeship from Germany and Britain to explore the methods of solving related problems.
Key words: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modern apprenticeship; dilemma;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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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复合式人才培养改革的必要性与实施路径
——以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印刷包装类专业为例

贺文琼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深圳 518055）

摘 要：适应社会需要是衡量教育质量的根本标准。对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印刷包装类高职毕业生就业

状况四年的调查数据分析表明，此类高职毕业生还无法全面适应岗位需求，其中重要的启示是复合式人才

的缺失。在高职院校推行复合式人才培养改革势在必行，实施“主干+拓展”模式是实现复合式人才培养的

路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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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国务院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

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指出：“把

提高质量作为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任务。树立科

学的质量观，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适应社会需

要作为衡量教育质量的根本标准。”在我国人才需

求已经全面市场化的大环境下，目前国内高校所

采用的招收和培养学生的标准，显然不能适应社

会的发展和用人单位的需要。随着社会经济的迅

速发展和就业市场的快速变化，专业口径宽厚、

职业迁移能力强的复合型人才已经显示出极大的

优越性和市场竞争力。掌握单一技能的专业化人

才培养模式无法适应当今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改变毕业生能力结构单一、综合素质不高、职业

变迁适应力不强、发展后劲不足的现状，是学校

当前人才培养改革的紧迫任务。

一、印刷包装类专业高职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

为了评估毕业生社会需求满足度和培养质

量，从 2009年开始，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

称“深职院”）连续四年委托第三方某教育数据

调查与咨询公司对本校毕业一年后的学生开展问

卷调查，积累了大量的数据，其中包括本校传播

工程学院（原媒体与传播学院，以下简称“传播

学院”）下设的印刷包装类5个专业毕业生的调查

数据，其统计分析结果为我们的教育教学改革提

供了依据。

虽然同一指标四年的数据有波动，但主要指

标所反映的问题相似，下面以 2012届的调查数据

为例进行分析。

1．就业现状

表1 就业现状调查数据（2012届）

深职院印刷包装类高职毕业生就业率高，学

生对就业现状满意度偏低，职业期待吻合度较

低，因基本在深圳就业，月收入高于全国高职毕

业生，但低于深职院毕业生平均水平。见表1。
2．离职率和专业相关度

据公司调查数据，我国高职院校毕业生半年

指标

就业现状
满意度

毕业一年后
的就业率

毕业一年后
的月均收入

职业期待
吻合度

深职院传播学院数
据（5个专业）

63%
96%

3533元
38%

全国高职数据
（全部专业）

51%
90.4%
2731元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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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离职率 2010届为 44%，2011届为 52%，2012
届为 42%；第一年就业的专业相关度 2009 届为

57%，2010届为 59%，2011届为 60%，2012届为

62%。其中，91%的学生是自己主动离职，被雇主

解雇的只有2%，两者均有的占7%。见表２。

由此可见，高职院校学生的跳槽率高、就业

的专业相关度较低是普遍现象。

2012届调查数据表明，学生选择专业无关工

作的主要原因如下：

（1） 专 业 工 作 不 符 合 自 己 的 职 业 期 待

（55%）；

（2）达不到专业工作的要求（18%）；

（3）专业无关工作收入更高（11%）；

（4）专业工作岗位招聘少（9%）；

（5）专业工作的环境不好（7%）。

其中只有 18%的学生是因为达不到专业工作

的要求而选择了在其他行业就业，绝大多数学生

是因为个人的职业期待而离开了本行业。

3．学生需要掌握的最重要的能力

调查表明，深职院印刷包装类专业毕业生就

业最多职业是一般文职人员和平面设计，他们认

为应掌握的最重要的能力及满足度如下：

在实际工作中，毕业生认为最重要的能力跟

专业技能无关，虽然在麦克思调查中，印刷包装

类的毕业生对专业教学的满足度高达 94%，对学

校的满意度高达95.6%，但他们认为最需具备的能

力的满足度较低（见表3）。
4．企业对毕业生能力的期待

据相关资料介绍，在一个面向印刷企业管理

者的问卷调查中，印刷企业对毕业生能力的期待

从高到低的排序为：

（1）学习能力；（2）逻辑分析与综合问题处

理能力；（3）沟通能力；（4）职业素养与管理能

力；（5）印刷设备操作能力；（6）印刷专业理论

与知识。其中，与专业技能相关的能力均排在了

最后。

从以上几个方面的调查结果可以看出，高职

毕业生在其他行业就业的主要原因并非专业知识

的欠缺，而是因为个人原因、市场原因等多方面

的因素，有将近一半的毕业生选择了在其他行业

就业，留在本行业的毕业生从事所学专业对口岗

位的比例也较低。

毕业生在就业初期，主动离职跳槽频繁，努

力在社会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但他们受单一技

能的专业化人才培养模式的局限，社会普适能力

和职业变迁能力都较弱，就业竞争力不强，需要

较长时间在社会上进行磨练才能找到较满意的工

作。而另一方面，虽然有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生

走入社会求职，企业却普遍感觉很难招到合适的

员工。

二、培养复合式人才的意义及保证

高职院校各专业人才培养过于注重学生对本

专业岗位技能的熟练掌握程度、专业课程学时学

分过多、没有设置相关课程对普适能力和可迁移

能力进行训练。实践证明，很多学生毕业后从事

与所学专业相关性不高的职业，在学校所学的专

业课程无法支撑他们所从事行业的要求。我们必

须认真思索和研究如何根据专业涉及的行业现

状、学生特点、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形成一

套科学的、以学生为本、适应社会需要的人才培

养方案，将学生培养成复合型的人才。

复合型人才一般指具有两个及以上专业（或

学科）基本知识和能力的人才，他们在知识和能

力上都拥有与专才不同的特征。特征一，通过多

专业或学科知识的学习和能力的培养，复合型人

表3 学生需要掌握的最重要的能力

（印刷技术专业2012届数据）

序号

1
2
3

最重要的前3项基本工作能力

谈判技能（属管理能力，指与他人沟通
达到一致的能力）

服务他人（属理解与交流能力，指积极
地寻找方法来帮助他人的能力）

理解他人（属理解与交流能力，指关注
并理解他人反应的能力）

该项能力的满
足度

52%
55%
71%指标

半年内的离
职率

专业相关度

深职院传播学院
数据（5个专业）

52%
50%

全国高职数据
（全部专业）

42%
62%

表2 离职率和专业相关度调查数据（2012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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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拥有较宽的知识面；特征二，复合型人才具有

较强的综合能力，这得益于多专业或学科知识的

交融对能力形成所起的助力，并在多种能力的基

础上形成综合能力；特征三，复合型人才具有创

新的潜力，这是因为不同专业知识和能力的融合

有利于学生用全新的思维方法来思考和探索问

题，提出新的解决方案；特征四，复合型人才的

社会适应性强，他们符合当今技术和经济快速发

展下各类岗位对人才复合知识和能力的要求。

三、高职院校印刷包装专业推行复合式人才

培养的实施路径

高校培养复合型人才的一般方式有：双学位

（历）制、第二学位制、主辅修制、选修课制等，

对于只有三年学制、学习能力相对较弱的高职学

生来说，这些方式都难以维系学生的学习热情并

取得成效，不适合在学生中大范围开展。深职院

从 2012年开始，在全国高职院校中率先采用了一

种创新的复合式人才培养方案。

1．“主干+拓展”模式

所谓“主干+拓展”的模式，是以招生录取专

业为主干专业，以全校其它专业作为拓展专业

（方向），形成复合专业学习平台的一种模式。在

学校统一的部署下，我院每个专业（即学生的主

干专业）的教学计划学分从 129减少到 114，减掉

了 15学分。除了主干专业，学生需要另外修读一

个 15学分的拓展专业。即学生学习的总学分没

变，但同时修读了主干和拓展两个专业。

学校下属每个学院都申报并开设了若干拓展

专业，供本院或外院的学生选读。面向全校学生

的，称为校拓展专业；面向本院学生的，称为院

拓展专业。学生可以选择校拓展或者院拓展进行

修读，且必须修读一个拓展专业，学生修满主干

专业（114学分）和拓展专业（15学分）的全部学

分才能取得毕业证书。

据调查，高职院校中不喜欢所在的专业的学

生约有32.4%，复合型人才培养方案给了他们一个

选择喜欢的专业的机会，受到学生的普遍欢迎。

我院约一半的学生成功选读了其他学院他们感兴

趣的专业，其中很大比例的学生选择了营销类、

外语类、管理类、计算机类的拓展专业，这些拓

展知识和技能的学习无疑能为学生在行业内和行

业外的就业增添竞争力。

2．拓展专业建设

主干专业注重培养学生的核心专业能力，拓

展专业注重培养学生的职业变迁能力，“主干+拓
展”的复合式专业，不是机械组合，而是互补、

融合的有机整体，拓展专业的课程设置要体现出

基本的专业内涵，同时课程内容设计要简化易

学，主要讲授对应专业的普适性知识和基本技能。

拓展专业课程设置本着“框架浓缩、内容基

本、操作简单”的原则，注意课程的有机联系和

整体性，增加实践教学的比例。课程建设要突出

能力目标，以学生为主体，强调知识理论实践一

体化。拓展专业的开设和专业建设分为以下三个

步骤：

（1）主干专业原有教学计划的优化与课程整

合。以专业为单位，全体专业教师充分开展论证

与研讨，对主干专业原教学计划中较为分散、过

时或不尽合理的课程进行优化整合，去掉边缘类

课程，保留主线课程，保证主干专业的内涵及特

色不被弱化，并界定好主干专业课程间的边界，

取消课程间交叉重复的内容。通过压缩减少 15学
分，使主干专业教学计划更加合理有效。

（2） 拓展专业的设置、选配与课程模块设

计。根据学院现有设备、场地、师资及学生的专

业兴趣等因素，开设院拓展和校拓展专业。目前

我院为全校学生开设了出版与发行和包装技术与

设计两个校拓展专业，吸收了来自艺术设计学

院、动画学院、外语学院、化生学院等其他二级

学院的学生修读；还为本院学生开设了三个院拓

展专业，一般印刷图文信息处理专业的学生修读

出版与发行，出版与发行专业的学生修读印刷图

文信息处理或包装技术与设计。

（3）拓展专业主干课程标准研制。针对拓展

专业的主干课程，成立课程教学团队，根据教学

对象的特点，研究制定相应的教学大纲和课程标

准，保证教学质量和效果。以印刷图文信息处理

拓展专业为例，为非本专业的 5个班学生开设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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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课程：图文制作与排版、数字印前技术、数码

印刷、印刷与印后工艺，共计 15学分。以上这些

课程本专业的学生也要学习，但在给拓展专业的

学生进行讲授时不照搬原有的课程教学标准，根

据拓展专业学生的基础和兴趣，重新对课程进行

建设，变更教学内容、教学手段和考核方法。

3．科学设置复合课程组合

虽然拓展专业的开设为学生培养复合技能开

辟了通道，但学生所需的综合素质需要在主干课

程和拓展课程中科学地设置课程组合中予以实现。

（1）专业课程与通识课程的复合互补。在培

养学生具有较强的专业能力的同时，确定通识课

程的必修要求，注重培养不同职业普遍需要的一

般技能和文化与职业素养，如表达与交际沟通等

方面的课程。

（2）文科课程与理工课程的复合互补。文科

类专业修读一定的理工类课程，理工类专业修读

一定的文科类课程。

（3）专业课程与创新创业课程的复合互补。

为学生提供必要的创新创业学习平台。

四、问题

“主干+拓展”这项创新突破了现有的教学

组织架构和运行模式，是一项新生事物，虽然已

经在我校 2012级和 2013级两个年级的全体学生

中全面开展，初见成效，但有些矛盾也已经开始

显现，需要进行及时地分析研究，采取相应的措

施尽快解决。在近两年的时间中，以下问题较为

突出：

1．拓展专业选择问题

由于现有的师资、实训设备、教学资源等条

件的限制，拓展专业的学位是有限的，必然会有

学生选不到心仪的专业，只能让这些学生修习学

院指定的或捆绑的专业，“被拓展”的学生学习积

极性受到影响。

有些学生选拓展专业的时候比较盲目，未深

入了解就匆忙选择，等发现自己不喜欢或因基础

差修习困难时，缺乏退出再选的机制，而只能硬

着头皮往下走，达不到培养复合能力的目标。

还有一些学生不愿意“拓展”自己，希望能

纵向发展，更深入地掌握主干专业知识和技能，

但在当前的机制下，这部分学生的愿望未能满足。

2．拓展专业课程教学问题

拓展专业课程教学过程中面临着两大难题：

一是学生缺乏修习该专业的基础，特别是理工类

的拓展专业，达不到课程目标；另一个是拓展专

业班的学生基础参差不齐，教师很难兼顾。

3．教学运行问题

拓展专业班的学生有可能来自全校不同的学

院和主干专业，只能在这些学生都没有本专业课

程时才能安排拓展专业的课，但这是在常规按行

政班排课方式下不可能实现的。目前的解决办法

是规定每周周四只能安排拓展专业课，不能安排

主干专业课，用这样的方式避免冲突，但带来的

问题是周四的课程往往安排得过满，对于大课时

的拓展专业课，往往需要从早上到晚，不利于学

生消化吸收教学内容。

五、结语

传统的人才培养已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和

学生个人的需求，开展复合式人才培养成为学校

和学生的共识和希望，近年来，不少高校通过双

学位、辅修专业、选修课等方式进行了复合式人

才培养的实践和探索。我们认真学习并分析了各

种复合型人才培养实施路径的特点，也尝试过辅

修专业等方式，最终结合本校学生的需求和学习

特点，我们选择了“主干+拓展”的复合人才培养

模式。

这项人才培养改革实施近三年以来，受到学

生的普遍欢迎。在面向传播学院2015届11个班开

展的调研中，37%的学生认为拓展专业的学习可以

拓展知识面，提高个人修养；34%的学生认为拓展

专业的学习可以多掌握一项技能，将来好找工

作；22%的学生认为拓展专业的学习满足个人的兴

趣爱好；只有7%的学生态度比较消极，这些学生

的主要意见在于拓展专业课程难学或课程没有达

到预期。

“主干+拓展”的复合人才培养模式是一项创

新之举，经过近三年的实践，我们探索了一条复

合人才培养的通道，首届从中获益的学生正在进

-- 51



高等职业教育—天津职业大学学报第 24 卷第 2 期 Apr.20,No.2
行校外顶岗实习，同时开展毕业作品的制作工

作。传播学院 2015届以印刷包装类专业为主干专

业的学生，按照学校和学院的统一要求和安排，

自主选择了校内的二十余个不同专业作为拓展专

业，这种复合专业学习的方式受到企业的欢迎。

在学院组织的双选会上，除了传统的印刷包装行

业的企业，还吸引了一大批相关行业的企业，比

如文化传播企业、网络营销企业、外贸企业等，

学生的就业面明显拓宽，就业竞争力显著增强。

“主干+拓展”的复合人才培养模式是一个新

生事物，在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和教学运行上，

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将认真总结经

验，进一步研究对策、完善方案，为复合型人才

培养提供成功的可借鉴的经验。

[责任编辑：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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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cessity and Implementing Path of Compound-talents Training Reforms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Taking the Specialty of Printing and Packaging in Shenzhen Polytechnic as an Example
HE Wen-qiong

(Shenzhen Polytechnic, Shenzhen 518055, China)
Abstract:The adaptation to the social needs is an essential standard of measuring education quality. The four-year investigation da⁃
ta to the employment status of graduates of printing and packaging specialty in a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reflects the situation that
this kind of graduates cannot fully adapt to the position demands. The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is the absence of compound talents.
It is imperative to carry out compound-talents training reform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Trunk + Expansion”mode is one of
the paths to realize compound-talents training.
Key words: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compound-talents training; expansion specialty

--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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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期
2015 年 4 月

Vol.24,No.2
Apr.2015

高职工程造价专业人才培养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

张显国

（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安徽 六安 237011）

摘 要：随着我国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建设工程领域对工程造价人才的需求量越来越大，标

准也越来越高。高职院校工程造价专业在得到快速发展同时，好普遍存在师资、设备等办学设施不足，人

才培养方案不完善，人才培养模式不合理等问题。通过研究工程造价专业现状，分析行业企业对工程造价

人才的需求提出适应工程造价专业发展要求，及改革人才培养模式的对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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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加大了铁路、高速公路等基础

设施建设的力度，对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了大量的

资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和投资规模的不断加

大，使得各项工程对造价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

大，对工程造价人才的素质要求也越来越高。顺

应市场对工程造价人才的需求，各高职院校纷纷

开设了工程造价等相关专业，为工程建设培养既

能够熟练掌握工程技术、熟知工程造价理论及有

关经济知识，而且还能够熟练掌握工程全过程计

价和控制的复合型、实用型人才。我们在多年的

工程造价专业办学过程中，根据该专业人才培养

的特点，探索实施了“项目导向，工学结合，能

力递进”的人才培养模式，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一、高职院校工程造价专业人才培养现状

从专业分类特征看，工程造价专业是工程技

术和预算管理相结合的边缘型专业，最初作为大

类土木工程专业的一个方向开设课程。1998年国

家教育部把原“房地产经营与管理”、“管理工

程”、“国际工程管理”和“涉外建筑工程营造与

管理”等四个专业合并更名为“工程管理”专

业，并设置五个方向，其中工程造价作为“投资

与工程造价管理”方向开设。2003年随着国家经

济的不断发展及建筑市场的全面开放，教育部设

立了工程造价专业，此后各高等院校、高职高专

院校为满足市场的需求，争相开设此专业并大规

模招生，但随之而来的教学及专业培养弊端也逐

渐突显。

目前工程造价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大部分仍然

采用原来中国工程管理专业指导委员会的意见进

行设置，即采用“基础课程”+“专业课程”+
“方向课程”的结构体系。基础课程主要包括思想

政治类、应用数学类、语言类；专业课程主要包

括专业技术类、管理类、经济类和法律类等专业

性的基础课程；方向课程主要包括土建类、安装

类、装饰类、市政园林类、仿古类、道桥类等专

业性较强的课程。

纵观该专业全国各高职院校培养模式，大致

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一是基于工程技术开设本专

业，主要是依靠土木建筑类专业发展起来的，强

调专业的“技术性”；二是基于管理开设本专业，

主要是依靠管理类专业发展起来的，课程设置较

均衡，偏于管理性质；三是基于财经开设本专

业，主要是依靠经济类、财经类专业发展起来

的，着重投资和财务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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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看到，由于历史及社会因素的影响，目

前工程造价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虽然有一定的突

破，但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1．专业定位不够准确

准确的专业定位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定的

关键，进而进行课程体系的设计与教学内容的选

取。工程造价专业作为一个融合型的专业，是工

程技术和经济管理的有机结合，但由于高职教育

时间的限制，各高职院校仅仅重视技术或仅仅重

视经济，或仅仅重视管理，或仅仅把三者罗列堆

积，没有形成有效的融合机制和全面发展重点突

出的机制。

2．忽视专业教学改革和课程设置与市场需要

的对接

调查表明，工程造价专业开设以来，各大院

校招生均出现爆满的现象，各高职院校盲目扩大

招生数量，忽视了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导致课

程体系的设置不能适应市场对人才规格的要求。

对生源特征研究不足，课程教学改革滞后，影响

了人才培养质量和就业质量的提高。

3．教学案例及项目选择盲目，教学与生产实

际相脱节

一些高职院校对本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上也进

行了一定程度的探索，采用了案例、项目导向的

方式进行教学。但由于缺少实践经验，在选择案

例和项目上脱离实际，项目选取不当，导致教学

导向不明，不能很好地起到促进教学的作用，另

外由于实训条件的限制，实训时间安排不合理，

实践内容、实践手段和生产实践也严重脱节。

4．忽视“思想道德”与“职业道德”教育

一部分高职院校过分追求专业技术和就业，

忽视了思想道德和职业道德的教育，尤其随着现

代经济社会的发展，90后大学生的世界观、价值

观、人生观也发生了变化，这都需要重视和引导。

5．各专业课程、专业教师不能融合共长

由于工程造价专业是工程技术、经济、管理

相结合的一个专业，因此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上，

各课程既呈现一定的独立性，又呈现一定的相互

融合性，若这种独立和融合得不到科学合理的调

配，必将导致专业培养目标无法实现。

作为转型时期的高职院校，师资力量缺乏几

乎成为高职院校发展的瓶颈，这样师资良莠不

齐，企业老师、学校专业老师和职业导师（一般

为辅导员或班主任）不能很好的进行交流融合和

合作，这样也会影响人才的培养。

二、工程造价专业人才需求情况分析

随着建筑市场的快速发展和造价咨询、项目

管理等相关市场的不断扩大，社会各行业如房地

产公司、建筑安装企业、咨询公司等对造价人才

（包括造价员和造价工程师） 的需求会不断增

加，造价行业得到快速发展。同时也应当看到，

随着经济发展对人才结构的需求变化，未来造价

行业对人才的要求也会提高，可以说，机遇和挑

战并存。

1．工程造价与国际接轨，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随着国力的增强和海外市场的开拓，中国很

多工程、建筑企业开始在国外谋求发展，但由于

我国工程造价专业起步较晚，法律和各种制度标

准不健全，虽然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

阔的空间，但对人才的需求也不断提高，尤其是

对一专多能综合性人才需求更为急迫。

2．国内外市场的多样化促使人才需求的多样化

社会经济在不断的发展，人们的需求在不断

增加，这就导致市场的不断扩大，进而也促使人

才需求的多样化，比如工程造价目前不仅仅缺少

土建造价、安装造价、装饰造价，也缺少仿古建

筑造价、市政园林造价等类型的人才。多样化的

需求不仅给工程造价人才培养提供了更多的机

遇，同时也为人才培养模式及教学改革引发了更

多的思考。

3．造价人才教育与培养需要相应的学科及继

续教育支持

近年来，国家对造价行业实行了执业资格制

度，通过对建筑造价人员的统一考试，取得相关

执行资格。但是考虑到经济社会发展对工程造价

管理人才的更高要求，造价人员除应具备工程师

的技能素质以外，还应该在法律法规、管理、经

济学理论、计算机等方面具有较高的水平，具有

合理的知识结构，仅通过一次考试取得执业资格

很显然不能满足市场发展的要求，这就要求造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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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造价人员不断接交继续教育。

4．单技能型人才向全面型人才发展

工程造价人才不同于一般的工程技术人才，

不仅需要懂技术，还要懂管理、会预算。由于社

会、市场及相关方面的影响，高职院校在人才培

养模式上更多的注重单一的技能，而忽视其后续

的发展和全面的发展，这也不利于高职教育的发

展和人才的培养。

5．两“德”教育与技能教育并重

从国外尤其是欧美高职教育发展的形式来

看，两“德”教育（思想道德教育和职业道德教

育）的时间比重开始上升，在培养上就更注重人

性化。造价行业从事一线工作的人才培养，两

“德”教育显得尤为重要，不仅能够培养学生的职

业素养，同时能够提高学生的法制意识和道德意

识，有助于学生在未来的职场上得到更好的发展。

三、适应工程造价专业发展要求，改革人才

培养模式的对策分析

基于对高职院校工程造价专业人才培养现状

与工程造价专业人才需求情况分析，制定了基于

岗位对接的工程造价专业能力递进式人才培养模

式改革的研究路线，如图１所示。

1．科学调研，收集资料

科学调查研究是正确获取有效信息、利用有

效信息的手段之一。因此进行科学调研，取得人

才培养所需的第一手资料很有必要。调研的内容

主要包括毕业生跟踪调查和对企业岗位知识技能

需求的调查。一是对历届毕业生就业情况调查，

主要是获得学生在校学习的知识和技能是否在实

际运行中得到很好的应用，调查他们就业的去向

与就业单位的性质，以便我们在以后的培养中有

的放矢；二是对工程建设单位及造价企业进行调

研，主要是通过市场这个平台获得企业对工程造

价人才规格的要求，同时对工程造价岗位所需知

识和职业技能进行调研，为专业建设和课程体系

改革提供必要的依据。

2．建立校企合作机制，实现人才培养与企业

职业岗位的有效对接

高职院校要努力与更多的大中型企业签订长

期合作办学人才培养的协议，建立稳定的工程造

价专业实习、实训教学基地，并在此基础上实现

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的对接（如图2所示）。

（1）人才培养目标与职业标准的对接。参照

国家相关部门及行业制订的造价员、造价工程师

认证标准，作为高职院校来说，重点以造价员标

准为参考依据，同时通过对行业企业造价员岗位

的调研，最终确立工程造价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

（2）课程体系与岗位技能要求的对接。在确

立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基础上，进一步对企业造

价员岗位的典型工作任务进行分析，得到岗位工

作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对这些知识和技能进行归

纳，得到该专业的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体系（如

图3所示）。

（3）教学资源与实际工程项目的对接。选取

科学合理的项目、案例并建立资源库。以往的人

才培养模式主要是先理论后实践，而不是理论和

图1 基于与岗位对接的工程造价专业能力递进式

培养模式研究路线图

已就业学生的岗位适应情况

企业岗位对技能及能力的需求

科学调研，收集资料

校企合作，专业建设
与岗位对接

建立与岗位技能相符
的案例、项目资源库

线面结合的能力递进式课程体系

两德教育培养体系

专业老师＋职业老师＋企业老师
的评价体系

建立三师信息库

能力递进式的课程体系
及培养模式建立

科学合理的考评体系

专
业
学
习
及
师
生
双
向
交
流
的
网
络
信
息
平
台

工程造价专业人
才培养目标确立

工程造价专业
课程体系构建

工程造价专业
教学组织实施

（造价员、造价工程师）
岗位职业标准

工程造价岗位典
型工作任务分析

工程造价行业企业调研
造价员岗位知
识体系要求

造价员
技能要求

理论课程体系
实践课程体系
（实训项目）

课堂教学

校内实训

顶岗实训

图2 基于与企业岗位对接的工程造价人才培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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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的有机结合。最近几年一些高职院校和一些

应用型本科院校也探讨过对传统人才培养模式进

行改革，主要采用的是项目导向，案例引导的方

式进行，但在初步调研中我们发现一些高职院校

在对项目和案例的选择上过于盲目，且不符合实

际。我们在研究上充分考虑对项目和案例的科学

合理选用，并实时建立资源库、更新资源库，以

便做到特色发展。

（4）教学过程与企业工作实践的对接。产学

合作共建单位负责安排学生进行生产实习、毕业

实习，并配备师傅指导学生参与实践，理论联系

实际，真项目真做，参与编制建筑、装饰、水电

工程的概算、预算和竣工决算等工程造价文件，

参与实习单位的工程招投标以及各种调研工作。

通过生产实习、毕业实习、社会调研等实践教学

环节，一方面协助产学合作单位完成了工作任

务，另一方面通过实践，增强了实际操作能力。

3．建立点线面结合，以点带面的能力递进式

的课程体系

工程造价专业是工程技术、经济和管理的综

合，因此所学内容较多，但由于我国高职教育学

制为三年制，故此学习和实践时间都有限，这就

需要合理安排各课程的时间，疏理课程与课程之

间的逻辑，让学生在愉快中循序渐进地提高。

根据高职教育及工程造价专业能力培养的特

点，在工程造价人才培养中，以培养学生预算能

力为主线，能力培养“点”到“线”再到“面”，

学生能力逐步提升、扩大，从而形成螺旋式提升

和台阶式能力递进模式，最终达到专业岗位群所

需的职业能力和素质要求（如图3所示）。

4．两“德”教育与技能教育科学搭配，合理

融合

工程造价专业教学改革，必须通过多种形式

将思想道德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纳入专业人才培

养方案，要充分考虑了两“德”教育与技能教育

的结合，建立与专业核心课程体系并行的“两

德”教育课程体系，保证培养出的人才全面、合

格，无论思想素质还是职业素质、能力素质都有

新的突破。

5．完善“三师”信息库，建立全面科学的考

评体系

长期以来，各高职院校对人才培养体系考察

都采用平时分加期末考试成绩分，且测评的时候

主要由校内老师测评，这就使学生的职业性与实

践性脱钩，不利于人才的培养。我们在初步研究

中拟定培养方式考评采用“三师”考评，即工程

造价专业课程和整体总学分采用企业老师（主要

是有经验的工程师）、学校专业老师（主要是高学

历的理论老师）和学校职业老师（主要是学校的

年级辅导员或班主任）三者来评定，同时在评定

中要相互沟通配合，这样才能真正衡量人才的优

缺，也有利于企业的选拔。

6．建立专业学习及师生双向交流的网络信息平台

现代社会的发展，对工程造价人才的知识结

构和能力要求都越来越高。仅靠课程教学和在校

教育远远满足不了工作岗位的要求。因此，在工

程造价专业教学中，适应学生课外学习及继续教

育的需求，建立网络化的教学信息平台。平台上

不仅有专业知识学习内容，还有动态的行业发展

内容，同时通过建立“三师”信息资源库，定时

与学生沟通交流，既有利于学生获取理论知识，

也有利于学生的职业能力的不断提升。

[责任编辑：刘晓梅]

图3 线面结合，能力递进的课程体系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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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计算机文化基础、大学英语、
高等数学、体育、职业素质拓展等。

建筑制图与CAD、安装工程识图、建筑
工程制图课程设计。

房屋建筑学、建筑设备、土木工程施工、
建筑工程监理。

建筑工程计量与计价、安装工程预算、建
筑装饰工程预算、造价软件综合实训。

工程造价案例分析、工程项目管理、招投
标与合同管理、工程经济学、顶岗实习

递进式能力 “点面结合”的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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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新举措、校企合作集团化办学的新途径以及改革后所取得的初步成效，从而为建立具有职教特色的产

教深度融合、校企合作机制创新提供成功经验和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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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中针对职业教育发展提出“建

立健全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办学机

制，制定促进校企合作办学法规，推进校企合作

制度化”。《教育部财政部关于进一步推进“国家

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实施工作的通

知》 (教高[2010]8号)文件指出：“100所国家骨干高

职建设院校的主要建设任务是创新办学体制机

制，推进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就业、合作

发展，增强办学活力”。可见，高等职业教育积极

创新办学机制，探索校企合作新途径势在必行。

一、机制创新中面临的现实问题

1．校企合作的政策、制度不够健全，双向互

动融合的机制还没有完全形成，校企合作的内容

和深度广度还不够，企业参与办学的积极性还没

有充分调动起来。

2．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的专业结

构有待于进一步调整，与岗位对接的课程体系需

要进一步完善，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对接

工作过程的教学组织形式、教学做一体的教学模

式、全面多元的素质教育体系、科学规范的人才

培养评价体系有待于继续深入探索。

3．培育学生热爱专业的方法还不尽科学，教

育学生主动学习的效果还不很明显，对学生学习

方法的指导、终身学习意识的培养还不够，对学

生学习成绩和成长进步的考核方式、内容、途径

都有待深入探索。

4．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的业务素质和社会

影响力有待提高，专业教师的“双师”素质有待

于提升，兼职教师队伍的数量、质量还不能充分

满足教学的需要，教师的现代职业教育理念、方

法有待于改进，科研教研能力有待于提高。

5．实训条件还有待于进一步优化，生产性实

训基地和一体化实训室的数量还不够，设施设备

还不能充分满足需要；紧密合作的校外实训基地

数量需要进一步增加；“校中厂”、“厂中校”的管

理机制需要完善，实训基地的功能有待于进一步

拓展。

-- 57



高等职业教育—天津职业大学学报第 24 卷第 2 期 Apr.20,No.2
6．社会服务的内容需要进一步丰富，服务功

能和影响力需要进一步提高，国际交流合作内容

和形式需要进一步拓展。

7．影响学生学习动机、态度和兴趣的深层次

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学生的身心素质、职

业素质需要进一步增强，课堂教学、学生活动、

校园文化、校内外素质教育基地的育人功能还没

有充分发挥，学生人文素养和职业素质评价体系

还需健全。

8．职教联盟或职教集团的建设虽然已经开展

多年，但拓展产教融合和校、政、企、行多元化

合作办学的路径仍是一个需要不断创新的问题。

二、机制创新的举措

1．思路

首先，更新办学理念，探讨高职院校推进产

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机制创新研究，开辟校企合

作新视角；其次，加强探索多元投资主体组建职

业教育联盟建设，搭建校企深化合作平台，实现

校企多层次“网状”合作的实践；通过地方政

策、校企合作管理制度、校内配套制度的制度体

系建立，为校企合作提供政策支撑；构建多元主

体内部和外部相结合的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体系；

建立学院中外合作办学工作机构，加强国际合作

与交流，开展国际化办学；形成与企业共育高端

人才、共享实训设施、共培师资力量、共建特色

专业、共享信息资源、共推技术服务的合作办学

机制，为建立具有职教特色的产教深度融合、校

企合作的机制提供成功经验和案例。

2．产教结合、校企一体要坚持五原则

（1）坚持“逐级发展”原则，实施依据自身

基础特色不断创新发展。“逐级发展”原则就是要

坚持产教结合由低到高来发展的过程，不能强求

一步就实现产教结合，要遵照学校的基础条件和

自身的特色，并不断挖掘自己的优势，创造一切

可能的条件，突出特色，不断提高。

（2）坚持“双赢”原则，实施责任共担。学

校应根据自身现有条件和管理状况，引入社会上

管理和技术较为先进的企业进行校企合作，通过

双方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校企互赢，共生共荣。

（3） 依据自身基础特色，以特色专业为引

领，重点专业为龙头。由于产教融合是一种多元

主体、多向价值诉求、关系交错复杂的合作形

态，不同学校、不同区域最佳的产教合作模式未

必完全一致，要以特色专业为引领，重点专业为

龙头，从而带动所有专业都能依据自身专业基础

特色，促进校企共同发展，

（4）建立起完善的监督考核评价机制。职业

院校推进产教融合、深化校企合作是职业院校实

现转型和培养德馨技高学生的重要课题，应积极

探索由行业企业、用人单位、教育行政部门（或

第三方评价机构）、家长、院校、教师、学生等

多元主体内部和外部相结合的人才培养质量评价

体系。

（5）依托区域内的产业园区和职业教育集团

等平台，使校企文化得到有效融合。依托区域内

的产业园区和职业教育集团等建设，实现政府、

行业、企业、学院、科研院所五方联动，搭建五

位一体新平台，定期对行业企业进行人才需求分

析，对学院的专业设置、重大合作项目等进行论

证、评议，使校企文化得到有效融合。

三、高职院校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机制

创新的具体措施

1．校企合作机制创新建设

（1）建立产学研合作委员会，搭建五位一体

新平台。辽宁职业学院（以下简称“学院”）建

立产学研合作委员会，实现政府、行业、企业、

学院、科研院所五方联动，定期对行业企业进行

人才需求分析，对学院的专业设置、重大合作项

目等进行论证、评议。促进学院、企业和科研单

位共建教师工作站、企业专家工作室，共建培训

和实训基地、示范基地以及经济实体，实现优势

互补、资源共享、共同发展。创新文化育人载体

与形式，融入企业文化，融入浓厚职场文化，实

现产业文化进教育、工业文化进校园、工厂文化

进课堂，利用学院的办学条件为成员单位服务。

由学院与企业共同开展科研开发和技术推广，开

展面向农村的技术服务，培养面向现代农业的新

型职业农民等。依托学院国家汽车领域技能型紧

缺人才培养培训基地，培养面向现代汽车领域的

高素质人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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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组建辽西北职业教育联盟，打造横向培

养服务新载体。在辽宁农业现代职教集团的基础

上，吸收25家职业院校、8家行业协会、7家科研院

所、50家合作办学企业组建辽西北职业教育联盟。

一是与联盟内企业组建合作交流平台，对市

场共同做出研判，企业技术人员参与人才培养模

式创新的全过程，共同研究调整专业方向、共同

研究确定专业核心知识、核心能力和核心课程、

共同研究构建课程体系、共同组成专业教学团队

并付诸实施。开展订单培养，实现为企业对口培

养技术应用型人才；建立中职学校师资培训基

地，培养中职骨干教师；积极面向企业员工、农

民、军队官兵探索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稳定

办学规模，扩大教育领域和培训合作模式；探索

建立企业员工培训基地，拓宽企业员工学历提升

渠道，使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有效衔接；探索建

立中、高职全面有机衔接的职教人才培养体系。

二是在联盟内建立人才资源共享库，实现人

才资源合理配置。开展联盟内成员单位参与学院

人才培养与评价、兼职教师推荐、学院毕业生就

业推介与接收、学院毕业生调研等事务；积极联

系联盟内各单位，在学生就业、顶岗实习、教师

挂职锻炼等方面提供支持；建立双向兼职流动工

作站，实行校企人员双向兼职双重身份，相互渗

透，深度融合，实施联盟院校成员单位间教师互

聘，企业专家进课堂、专业教师进企业等活动，

加快职业院校“双素质、双结构”教学团队建设。

（3）完善“股份制”高尔夫二级学院，深化

合作共建新模式。学院明确校企双方责权，完善

铁岭龙山高尔夫培训俱乐部有限公司董事会机

制，组建大学生高尔夫职业教育联盟，成立高尔

夫国际教育合作与交流中心和高尔夫技术服务中

心；完善“前校后场、工学一体”人才培养模

式，使高尔夫俱乐部商务管理专业在同类院校中

起示范引领作用。

（4） 共建专业理事会，探索校企合作新方

式。以园艺技术、畜牧兽医、汽车制造与装配技

术、物流管理等重点专业为试点，采用企业投入

场地、设施、设备、资金、技术和人员，学院投

入相应的设备、师资等形式，成立专业理事会

（委员会）。借鉴企业管理模式，形成紧密型合作

办学机制。在专业理事会（委员会）框架下开展

专业建设、人才培养方案修订、教育教学改革等。

（5）强化实训基地建设，形成可持续发展的

态势。实训基地的建设和形成可持续发展，就必

须按照教育规律和市场运作规律进行，注重投资

者的利益，采取谁投资谁受益的做法，积极努力

探索投资主体多元化、多渠道、多形式进行筹措

资金，不断保证高职院校实训基地有稳定的资金

投入；学院积极探索校企联合组建实训基地的作

法并不断形成新模式，建立学院提供场地和管

理，企业提供设备和技术支持，从而形成逼真的

工作环境，采取企业实际的生产经营方式进行组

织实训教学；通过真正意义的校企合作，让校内

外实训基地成为职业院校学生、企业员工的学

习、工作、培训场所，实现了资源互补和利益双

赢；在实施过程中对已建成的实训基地开始向社

会（院校、企事业、科研机构）开放，充分做到

资源共享，并加强其过程的管理规范和科学化。

（6）建立学院中外合作办学工作机构，加强

国际合作与交流，开展国际化办学。学院与国外

多所院校、企业开展交流合作，通过选派教师出

国培训交流；引进国外优秀教师来院讲学；派遣

学生赴国外留学、培训；吸引境外学生来院留

学、访学或培训；建立多边合作机制，推动学院

职业教育国际化进程，引进、消化、吸收海外优

质教育资源；不断拓展与荷兰朗蒂斯和阿瑞斯教

育集团合作举办“园艺技术和农艺技术BTEC”示

范性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在全国高职院校中首家

开办高尔夫职业教育，高尔夫专业实施“2+1+1”
专本连读项目、“3+1.5”专升本项目教育模式，为

学生提供了理想的出国求学渠道和接受国外优质

教育资源教育的机会。

（7）构建“校企共育，德技双馨”的人才培

养模式。对接沈阳经济区和辽西北的优势主导产

业，校企合作共同建设畜牧兽医、园艺技术、汽

车制造与装配技术、高尔夫俱乐部商务管理、物

流管理5个重点专业及专业群。以重点专业及专业

群建设为载体，带动学院整体人才培养模式改

革、课程建设、实习实训基地建设、“双师”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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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及社会服务能力建设，形成布局合理、结构

优化、特色鲜明的专业结构体系。学院积极引进

国外先进教育理念，探索实施“双证制”，提出

“校企共育、德技双馨”的人才培养模式。围绕

“学习与实践、育人与用人、成人与成才三个合

一，人格、能力、技术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思

路，在各专业进行特色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同

时学院以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为目标，坚持“立德

树人”教育方针，将素质教育与企业精神相融

合，通过理想信念教育、嘉言懿行活动、拓展训

练课程、心灵之旅平台、实习岗位锻炼等，在育

人理念和育人思路上探索出一套针对性强、特色

鲜明的育人举措，促进了学生的全面发展、健康

发展和终身发展。

2．建设校企合作办学制度，形成高效运行新

机制

通过完善制订 《校企合作质量评价制度》、

《学生顶岗实习管理办法》、《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

工作制度》、《国际交流与合作管理办法》、《人才

引进工作管理办法》等制度，进一步明确合作办

学新机制下成员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形成共享

共赢的激励机制、合作共建的运行机制、全面有

效的保障机制、切实有效的评价机制，保证学院

多元合作办学新机制的高效运行。

[责任编辑：杨理连]

参考文献：

[1]时宁国.关注高职院校产教融合校企合作[N].中国教育报,2014-3-17日.
[2]教育部财政部关于进一步推进“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教高[2010]8号) [Z].2010.
[3]姜大源.抓住产教融合切入点[J].中国科技信息,2011(22):56-57.
[4]董 刚.高等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5:63-64.
[5]王长旺.推进高职院校校企合作体制机制创新的若干思考[J].雅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1):36-37.
[6]王振洪,邵建东.构建利益共同体推进校企深度合作[J].中国高等教育,2011(1):25-26.
[7]杨克林,王彦辉.校企合作是高职学生职业化的有效途径[J].保定职业技术学院,2011(2):46-47.
[8]何福贵,张 梅.校企深度融合的五阶段职业化培养[J].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学报,2012(2)23-24.
[9]韩玉珍.高职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J].北京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1(4):38-39.

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 Innovation of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Fusion and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aking the Construction of Liaoning Vocational College as an Example
ZHANG Li-hua JING Da-jun FAN Gong-li

(Liaoning Vocational College, Tieling 112099, China)
Abstract: Through analyzing the dilemma of fusion of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and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mechanism re⁃
form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based on the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mechanism innovation of school-running system
for Liaoning Vocational College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backbone college, this paper elaborates the new ideas and
new initiatives of mechanism reform in the aspects of the fusion of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and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t also discusses the new approaches of group school-running by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and pre⁃
liminary effect achieved after the reform to provide successful experience and cases for the deep fusion of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and mechanism innovation of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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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自组织理论创建虚拟公司方式
培养高职 IT创新创业人才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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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高职教育越来越注重创新创业人才的培养，但在实际实施的过程中存在着很多问

题。针对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松散，以单个项目为主体，没有形成统一的管理平台，学校不够重视、制

度没有保障、资金很难到位等问题，提出基于自组织理论创建虚拟公司，培养高职 IT创新创业人才的新型

人才培养模式；同时提出以“协同论”为依据，指导虚拟公司的运营管理，为创新创业人才的培养提供新

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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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

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2010年教育部在《关于大力推进高等学校创新创

业教育和大学生自主创业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提

出要在大学生中加强创新创业教育。

目前，虽然国家非常重视大学生创新创业训

练计划的实施，但是这些训练计划项目，以单个

项目为主体，没有形成统一的管理平台，造成了

学校不够重视、制度没有保障、资金很难到位等

问题；另外，目前的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自

身不成体系，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可持续发展前

景堪忧，往往是随着一批优秀学生的毕业离校，

创新创业项目也就无疾而终。因此，急需一个统

一的平台进行管理，形成长期有效的、有组织的

创新型人才培养体系。而虚拟公司正是这样的一

个平台。

在此背景下，笔者提出了以“虚拟公司”为

平台，培养高职 IT创新创业型人才的新型人才培

养模式。建立以虚拟公司为平台的高职大学生创

新创业项目管理体系，将这种人才培养模式纳入

到高职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中，形成第一课堂

和第二课堂的良性互动，建立由学校、教师、学

生虚拟公司等共同参与的多层次大学生创新创业

体系，推进高职创新创业人才的培养。

一、基于自组织理论创建高职虚拟公司

“虚拟公司”的概念起源于上世纪 50年代的

德国，是指人为创造的经济活动仿真模拟环境，

作为经济类专业的实践教学场所和组织形式。学

生在这种组织形式下进行未来公司业务过程的模

拟活动。“虚拟公司”的概念一经提出，即受到极

大追捧，上世纪末，世界上有数据可查的“虚拟

公司”就已达到2775个。从1994年开始，我国一

些大学在丹麦和德国专家的帮助下，引入了“虚

拟公司”这一实践教学的新模式。根据学生所学

专业的不同，组建不同的虚拟公司，学生在其中

可以进行项目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

营销、各类生产流程等模拟活动。这样可以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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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高职各个专业工学结合培养模式的难题，解

决学校寻找工学结合企业的问题，有助于培养学

生的实践能力。

而“虚拟公司”对于学生来说是相当陌生的

一个概念，对于很多高校老师来说也并不熟悉，

因此急需找到一种理论来指导“虚拟公司”的成

立与运作等活动。协同学创始人哈肯（H.Haken）
首次根据组织的进化形式将组织划分为自组织与

他组织两大类，哈耶克（F.A.Hayek）认同这一思

想，并进而指出：“自组织就是不存在外部指令影

响下，系统按照相互默契的某种规则，各尽其责

而又协调地自动地形成有序结构”。笔者认为，虚

拟公司具有明显的自组织属性：一是虚拟公司具

有较大的独立性，不论是指导老师带领学生组建

公司，还是学生自行管理公司，均体现了自组织

特性；其二，指导老师对虚拟公司的指导不以盈

利为目的，只是要促进公司发展。另外，学校也

积极为虚拟公司的发展创造条件，因而，虚拟公

司是独立、自主的。因此，虚拟公司的创建与运

营完全可以依照自组织理论来引导。

二、创新虚拟公司的运营管理模式

自组织理论的研究目标是如何从混沌走向协

同，根据协同学的理论，虚拟公司从创建到日常

运营管理，都需要与系统内的其它要素相互配

合，相互依存。

1．基于自组织理论创建虚拟公司

虚拟公司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及积极性，只有学生主动地学习，学习效率才能

最快地提升。高职学生的特点是思维活跃，怕受

束缚，因此他们的学习本质上是无序的，其学习

的兴趣、专心程度等方面教师很难干预或强迫。

在虚拟公司中，学生通过与志同道合者共同交

流、共同学习、合作完成项目，遇到问题协作讨

论，共同解决，促使学生自觉地形成有序合理的

学习状态。

当然，在创建虚拟公司之前以及虚拟公司创

建初始阶段，指导老师要给予一定的指导。指导

内容包括：

（1）虚拟公司组建的人员问题。需要考虑哪

些学生会受益于虚拟公司？哪些学生会从虚拟公

司的运营中真正学到东西？

（2）虚拟公司创建的基本程序。指导教师需

要为计划创建虚拟公司的学生开设讲座，培训虚

拟公司的概念、虚拟公司创建的流程以及虚拟公

司运营管理的模式等内容。并提供诸如场地和设

备等有关硬件资源。如图1所示。

（3）虚拟公司的类型。一般 IT虚拟公司的类

型包括工程类，主要承担如建筑、机电一体化、

智能小区等工程类项目；信息技术类，主要承担

校内外各种信息技术设计与应用相关的任务；电

子商务类，主要锻炼学生在电子商务平台上运营

管理的能力；艺术设计类，主要承担校内外各种

多媒体或动漫作品的制作项目；咨询服务类，提

供包括信息服务等各种咨询服务；文化类，可以

组织文化艺术活动，影视策划，制作微电影、微

视频等；广告类，可以对校内校外承接设计、制

作广告的项目；等等。另外，还要指导学生确定

虚拟公司的主打技术及主要销售的产品或服务项

目。笔者认为，虚拟公司的初始业务应当主要面

向学校内部，如承接实体物流公司对校内的服务

项目、学校内部实训室的综合布线工程、学校内

各种广告设计或文化艺术活动的组办、面向校内

学生、老师开展电子商务等业务。

（4）虚拟公司的成立条件。指导老师需要帮

助虚拟公司寻找场地，申请各类办公设备。目

前，虚拟公司的场地问题是各高职院校的瓶颈问

题，因此，可以考虑多家虚拟公司共享同一场

地，在场地内划分区域，同时安排学生分时段进

入，在节省场地的同时还可以大量节约办公设备

的成本。

（5）指导学生确定公司的组织框架。虚拟公

司的组织框架不建议像真实公司那样部门齐全，

只要能够合作完成产品或服务项目的开发、销售

确定虚拟公司组织框架，通过指导老师向学校申请场地及相关设备

向学校或虚拟公司管理中心注册，进行注册答辩

学校或虚拟公司管理中心批准后虚拟公司正式成立

自组团队（一般规模建议为3-15人），讨论创建虚拟公司的类型以及未来公司的发
展目标，探讨成立虚拟公司的经济可行性与技术可行性

图1 虚拟公司创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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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工作即可。

（6）指导学生确定公司的经营范围。根据学

生的专业或学习兴趣确定未来公司的经营范围，

确立一个核心技术，以此为依托，承接各类相关

项目，逐步发展公司规模。如笔者曾经指导的一

间虚拟公司，创立之初虽然只有三名同学，但是

拥有一个核心技术——利用 PHP设计网站，在这

个核心技术的指导下，承接了校内多个部门的网

站开发以及各项专项课题的网站设计项目，之后

走向校外承接外包项目，目前已扩展为 15人的公

司，并建立了一个梯队，每年招收新生加入，将

公司传承下去，2013年，还以该公司为雏形，创

建了实体公司，成为从虚拟公司走向实体公司的

典型案例。

（7） 指导公司制订发展计划。公司创设之

初，指导教师应该指导学生制订公司的发展计

划，可以制订长远发展计划，也可以制订学期计

划或年计划。计划要包括详细的工作目标、具体

任务等，并在执行计划期间随时关注计划的执行

情况，提出改进意见。

2．基于协同论，管理虚拟公司

协同论认为系统由许多子系统组织，在协同

理论的指导下各个要素之间通过竞争加强协作，

再通过协作产生新的竞争，促进系统功能优化。

虚拟公司是一个子系统，它是学校整体学习系统

中的一个子系统，而其内部则又可以看作是一个

完整的系统，又由若干子系统组成。

（1）建立一套科学的评价与考核机制，保证

虚拟公司的长期生存。其中，虚拟公司的奖励制

度可以采用虚拟货币的形式，例如每个学期公司

都拿出部分虚拟货币备用，一旦项目完成情况良

好，就用这部分虚拟货币来发“奖金”或组织一

些“庆祝活动”。虽然员工们领到的“奖金”不过

是空头支票，但毕竟是对其工作的肯定，还是会

极大地鼓舞员工士气的。有奖必有罚，如果一旦

有人违反公司纪律，或是工作失职，或是不积极

参与公司的项目，公司决策层有权将其解聘。在

此过程中，公司的人事部门要与员工一起学习相

关的法律程序，学习沟通技巧。

（2）遵循行业规范、标准，为今后与真实公

司接轨做好准备。虚拟公司所承接的项目，完成

过程应该按照国家标准或国际规范进行。严格、

科学规范的项目管理流程不但可以保证项目的顺

利进行，进而保证公司的正常运行，而且可以从

实践中培养学生体验国标与国际规范的管理经

验。例如，软件开发类公司就应该根据软件工程

的理论，从项目立项、需求分析，到设计实施，

对每个步骤进行规范，规定每个过程的文档和程

序，制订规范标准。

（3）寻找虚拟公司的序参量，推动虚拟公司

协同发展。找到虚拟公司的序参量是实现虚拟公

司协同发展的关键，“序参量并不是系统外部指令

或驱动产生的，而是由系统内部要素之间的合作

和协同一致而产生的。当系统处于耗散结构，在

从无序向有序转变的过程中，各个要素之间相互

竞争、相互协同和相互合作时，就会产生序参

量。”虚拟公司中“核心”人物就是序参量，这里

的“核心”人物是在公司内部自发形成、具有强

大号召力和凝聚力的榜样人物，这就是公司的总

经理以及各部门经理们。这些“核心”人物要带

领所有公司员工共同进步，共同推进公司的发

展。找到这些序参量，并加以很好的利用是每一

位指导虚拟公司老师的主要工作之一。而找到这

些序参量后，如何培养他们，让他们的能力更好

地发挥，则是指导老师的下一个课题。

三、高职 IT虚拟公司运作存在的问题与思考

高职 IT虚拟公司在运作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

亟待解决的问题：

1．教师和公司核心层对模拟公司的概念还缺

乏深刻的理解和认识，缺乏实践经验，难以解决

虚拟公司运作过程出现的问题；

2．目前的虚拟公司运营，几乎都是在本校范

围内进行的，缺少必要的对外联络，限制了公司

的长远发展；

3．对虚拟公司在专业职业教育中的重要功能

缺乏足够的重视，许多学校进行了初期的投入，

但没有后续的管理和支持；

基于以上问题，笔者提出几点思考：

1．需要学校的重视和支持，需要得到学校在

场地和办公设备上的支持；当然，也可以与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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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实体公司联系，在公司市场化的过程中扩大

规模；

2．在学校层面建立虚拟公司管理中心，为各

虚拟公司竞争、协同发展提供统一的管理，同时

也可以规范虚拟公司的运作机制，保证公司的长

期发展；

3．加强校际之间虚拟公司的交流，扩大虚拟

公司的影响力，提高虚拟公司的知名度；

4．在校内承接项目的基础上，多向校外发

展，承接更多的校外项目；

5．加强电子商务技术的运用，将公司的业务

发展到网上，更好地拓展公司的功能。

[责任编辑：刘晓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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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f Training Higher Vocational IT Innovative and Entrepreneur Talents
Based on Self-organization Theory to Create Virtual Company

LI Mei
（Guangdong AIB Polytechnic College，Guangzhou 510507, China）

Abstract：In recent years,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pays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innovative and entrepreneur talents training,
but many problems exist in the actual implementation process. For the problems that the innovative and entrepreneur training proj⁃
ects are loose, there is no unified management platform with single project as the main body, the college doesn’t attach importance
to it, there is no guarantee in the system and the funds are difficult to put in the place,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new talents training
mode of cultivating higher vocational IT innovative and entrepreneur talents based on self-organization theory to create virtual com⁃
pany. At the same time, it brings up the new solution to innovative and entrepreneur talents training according to Synergetics, which
guides the operating management of virtual company.
Key words：innovative and entrepreneur talents training; virtual company; self-origination theory; Synerge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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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职业能力培养的高职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
——以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金融证券专业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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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实践教学是高职教育实现人才培养目标和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环节，在培养学生职业能力方

面具有独特与显著的功效。通过立足于职业能力的培养，以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在金融证券专业实践教

学的改革和实践为例，构建融实践教学条件、实践教学项目、实践教学保障于一体的实践教学体系，以求

能够为高职金融证券专业实践教学的改革与创新发展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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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化，以及资本市

场的不断成熟与完善，对金融证券领域多层次人

才的需求日益增多，给高职金融证券专业的发展

带来新的机遇。国内高职院校金融证券专业起步

较晚，与普通高等教育相比，对学生的培养应侧

重于实践操作和技术应用等能力方面，突出高职

教育实践教学的特色，体现与普通高等教育的区

别定位，形成“错位”培养方式。基于此，现阶

段对于高职金融证券专业来说，加强实践教学改

革，完善实践教学体系尤为重要。

一、高职金融证券专业的特点及职业能力特点

金融业是经营金融产品的特殊行业，包括：

银行、保险、信托、证券等多个细分行业。金融

专业大类下有十个专业，涉及金融管理实务、保

险、证券、投资理财等多个领域。因此，对金融

从业人才的需求是多元化的，表现为既需要在知

识、技能、素质三方面具有综合能力的职业型人

才，又需要“厚基础、宽口径”的复合型人才。

高职教育是属于“职业性、高素质、高技能”的

高等教育，主要培养的是生产、服务第一线的高

素质技能型实用人才。高职教育的培养目标决定

了其人才培养方式是一种知识、素质和能力的综

合培养。

高职金融证券专业的职业能力是由专业能力

和关键能力组成的综合能力。专业能力是职业岗

位群的职业活动中表现出来的能胜任的工作能

力，具体包括（前）柜台业务处理能力、经济信

息分析能力、投资分析能力、金融产品营销能

力、客户开发服务能力、理财规划能力、操盘能

力等。关键能力虽然与职业岗位关系密切，但可

迁移、跨职业，对其他职业领域具有普适应的能

力，主要包括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坚强的意志品

质、心理承受能力、人际交往和合作能力、解决

实际问题及应用信息技术的能力、自学与创新能

力。二者有机结合，构成高职金融证券专业职业

岗位群的职业能力体系。

以培养高素质高技能实用型人才为目标的高

职院校，对于金融证券专业的人才培养应积极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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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与行业企业需求进行“无缝对接”，从培养学生

的职业能力入手，围绕“厚基础、宽口径、强能

力、高素质、会创新”的原则，加快推进教学改

革，特别是要强化实践教学环节。

二、在实践教学中培养职业能力的理论基础

实践教学是高职教育实现人才培养目标和实

施素质教育的重要环节，是高职教育的主体教

学。通过实践教学环节，既培养学生的动手能

力，即“硬实践”；又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的综合能力，即“软实践”。二者相结合，实现

职业综合能力的培养。实践教学之所以能培养学

生的职业能力，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哲学观点

解释，高职学生要成功融入社会生活和职业生

活，获得自我发展，必须通过实践教学来实现。

在实践教学过程中，学生以自身为主体参与教学

过程，不断获得知识、能力和素质的提高，“成为

一种自我创造的主体性存在”。根据情境学习理论

的观点，实践在教学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学生学

习可以在真实的或仿真的情境中，通过角色扮

演，主动参与到实践教学中，形成完整的实践体

验，最终形成自身的实践能力和职业能力。

综上所述，实践教学在培养学生职业能力方

面具有独特与显著的功效。但目前高职金融证券

专业实践教学的现状却不能很好地满足职业能力

培养的要求。这种现象的实质是实践教学缺乏与

职业能力培养相适应的要素支持，主要包括师

资、设备、场地、资金、政府、行业、企业等要

素。实践教学对于职业能力培养的促进作用需要

它们形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如图1所示）。

三、基于职业能力培养的高职金融证券专业

实践教学体系的整体设计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以下简称“学

院”）金融证券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是从实践教学

条件、实践教学项目和实践教学保障三个方面考

虑并研究构建的，（整体设计如图2所示）。从高职

金融证券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来看，实践教学应体

现以职业能力培养为中心，同时兼顾职业素质教

育，建立以职业素质、岗位就业能力和职业发展

能力为目标的“递进式”的实践教学模式，突出

高职教育的特点。本专业通过模拟教学、真实性

的生产性实训以及综合实践“三课堂”联动，循

序渐进地安排实践教学内容，完善实践课程体系

和实训教材建设，提高教师实践教学能力，推动

生产性实训基地的开发建设、校企的全方位深度

合作以及独立的实践教学考核评价体系的建立，

实现实践教学目标和人才培养目标的统一，从而

形成一个相对独立和完善的实践教学体系。

1．实践教学条件

实践教学条件包括场地设施、硬件和软件设

备等，这些学院都给予了大量的资金支持。配有

专业的实训场地并配备教学白板、多媒体、电子

教室和 LED电子液晶显示屏幕等实践教学设施以

及计算机、打印机、复印机、传真机等设备和系

统的金融证券实训软件支持，满足实践教学的需

要。除此以外，还主动与企业沟通合作，积极开

发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2．实践教学项目

（1）仿真实训教学项目。金融证券专业仿真

实训包括商业银行综合业务、证券投资、外汇投

资、期货投资、金融理财规划、国际结算、金融

产品营销、财务报告分析、企业经营沙盘模拟和

市场调研与信息分析等，其中：金融产品营销、

财务报告分析、企业经营沙盘模拟和市场调研与

信息分析通过模拟真实的工作情境来实现；其他

的实训项目则通过购买模拟软件来进行。通过仿

真实训使学生掌握基本的操作方法和单项技能，

并能熟练使用模拟软件，这是按职业能力层次划

分的第一个层次的实践教学。这一项目全部安排

在校内实训基地完成，淡化课室与实训基地的

界线，将课堂教学搬到实训基地来，形成“教、
图1 基于职业能力培养的高职实践教学构成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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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做”一体化的教学模式，同时建立“岗位、

课程、证书”合一的实训模式，使课程教学与职

业岗位、职业资格证书挂钩，切实提高学生的就

业能力。目前金融证券资格证主要有银行从业资

格证、证券从业资格证、期货从业资格证、保险

从业资格证、会计从业资格证、营销师、理财规

划师等7种。

（2）生产性实训教学项目。这是第二个层次

的实践教学，目的是使学生能综合应用专业知识

和技能，并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以本专业开发建立的校内股份制私募基金的

创新创业训练项目为例，这一项目分为两个部

分，第一部分为创业实训，通过对校内股份制私

募基金项目调研、评估、策划和实施，以及项目

完成后的分析总结报告的撰写等完整过程的训

练，让学生熟悉和感受这一创新创业过程的每个

阶段，从而培养学生参与完成一个实际创业项目

的综合职业能力。实训内容包括项目调研、信息

收集处理、制定创业计划和筹资规划、募集资金

和自我检查评价等。第二部分为真实性的投资理

财实战，通过对校内股份制私募基金的投资运

作，让学生熟悉证券投资理财的工作流程和工作

方法，能够综合运用投资理财的基本知识和技

能，锻炼学生投资理财的综合能力。实训分在五

个部门进行，分别为市场部调研分析与荐股、投

资决策部作投资决策、交易部交易操作、风险管

理部风险监控和综合管理部开户、申购、赎回、

登记和基金清算等综合业务。基金的投资运作管

理除涉及以上五个部门外，还设立一个由各部门

主管以及公司根据实际需要确定的其他投资相关

人员组成的投资决策委员会。指导老师作为投资

决策委员会的顾问提供相关指导意见（基金投资

运作管理的组织架构（如图3所示）。

图2 金融证券专业实践教学体系

图3 基金投资运作管理组织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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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该项目实训时间较长，第 5学期一个学

期，因此，还会进行有计划地部门轮岗实践。实

训结束，进行投资理财成果分配并撰写投资理财

实训总结报告。

（3）校外实践教学项目。最后一个层次是校

外实践，由学生自主创业或结合社会实践、顶岗

实习，培养学生综合职业能力和创新能力。学生

可在各金融机构、公司企业、财税部门和其他单

位从事柜员、证券投资交易、期货交易、外汇交

易、投资咨询、金融服务营销管理、策划和业务

推广等岗位的真实业务顶岗实习，也可以自主创

业，学生在真实的职业环境中体验工作过程。通

过学生自主创业，淡化经营服务与实训学习的界

线，将实训项目与企业经营活动紧密结合。淡化

学生与企业经营服务者的身份界限，在生产性实

训中以经营服务者的身份顶岗实训。学生完成企

业的经营任务就是完成实训学习，企业经营成果

是证明学生职业能力的重要方式，因此经营可采

用竞赛的方式，经营成果与学生考核评价及奖励

联系在一起。社会实践一般是学生利用寒暑假期

间完成，时间较短，旨在让学生对相关职业岗位

进行初步了解；顶岗实习一般安排在第6学期一个

学期进行。由于顶岗实习是在学生学完全部课程

以后进行的，并且企业还有专门的指导老师进行

指导，因此学生到相关企业顶岗后可以从事实际

的岗位工作，能切实地提高学生的职业能力和职

业素养。毕业设计可以结合社会实践、顶岗实习

进行专业调查研究，并将实践中认为值得研究的

问题作为毕业论文的选题加以探讨。

3．实践教学保障

实践教学保障包括实训基地建设、实践课程

体系、校企合作模式、实训教材建设、师资队伍

建设和考核评价体系。

（1）深化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开发建设。加

快推进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建设，除了按照技术

领域与职业岗位群的任职要求，建设仿真实训环

境，完成商业银行综合业务（包括点钞、翻打传

票、珠算五笔等基本业务和信贷业务）、证券投

资、外汇投资、期货投资、金融理财规划、国际

结算、保险营销等模拟实训外，还可将此实训基

地建设成为金融证券专业各项职业技能大赛的指

导培训基地、校企合作共建实习基地、学生创新

实践基地以及科研与经营服务平台，使之成为集

实训、实习、创新实践、科研与经营服务为一体

的多功能示范性基地，充分利用基地建设，探索

产学研结合的多种运作模式。

（2）改革实践课程体系。成立由行业企业专

家、专业带头人和“双师型”教师组成的课程开

发团队，对专业所面向的职业岗位进行深入调

研，分析和归纳各岗位的工作任务，组合形成行

动领域，将行动领域按照学习规律转换为学习领

域并形成课程体系，构建“岗位职业能力+职业素

质”的课程体系，在此基础上建立专业基础类课

程、专业主干课程和综合拓展课程三个课程模

块。既满足就业需要，又有利于未来职业的发

展，（如图4所示）。

（3）建立校企全方位深度合作模式。利用现

有地区金融行业的资源，以学生就业为导向，借

助政府、政策外力推动政、校、行、企四方联动

的全方位深度合作长效机制，基于职业能力培养

积极探索多种校企合作办学模式：包括校企合作

订单式培养、学生企业顶岗、参与企业培训、校

内专任教师到企业参与实践、企业专家和骨干到

校内兼职任教、参与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建设、

参与实践教学改革，共同探索“教、学、做”一

体化的创新性教学方式，为企业提供技术服务

等，实现校企合作“共生共赢”，服务地方经济的

教学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

（4）加强实训教材建设。按照行业企业需要

以及专业职业岗位的任职要求和真实业务规范要

求，基于工作过程，以“任务驱动”方法，引入

适当案例分析及技能训练项目，撰写与各实训课

程配套的实训教材，以及校内生产性实训指导

书，重构实训教材体系。

（5）加强“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内外兼

修，打造高素质的专业教学团队。为专业教师提

供外出学习和培训的机会，并创造条件鼓励专任

教师去企业生产服务一线顶岗实践，激励专任教

师取得相关的资格证书，加强“双师型”教师队

伍建设，特别重视中青年教师的培养和继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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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提高实践教学能力。此外，广泛聘请金融机

构的行业专家、专业人才兼职授课，并要求校内

专任教师观摩学习。

（6）建立独立的实践教学考核评价体系。建

立独立的实践教学考核评价体系，建立过程考核

与期末考核相结合、口试与笔试相结合、专业考

核与素质考核相结合的多元化考核方式；量化考

核项目，细化考核标准；建立校内教师、校外指

导教师以及学生自我评价相结合的多元化评价主

体。此外，对毕业设计方案进行改革，将社会实

践、顶岗实习与毕业设计（论文）相互衔接，使

毕业设计（论文）真正成为实践教学的最后重要

环节。

四、实践教学体系的组织实施和运行管理

实践教学体系的实施和管理应是一个有目

的、有计划、有组织的过程，具体如下：

1．建立实践教学组织管理机构，促进实践教

学体系的实施

由学院教务管理部门和实训管理部门共同组

成实践教学指导委员会，负责制定学院的实践教

学总体目标和规划，审核和批准系部上报的实践

教学目标和人才培养方案，并对实践教学质量和

效果进行检查、监督和评价。系部以专业教研室

为单位成立专业实践教学管理委员会，聘请校外

企业专家担任管理委员会委员，由校企双方共同

制定专业的实践教学目标、人才培养方案和实践

课程标准。专业教研室制定独立、完整的实践教

学计划，规范实践教学的考核办法，对实践教学

的各个环节进行全面管理。专业教师和企业兼职

教师共同指导学生实践，对学生进行具体管理，

并进行实践结果考核。此外，针对每门实践课程

专门配备一名教师负责，起草实践课程计划和指

导书，报专业实践教学管理委员会审定。

2．做好实践教学计划管理，保障实践教学体

系的有序进行

根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要求，结合学院实

际，重新修订实践教学计划，明确实践教学体系

的任务和要求，使之更具科学性、可操作性，并

图4 实践课程体系

岗位 工作任务 职业核心能力 课程体系 课程模块

投资品种估值

风险评价

投资比较与决策

投资评价客
户
经
理
岗
位

投
资
顾
问
岗
位

财经信息分析

金融营销策划

客户开发、管理

客户服务

理财规划

证券交易

投资分析能力

信息分析能力

客户开发服务能力

理财规划能力

操盘能力

金融学基础

证券投资实务

外汇交易实务

期货交易实务

财务报告分析

市场调查与信息分析

金融营销

商务谈判与推销技巧

客户管理

礼仪与口才

金融理财

商业银行实务

资产评估

证券交易

综合拓展类课程

专业主干课程

专业基础类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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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实效性。学院金融证券专业经过教学改革目

前实行“2+1”的人才培养计划和实践教学计划，

前两个学年主要在校内完成专业基础知识的学习

和基础技能的训练，第三个学年全部用来真实实

践，实现仿真与真实互补，达到最佳的实践效

果。其中第三学年上学期（第 5学期）大概 20周

的时间进行校内生产性实训，有益于学生系统地

进行岗位实践并有充足的时间进行岗位轮换，能

切实地提高学生综合职业能力。第三学年下学期

（第6学期）大概15周的时间去企业顶岗实习，使

学生能够相对持续和稳定地从事企业的岗位工

作，既满足企业的人才需求，保障企业的经营效

益，又有利于学生全面熟悉并掌握实际岗位工作

流程，并给学生提供就业机会。通过企业培训提

高学生职业能力，达到校外实践教学目标，并能

促进就业，实现校企互利双赢。

3．加强实践教学过程管理，确保实践教学体

系的顺利完成

形成学院和企业、校内专业教师和企业指导

老师相结合的二元管理模式，专兼职教师共同指

导学生实践，弥补专业教师的局限性，给予学生

真实的职业指导同时学校还在教务管理系统中建

立学生顶岗实习管理平台，拓宽了由校内专业教

师和企业指导老师共同管理的途径，通过学生上

传经企业指导老师认可的实习周志，掌握学生实

习动态，便于校内专业老师对学生顶岗实习的过

程管理。

4．完善实践教学考核管理，保证实践教学体

系的效果

实践教学成绩由过程考核成绩和结果考核成

绩共同组成，其中过程考核成绩包括出勤情况、

工作态度、职业素质、职业能力和创新能力。结

果考核成绩主要是根据学生提交的实践报告以及

最终答辩确定。一般过程考核占 60%，结果考核

占 40%。除了校内教师评分外，还要结合校外指

导教师的鉴定评分以及学生自我评价进行综合考

评。

5．健全实践教学制度管理，保持实践教学体

系的规范

制定一系列关于实训、实习、实践、毕业设

计和技能竞赛等方面的实践教学管理文件，以及

实训基地管理制度，并协助企业建立实习生管理

制度，实现对学生实践教学的科学、合理、规

范、有效和制度化的管理。

[责任编辑：杨理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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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Practice Teaching System Based on the Training of Occupation Ability
—Taking Finance Specialty in Guangdong Industry Technical College as an Example

SHI Na
（Guangdong Industry Technical College, Guangzhou 510300, China）

Abstract：Practice teaching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to realize the target of talents training and the imple⁃
mentation of quality education. It has unique and significant effect in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occupation ability.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occupation ability training, and taking the reform and practice of professional practice teaching of finance specialty in
Guangdong Industry Technical College as an example, practice teaching system is constructed with the practice teaching conditions,
project and guarantee integrated together, hoping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practice teaching reform and innovation develop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finance special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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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福建船政学堂对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影响深远。福建船政模式主要体现在明晰办学目标、“厂校

一体化”培养模式、实用性课程设置、专业教习的奖惩制度以及学生留学派遣制度上，对高职办学理念和

社会认知产生了积极影响，并在工学结合模式、课程体系、教师队伍以及国际交流合作等领域具有很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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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船政学堂无疑对我国近代高等职业教育

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船政学堂为

近代中国培育了第一批具有专业知识的海军人才

和文化、科技等方面的知识分子，其毕业生中更

是不乏各行各业的行业翘楚和爱国将领。另一方

面，海军学堂在人才培养的日常教育教学过程中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船政模式”，其办学宗旨、体

制、理念、模式等对同时代的其它高等学堂产生

了正面的指引作用。现阶段，我国高等职业教育

还存在着诸多的不如意之处，笔者正是受到马尾

船政文化的影响和启发，以求探讨高等职业教育

的创新与发展。

一、福建船政学堂“船政模式”的特点

“船政模式”虽然已经被学界公认，但对其

特点分类众说纷纭。笔者根据自己的认识，简单

归纳为以下几点：

1．明晰的办学目标

福建船政学堂又名曰“求是堂艺局”，其创办

者左宗棠曾有“夫习造轮船，非为造船也，欲尽

其制造驾驶之术耳；非徒求一二人能制造驾驶

也，欲广其传使中国才艺日进，制造驾驶展转授

受，传习无穷耳。故必开艺局。宜优待艺局生徒

以拔人才也。艺局之设，必学习英、法两国语言

文字，精研算学，乃能依书绘图，深明制造之

法，并通船主之学，堪任驾驶。是艺局为造就人

才之地。”的表述。船政学堂的办学目标就是通过

引进发达国家的人才、设备和技术等，为近代中

国培养精通制造、驾船等的应用型专业海军技术

人才，所以海军的培养模式就带有明显的职业教

育的色彩。

2．“厂校一体化”、“工学结合”的培养模式

福建船政学堂首先是为了培养应用技术人才

的，但“工学结合”的培养模式并不意味着只学

习技术，还包括对科学知识的学习。船政学堂又

叫“求是堂艺局”，“左宗棠以‘求是’命名学

堂，就是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探求西学真相，

正谊明道以自强”。工学结合的模式是指，将在实

际工作环境中实训作为实际教学的一部分，在实

际工作中提升操作和处理问题的能力，从而更好

地沟通学校和企业，实现学生和工作人员转变的

对接。福建船政学堂的“工学结合”模式类似于

现在主流的以德国为代表的“双元制”，其“工学

结合”以“厂校一体化”为主要特点，旨在实现

企业需要和学校教育的一体化。福建船政学堂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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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之初即为马尾船厂的组成部分，其培养的人才

为船厂提供技术方面的支持，同时船厂也为学堂

的“工学结合”培养模式提供了培养条件和基

地，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实际

上，“厂校一体化”作为一种双赢模式，对学校带

来的积极影响并不局限于这些，因为这种模式，

教师队伍中就拥有大批“双师型”人才，既是工

程师又是教师的经历让老师们的技术知识和生产

经营更加扎实，传授给学生的也就更符合社会的

需要。而学生在工厂中的实际工作过程中，也能

通过自己的感悟将理论更好地联系实际，从而及

时地查缺补漏，记忆斯通，成为能够满足社会需

求的人才。

3．针对性、实用性、灵活性兼备的课程设置

首先，福建船政学堂的课程设置具有针对

性。左宗棠先生曾说过“通船主之学，堪任驾

驶”，所以船政学堂的课程设置实际上是围绕“船

政”二字的，分为前后两个学堂。前学堂和后学

堂根据专业不同，除专业课程不同以外，主修的

外语也有所不同。前学堂设置轮机制造和轮机设

计专业，培养的是能够造船和其它相关船用设备

类似工程师的工程技术人才，主修外语为法语；

后学堂设置驾驶和管轮专业，主要为培养能够独

立航行的船舶驾驶人才，所以主修外语为英语；

针对“船厂一体”模式，又设置了“艺圃”专

业，用来培训船厂工人。

其次，福建船政学堂的课程设置具有实用

性。各个专业都根据社会需要和专业需求设置不

同的课程体系。为了让学员能够更轻松的学好专

业课，让专业能够有实际价值而不是单纯的死记

硬背，每个专业都以外语、算数、几何类学科为

公共必修课。在修完公共必修课之后，各个专业

的课程还分为专业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如轮机

制造专业设置微积分和物理课程为专业基础课，

轮机设计专业设置画法几何和制图作为专业基础

课，而航海驾驶专业则需要学习天文、地理，之

所以没有将这些专业基础课程作为公共基础课

程，正是从实用性角度考虑的。

最后，福建船政学堂的课程设置具有灵活

性。学堂的课程设置不拘泥于形式，并非一成不

变的。一方面，学堂的课程设置是随着社会的发

展、现实的需要和学生自身素质不断变化的，如

在学堂设立之初，驾驶专业的学生在毕业之后需

要到专门的船上实习训练两年，每年在船时间为

两个月。另一方面，在办学过程中，各专业班级

都按照学生的招生时间、入学前文化程度不同有

所调整，课程设置也按照这些方面侧重不同。后

来施行“导师制”，各专业学生都由自己的洋教习

负责教学工作和管理工作，教学计划、课程表并

非完全确定，考核和实践也由各导师指导，方式

比较灵活。

4．“借船出海”及专业教习严格的奖惩制度

福建船政学堂的“借船出海”战略主要运用

在对教师的引进和培养上。左宗棠提出“借船出

海”策略，即以聘用的洋教习在教授学生的同时

培育国内自己的教师，在办学的 40年间，学堂自

己培养的本土教习增加了二十倍之多，正所谓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避免了本土教习的断

层。洋教习的选聘方式开始是自选，后来改为正

规的外务部聘请的方式。但都坚持采用契约方式

签订合约，洋教习也都是以私人的身份受聘，确

保船政学堂对洋教习的独立管理权，保证了学校

发展的自主性。对洋教习自身素质的要求也相对

较高。

引进洋教习之后，为了激发洋教习的教学积

极性，让洋教习真正起到“传道授业解惑”的作

用，奖惩制度也是非常严苛的。且奖惩制度以合

同方式予以明示，合同中奖励性条款如：“现蒙先

谕，自铁厂开场之日起，五年限满，如能照所具

保约教导中国员匠于造船法度一切精熟，均各自

能制造，并能自造家伙，并学堂中教习英法两国

文字，造船算法及一切船主之学均各精熟，俾中

国员匠能自监造、驾驶，应加奖劳牌镇等银两人

各二万四千两，加奖外国员匠银共六万两。”惩罚

性条款如：“某人系于光绪某年某月某日到工，截

至某年某月某日止，以几年为限。限内倘逢难料

之事，须行停工，致中国大宪应撤其回国，则给

予四个月贴薪并回费。若某人教导不利，或办理

不善，或擅打中国生徒人等被撤回，则只给同

费，不给两月贴薪”。在这样的奖惩机制下，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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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普遍尽职尽责，教学积极性非常高，得到官员

和学生的认可的同时，也达到学堂高薪聘请洋教

习的最初目标。

5．优秀学生留学派遣制度

福建船政学堂不仅采用“借船出海”方式将

外教引进中国，也主张将优秀学生派遣出国继续

深造。船政学堂“变通沪局章程，而求其精善”，

对不同专业派往不同国家的学生实行不同的培养

计划，如对赴法学生采取“半日肄业工程，每年

夏以两个月游历各国各船厂铁厂，以增其见识”

的培养模式，对赴英学生则采用“每年均在学

堂，亦以二个月赴大兵船阅看练习”的教育计

划。船政学堂创立的留学生制度，掀开了中国派

遣公派学习型留学生的篇章，开启了近代教育的

新格局。基本上所有学生都分外珍惜国外的学习

机会，努力深造，学成归国，在各行各业为中国

近代化的建设做出突出的贡献。当然，学生对外

国留学生活的适应也是与船政学堂在国内的教育

模式有关。

二、福建船政学堂对高等职业教育的影响

1．对办学理念的影响

福建船政学堂无论是在教学理念、制度，还

是在课程设置等诸多方面都与传统方式截然不

同。福州船政学堂的办学理念可以用“重器”两

个字形容。从船政学堂的课程设置上看，其学生

所要学的学科包括外语、自然科学、工艺制造以

及其他应用科学知识，其中的亮点是每天几个小

时的实习课，对学生提出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

要求，这是福建船政学堂与过去纯理论办学理念

的根本不同。船政学堂的成功举办也带动了其他

实业学堂的发展，逐渐改变了传统求学观念，为

近代职业教育理念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

此之后，实业教育逐渐成为与普通教育平行的教

育体系，其注重实践性教学的办学理念和教育模

式也一并得以发扬至今。

2．对社会认知的影响

依托洋务运动“自强”、“求富”的社会宗旨

而创立的福建船政学堂，让越来越多的民众转变

了以前对科学技术的轻视态度。福建船政学堂对

社会认知转变的影响，亦是对马尾船政文化的发

展与充实，船政文化的发扬亦是将“技术文化”

根植于人心，扭转了民众对职业教育的轻视，从

而在思想上对高等职业教育的推广与发展起到了

良性的助推作用，为近代职业教育的发展奠定了

新的基础。

三、福建船政学堂对高等职业教育的启发

福建船政学堂的给我们带来诸多的启发，可

以简单归纳为以下四点：

1．优化“工学结合”模式

现阶段，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虽然也在不断创

新“工学结合”模式，但现阶段“工学结合”似

乎走入了“极工”或“极学”的误区：“极工”模

糊了高等职业教育和技工教育的界限，而“极

学”则盲目照搬普通高等教育的模式。不管是误

入了哪个极端，都会导致高等职业教育失去自己

的核心竞争力。如何把握好“工学结合”的度，

是我们在“船政模式”启发下首先需要思考的问

题之一。以高等职业教育法律专业为例，现阶段

一般走向“极学”的误区。虽然走向这种极端一

部分源自专业自身的特点，但法律高等职业教育

并非不能开展“工学结合”的教育模式。我国对

法律人才的需求是有不同层次的，可能法律专业

的高等职业教育学生无法去从事律师、法官、检

察官等需要考过司法考试才能从事的法律相关职

业，但其完全能够胜任书记员、律师助理、法

务、基层司法所工作人员等法律辅助类职务。高

等职业教育的学生只有三年在校时间，不可能完

全将法律知识全部融会贯通，但这些司法辅助类

职业需要的并非高深的法律知识，而是“理论够

用、技能实用”，所以不能忽视“工”的重要性。

2．优化课程体系

现有的高职法律专业往往是将普通高校本科

的四年课程压缩为三年。笔者受到船政学堂的启

发，学校不妨根据学生自身的需求，大胆采用分

流模式，灵活优化课程体系。这种模式是在学生

修完基础课程（如政治、英语）和法学基础课程

（如法理学、宪法、民法、刑法等）之后，让学生

根据自己的职业规划自由选择升本或就业，在以

后的培养中分成两批因材施教。对选择升本的学

生开设更多的专升本应试教育，对选择就业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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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开展“工学结合”的法律职业能力培养。这种

培养模式能够很好地缓解现阶段法律职业教育

“不精”的局面，让学生能够把有限的精力和在校

时间投入到自己日后最需要的课程上，从而培养

出有特色的高等职业法律专业毕业生。

3．优化教师队伍

高职院校必须看到高等职业教育的特殊性，

坚持优化教师队伍，打造“专兼结合”的高水

平、高技能的适应高职教育的“双师型”教师队

伍。为实现这一目标，首先要鼓励教师走出校

门，提升实践经验，并注重对以前从事过其他法

律职业人员的引进；其次，要积极主动地邀请有

实践经验的法官、检察官、律师、基层法律工作

者等法律行业相关工作人员担任可做教授及演说

嘉宾，不断地充实壮大专兼职教师队伍，提高学

生的法律应用能力。

4．加强高等职业院校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福建船政学堂的优秀学生留学制度为学堂和

学校的发展带来了大量的知识财富。虽然我国现

在教育体系中普通高等教育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已

经相对成熟，但高等职业院校参与国际交流与合

作的机会还很少，这对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是非

常不利的，甚至可能会变相拉大高等职业教育和

普通高等教育的差距。特别是法律职业教育，可

以说是刚刚兴起，但发达国家的法律职业教育却

已经相对成熟，通过国际交流与协作可以学习到

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方法，从而成为推动高职教育

内涵发展的一条有效途径。

[责任编辑：杨理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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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and Enlightenment of Mawei Ship Administration Culture o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Taking Legal Specialty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as an Example

WU Jie-xi
(Fuzhou University, Fuzhou 350108, China)

Abstract: Fujian shipping school has a great influence o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China. The mode of Fujian ship adminis⁃
tration mainly embodies in its clear school-running objective, the training mode of factory-school integration, practical curriculum
setting, reward and punishment systems of professional teachers and dispatch system of students’overseas study. It has positive im⁃
pact on higher vocational school-running concept and social cognition. It can be used for good reference to the fields of the mode of
school-enterprise combination, curriculum system, teaching staff and international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as well.
Key words: Mawei ship administration culture; Fujian shipping school;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legal special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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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应用技术大学作为德国高等教育体系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人才规格定位、制度建

设、实践教学、校企合作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

践经验，并形成了一套自身特色鲜明且成熟完整

的人才培养体系，为德国战后经济持续高速发展

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保障。尤其是在校企合作

方面，德国应用技术大学以满足企业的实际人才

和技术需求为出发点，强调并着力提升学生的实

践、实操动手能力，与企业开展深度校企合作，

呈现出系统性和层次化的特点。通过与企业的深

度合作有助于推进德国应用技术大学办学特色的

形成，更新教学内容，获得额外的资金资助，帮

助教师和学生了解实践领域的最新发展，促进学

校科技和知识的转化，以及拓展科研人员在高校

内外的发展空间。本文对近年来德国应用技术大

学校企合作的开展情况与激励机制展开研究，希

望为我国的应用型高校拓展与企业合作的形式、

加深校企合作的内涵提供参考与借鉴。

一、德国应用技术大学开展校企合作的必要性

1．需要解决社会及世界可持续健康发展的问题

德国联邦教育科技部在 2014年联邦教育研究

高校管理年会上发表关于应用技术大学担负促进

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思考。首先应用技术大学需要

着眼于解决科技、经济与政治之间重大的社会、

技术问题，例如能源问题、气候、通信、健康、

安全与社会的一些新问题。其次快速、高效的科

学技术转化决定着新生产工艺、技术与服务的发

展水平。一个国家是否能够跻身于领先科技的行

列，则要看是否将科学技术的转化放到了重要的

建设位置上。

2．需要承担解决社会问题的责任

职业教育是面向受众群体最为广泛的高等教

育类型之一，其所提供的服务是公共产品，具有

明显的公益性质；其发展直接关系社会就业与教

育公平，关系民生发展与公民幸福。全球化的挑

战，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产业领域的技术

结构与职业结构变化对人们接受职业教育提出了

新的要求，新职业领域的出现，科技的全球一体

化与财政基础，构建了高校开展企业合作的必要

性，一所高质量的高等院校需要承担对科技、经

济与社会因素的责任，需要建立将上述三者相互

关联的关键点。

3．教学与科研需要在合作中得到提高与提炼

一所高水平大学的标志是卓越的教学加之卓

越的科研水平。教学与科研间的联系通过学校与

企业的合作而得到紧密契合。而德国教育科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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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针对这一问题在高校校企合作上给予了许多政

策的支持，启动了多种形式的合作，例如与联邦

州，与经济界，与基金会，对新形势的合作创新

持开放的态度。

二、德国应用技术大学开展校企合作的形式

应用技术大学与企业在科学研究上建立合

作，双方最核心的优势在于，应用技术大学与企

业通过合作能够从源头获得最新的科学技术，解

决技术性难题，并以此生产创新型的产品。通过

科研上的合作发现解决专业技术问题的新方法，

预测未来专业发展的新愿景，以及合作成果带给

合作双方的实际工作价值，能够带给师生、科研

人员、企业员工更多的职业规划与晋升机会，还

可以为他们带来一定的额外收入。

1．与校外研究机构建立科研合作

最常见的科研合作是在高校与校外的科研机

构之间展开的。德国有关研究高校的校企合作问

题的文献中，都会将高校与科研机构二者放到一

起研究，其二者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的联系。联邦

国家政府与联邦州政府及公共资源多年来都在呼

吁并加强促进高校与科研机构之间的合作。德国

大学早在 2009年便开始了与校外科研机构开展有

关健康课题的合作研究，并且已经实现了阶段性

的预期成果。创新在不同的合作形式中是部分边

界的，这些科研机构也通过与高校间的合作提升

了自己，例如莱布尼茨协会与亥姆霍兹联合会，

与莱布尼茨科学学院在大学校内建立了亥姆霍兹

研究所，并且还创立了独立的研究机构模型。

2．建立特色研究分院

另一种特别的合作形式是应用技术大学与企

业基于共同的战略方针在校内建立特色分院，并

给予财政支持。这样的合作案例在德国，乃至整

个欧洲在很长时间内是极少的个案，只在近几年

才有显著增加。通过这样的合作高校既保证了科

研环境较大程度地贴近实践，又使自身的优势得

到加强。企业在合作中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为

了能够将前沿的科研成果在自身领域得以实现，

企业也参与到研究内容的设计中，获得的成果对

企业的长远发展与建设具有很高的价值。实践证

明：应用技术大学与企业通过确立研究目标、研

究重点与管理中的合作关系建立特色分院，长时

间合作的案例中因合作地位不对等而产生的风险

要远远低于短时间的合作项目。

3．建立教学上的校企合作

应用技术大学与企业在教学领域的合作是整

体合作中的重点，一直都在不断地改进与优化。

德国的应用技术大学对职业能力的培养目标体现

在每堂课的教学设计中，因此职业能力的培养离

不开专业教学与企业实践的融合，理论知识的习

得需要在适合的职业环境与职业任务得以转化与

应用。随着欧洲高等教育改革计划进程的加快，

高等教育对职业能力的培养也迫切地需要在欧洲

范围内遵循国际化的标准与结构而统一起来。德

国高校在实施学士课程与硕士课程分段后，将建

设重点逐渐放在如何突出校企合作在该阶段的搭

建特征，更好地促进实践课程目标的实现。

（1）建立教学交流合作。围绕教学开展的合

作首先是应用技术大学与企业在人员上的交流。

例如企业员工签订教学任务书承担应用技术大学

实践课程的讲授，校企双方共同对该教师进行评

价，对其教学效果的反馈与教学能力给予相应的

表彰与认证。应用技术大学由此与企业教师建立

起的紧密联系，不仅对那些未来有可能受聘于企

业的教师具有有效的价值，还为选拔未来大学的

教授做好充足的人员储备，例如教授受聘于应用

技术大学的一个首要条件是具备在企业至少5年的

实践经历。

（2） 校与企共同承担毕业设计的指导与实

现。应用技术大学工程技术领域专业的毕业生通

常会选择在某企业中完成自己的毕业设计，在学

校教师与企业教师的共同指导下，学生会根据在

企业实践中发现的某个具体难题，毕业设计论文

的题目均由所在的实习企业拟定范围，在规定的

时间内，要求学生围绕一项复杂的企业生产运营

问题，通过已学的知识、以科学的研究方法作为

理论研究部分的基础，将习得的技能与知识运用

到实证部分的探索中，独立完成该项问题的研

究。通过长时间与企业的了解与企业的同事相互

熟悉，多数毕业生会选择在该企业继续工作。应

用技术大学将学生的毕业设计放到企业中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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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解决企业在专业技术与管理发展上遇到的瓶

颈，而且帮助毕业生更加积极地被就业市场接纳。

（3）学术教育与职业培训共融的高等双元制

课程。高等双元制课程是德国应用技术大学与企

业间建立的更为常见、关系更紧密的校企合作模

式，是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培训在高等教育领域

内的新探索。高等双元制课程是将企业内的职业

教育培训与高校的学术教育相结合，培养学生具

备理论与实践的双重能力，特别是具有独立进行

科学研究的能力，多数课程开设在私立高校与公

立性的应用技术大学中，这些学校坚信创新不仅

仅源于学术创新，更源于所在地区地方企业的加

盟。企业参与到高等双元制的课程设计中来，不

仅有利于积累未来的员工储备，也为企业内员工

的继续教育创造机会。学生参与的每一项实验、

企业实习、科研项目，大多来源于企业实际生产

技术、工艺过程中的问题。

三、校企合作的激励机制

1．国家的专项投入是合作的有力保障

为了鼓励应用技术大学与企业联合开展应用

研究，培养未来工程师的研究能力与实践能力，

德国联邦教育与科研部专门设立针对应用技术大

学的科研资助路线。2005年至 2012年，资助项目

财政预算从1005万欧元增幅至4007万欧元，上涨

了4倍之多。2006年至2011年，有超过110所应用

技术大学共计参与了800余个科研资助计划，获得

成果收益1亿7500万欧元。

2．长期合作的成功在于注重其人员的专业化

发展

德国科学研究会对国内成功的校企合作案例

做了梳理与分析，对那些长期性的、战略性的校

企合作，人们总是给予积极的评价，而这些合作

所以成功其主要的原因在于校企双方十分重视人

员在其专业化、职业化方面的发展，而发展则需

要长时间的合作为基础，通过系统而深入的合作

内容来培养参与人员在各自领域的发展。合作双

方在制定协议的框架下确立共同目标、对未来预

期的瓶颈与矛盾制定统一的解决原则。相互间的

信任与理解随着合作的推进得到加深，从而合作

的质量才会在充分保证下得到提升，达到预期的

效果。

3．拥有丰富企业经验的教授对校企合作发挥

着重要作用

应用技术大学的教授具有多年丰富的企业经

验，与企业始终保持着亲密的联系，教授的个人

情感因素也促进了中小型企业对应用技术大学的

偏爱，这一因素对增进大学与区域经济区域间的

信任、企业与学院间的信任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应用技术大学的教授需要得到企业至少5年的资金

支持才能继续受聘于大学，鉴于教授具备的资质

与资源，他们有足够的能力证明假使未来高校在

没有获取额外财政支持的条件下，他们能够带领

团队将应用技术大学的专业建设成为面向未来发

展、依托实际，能够独立生存的专业。

4．重视国际校企合作，定位培养国际化人才

随着经济的跨界融合，培养未来国际化青年

员工的国际化已经成为企业的重要职能领域。许

多国家的高校已走出国门，开始与国外的公司、

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双方互利互惠，互相支持，

共同发展。世界范围内的贸易往来，资金融通和

技术转移的规模将日益扩大，在这种新形势下，

各国企业界也日益重视与国外的高校建立各种协

作关系，以求得国外高校在技术和智力上的支

持，例如美国或法国的企业相比其他国家更加热

衷建立与国外高校的合作，为学生提供在国际分

理处实习的机会，或为国外的实习学生为其在家

乡所在地提供实习机会。

四、德国应用技术大学校企合作的经验与启示

1．建立校企合作标准，规范教学方面的合作

德国应用技术大学围绕教学而展开的校企合

作目前还处在初浅的阶段，尽管形式多样，但合

作的内容缺乏系统性，政策上也缺乏足够的关注

来促进教学内涵与形式的深入与拓展，例如学士

课程与硕士阶段课程应分别设立不同偏重的职业

能力培养目标，根据不同阶段的特点，建立对高

校与企业及其他职业领域合作的统一标准。

结合我国应用型高校的发展情况，首先要加

强政府对高职校企合作的宏观调控和管理职责，

建立校企研合作以及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统一的质

量标准和指标体系，从而建立校企合作标准，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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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教学方面的合作。同时，发挥市场的作用或引

入市场机制，发挥行业职业组织的作用，赋予行

业组织制定职业资格证书的标准和内容的权利，

并保障其实施；倡导与企业联合办学，校企双方

共同组建专业教学委员会，共同确定招生名额，

制订教学计划和设置课程，合作编写专业教材

等；企业选派专业技术人员到学校授课，学校选

派教师到企业实践，依托企业解决学生就业出口

问题。

2．注重跨专业能力的培养

应用技术大学为学生搭建的校企合作平台不

应单纯地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与职业素养，相比

普通职业教育或职业学院的校企合作，更应着重

培养学生解决多变环境下复杂任务的能力。跨专

业能力包括对未来保持不断学习的能力，具有企

业的思维，对职业有承担责任的意识，在特定专

业领域中具有时间管理、项目管理的能力，掌握

基本的知识产权知识，具有创业基础的能力。

结合我国应用型高校的发展情况，应拓展多

形式、多个教学地点的校企合作，加强合作中教

学与科研的联系，注重跨专业能力的培养。我国

应用型高校可以通过成立跨专业、跨学科的校内

研究机构，将企业的实际生产问题、技术研发项

目根植于课程教学中，为不同专业的师生创造深

入交流的机会，锻炼学生跨专业的思维与视角。

跨专业的研究内容不仅提高师生的科学研究能

力，也可丰富课程教学的实践基础。为保障人才

跨专业能力的培养质量，还应注重师资队伍的建

设。在学校内部改进对教师及科研人员考核与评

价标准的同时，可聘请具有丰富经验的企业界技

术人员到高职院校从事教学、研究、管理等兼职

工作。企业和高学校也可通过双向定期租用、借

调、互换专业技术人员, 实现大学和企业间的

人、信息、资源的相互流动，从而保障学生跨专

业能力培养的质量与水平。

3．设立专门企业实践管理办公室

应用技术大学需要为其学士课程的企业实践

做好前期准备与跟进。应建立专门的实习生管理

办公室，本着顾及全体学生切身利益的宗旨，实

习办公室不只传达实习任务，还负责指导学生的

实习过程，并收集学生实习经验的反馈。设立专

门管理办公室也需要按照实际情况，并给予相应

的资金支持。

我国应用型高校虽设有专门的校企合作办公

室，但在对企业实践课程跟进方面、对学生实习

的指导层面还存在欠缺。相应增加了解专业与企

业发展的专职人员，能够协调校企双方做好合作

过程的设计，能够对学生反馈的实习问题给出有

效的指导。同时，在企业实践管理办公室的基础

上，建立企业捐赠职业职业教育基金会，以探索

公司制形式，实行董事会决策。要在董事会成员

构成中多吸纳企业人士，选用董事机制要将“委

任制”向“契约制”转换，要在董事会中专门成

立校企合作资产管理委员会，在管理层面赋予行

业企业更多的权利，从而激发起其自身更多参与

职业教育的热情与主动性。同时，所设立的企业

实践管理办公室，还应肩负在继续教育领域内拓

展与企业合作的职责。推进以需求为导向，特别

是与职业并行的继续教育课程，以此与企业建立

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以此为切入点，发展校企

的长期合作。

五、结语

德国的经验说明，开展深度的校企合作，不

能简单地通过税收、行政或其他手段强迫企业参

与其中，而应建立、健全、完善校企合作的激励

机制，充分考虑各种因素，全面激发各参与主体

合作的热情，制定一系列科学合理的奖励措施、

一揽子行之有效的惩戒举措，充分挖掘产学研合

作各方的潜力。让企业从校企合作中切实获益，

激发其内在的合作动机，建立相应的课程体系，

探索理论教学与实践培训的结合点，充分利用企

业强化实践教学，切实提高学生培养质量的水

平，促进高校与企业校企合作的全面、深入的持

续开展。

[责任编辑：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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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消极课堂沉默一直是影响教学效果的不利因素，大学英语教师为了克服英语课堂沉默，应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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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为了打破英语课堂沉默，营造良好

的课堂气氛，大学英语教师一直在不懈努力丰富

自身的教学方法，协调统一教师教与学生学的这

一教学过程，加强师生间的互动，让教学任务在

课堂上得以顺利完成。但遗憾的是，课堂沉默的

现象依然存在并呈现出从高年级向低年级扩散的

趋势，大部分学生在课堂上不主动回答教师的提

问，主动向教师提问的学生更是寥寥无几。但是

教师和研究者普遍认为，学生的积极参与对于学

好英语这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至关重要。

一、课堂沉默的内涵

沉默，同言说一样，是人类交际的手段之

一，它既可以是交际的障碍，又可以表达十分丰

富的语义。同样，课堂教学活动中出现的课堂沉

默也是师生有效交往和交往障碍的集合。课堂沉

默是指在课堂教学情境中，教师提出问题或需要

学生参与课堂活动并配合时，学生出现的不言不

语、不交流、默不作声的非言语行为，它可分为

积极沉默和消极沉默两种。本文所指课堂沉默则

是消极沉默，它有害于知识和能力的获得。为了

有效避免大学英语消极课堂沉默，教师应该对造

成消极沉默的原因有所了解。

二、导致大学英语课堂消极沉默的原因

国内外很多学者对课堂沉默的原因进行了广

泛探讨，大多数认为其原因主要包括学生自身语

言能力不足、课堂上的焦虑情绪、自信心不足、

缺乏内在学习动机、个性内向以及“中国传统文

化”的影响（保全面子，担心回答错误在同学面

前丢脸；谦虚，即使知道答案也不“表现”自

己；持有不同观点时，尊重权威，保持“和谐”

氛围的倾向）。但是张慧琴等认为，中国学生在英

语课上沉默被动的原因不仅仅在于上述因素，传

统的授课模式和课堂氛围都有可能导致课堂沉

默 。 刘 雅 凡 、 李 特 尔 伍 德 （Liu & Littlewood,
1997） 及程晓堂 （Cheng, 2000） 也都明确指出：

导致课堂沉默的主要原因在于教师和教育环境方

面。本文主要从教师教法视角来阐述导致英语课

堂消极沉默的原因。

1．教师忙于追赶教学进度，学生被迫强制

输出

大学英语教学任务重，时间紧张。教师要完

成一学期的教学任务，就要一个知识点一个知识

点的讲解，不能留出学生消化、吸收、理解的时

间，即使教师在课堂上提问，也是急于得到学生

的正确解答，等待学生思考的时间很短，学生被

迫强制输出，产生很强的抵制心理。

2．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课堂，导致学生的主

体地位得不到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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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大学英语课堂教学一直主宰着英语教

学，体现在教师讲，学生听；教师问，学生答；

教师激情满怀，学生酣然大睡。细细思考内在的

原因，主要体现为教师在课堂上过于注重知识的

传授，剥夺了学生独立思考的时间和权利，从而

导致大学英语课堂如此沉默。

3．单一的英语课堂教学模式，导致学生英语

课堂的“审美疲劳”

教学模式是英语课堂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影响课堂气氛的重要因素。但是大学英语课

堂的教学模式几十年来都是坚持单词讲解、课文

翻译、语法知识点讲解、练习题四部曲。拘泥于

教材，缺乏课堂模式的创新，学生就会在课堂上

打不起精神，产生对英语课堂的“审美疲劳”。

4．教师不重视课堂提问的策略，导致学生回

答问题的兴趣荡然无存

在传统的大学英语课堂上，教师和学生之间

的交际互动主要由教师的提问导出，提问方式的

是否有效直接关系到师生互动能否顺利展开。然

而在英语课堂上，教师提出的问题不是超出了学

生的实际能力范围，导致学生回答不上来，只能

选择沉默；就是教师提问的问题是封闭性的，即

所提的问题仅有唯一正确答案的问题。学生们一

般对这类问题不感兴趣，只能选择沉默来表达出

自己内心“无声的抗议”。

5．教师对学生的反馈评价处理体现不出艺术

性，学生久而久之产生自卑心理

大学英语教师在课堂上一味地强调学生地语

法和发音错误，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学生英语

应用的准确性，这使得性格内向和成绩后进的学

生在语言组织和输出上遇到阻碍，产生焦虑；而

现代化的大学中学生经常是来自很多地区，受到

其方言和之前发音习惯的影响，在大学英语发音

上很难做到统一，而且现在的学生会利用很多高

科技软件进行英语翻译等，很少会去朗读英语，

其英语发音能力会有所降低。如果教师一味地对

其批评指责，学生会失去学习英语的信心，从而

对英语学习产生抵触心理，表现在课堂上就是学

生的沉默，课堂的无声。

三、改变课堂沉默的对策

综上所述，如果教师固步自封、依然采用一

贯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势必会导致一些学生

的懈怠，课堂的进一步沉默，所以教师应该着重

进行自身的改革。

1．大学教师应增强自身创造性人格魅力

教师缺乏创造性人格魅力是影响大学生课堂

沉默的条件性因素。美国心理学家斯滕伯格认为

创造性“人格特质”由7个因素组成：（1）对含糊

的容忍；（2）愿意克服障碍；（3）愿意让自己的

观点不断发展；（4） 活动受内在动机的驱动；

（5） 有适度的冒险精神；（6） 期望被人认可；

（7）愿意为争取再次被认可而努力。所以教师应

该积极主动地按这七种标准去完善自己。首先在

思想上，教师要以第2条为标准，克服“很难超越

自我”的情绪，不断追求更高更好的模式，期望

被学生认可以及不断认可。其次在教学中，教师

要愿意让自己的观点不断发展，留给学生足够参

与的时间和空间，同时自觉放下知识权威的架

子，让学生们充分发表各自的观点，达到百花争

鸣，师生互相激发智慧的程度。同时在教学方法

理论上要不断补充和丰富，更重要的是在实践中

发现问题并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

2．不断变化教学方法

在大学英语课堂上，单词讲解一直是必不可

少的部分，Lewis（1993）认为：“词汇习得是二语

习得的中心任务，每一项语言能力的学习和提高

都离不开对词汇的依赖。”因此，有的教师坚持其

重要性，在课堂上不厌其烦地讲授单词，但学生

的反应却不甚令人满意，这给师生双方带来了郁

闷、困惑和误解。而有的教师为了避免这种情形

则省略了词汇的课上学习。但是毋庸置疑，教师

对单词的重视程度和学生对单词的重视程度是呈

正相关的，因此要二者兼顾，我们必须从教授的

方法上进行变革。

（1） 精心选择单词例句。要使单词更加容

易、深刻的被学生所理解，那么单词例句的选择

就不应是随意为之，笔者的选择原则是：1）例句

内容或者更加贴近学生生活、或者是具有哲理性

的一些谚语。例句内容贴近学生生活，学生的背

景知识就能在理解时被迅速激活，这可更大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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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刺激到中等基础以下的学生，让他们兴奋地、

成就感十足地进一步参与到课堂教学活动中来；

而一些哲理性的谚语则给中等基础以上的学生带

来机会或是挑战，这样就避免了在课堂上只能照

顾一些中等程度的学生，忽略了两端的学生。2）
选择例句的难度标准一定要遵循克拉申的“i+l”
的可理解性输入原则，选择材料难度略高于学生

现有的水平，过难则只能让学生感到焦虑、不自

信，而这两者则会使课堂沉默进一步恶化（krash⁃
en,1982）。

（2）以“小纸条”的方式呈现单词。传统的

单词呈现和讲授模式也是造成学生课堂厌烦、进

而沉默的原因之一。因此，笔者不再遵循传统的

模式——“教师在ppt上呈现单词例句，请学生读

或者翻译”，而是为学生专门制作了一份重点生词

及其例句，并把这些以“小纸条”的形式在课前

随机发放给每个学生，尽量做到人手一份。课

上，在需要讲解单词时，拿到该单词纸条的同学

要及时站起来朗读，并且不断重复，直至其他同

学完整复述出该例句，该同学方算完成任务，这

种方法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兴趣，既让拿纸条的

同学不断改进自己的发音，又锻炼了其他同学的

听力，也增添了课堂的乐趣。

（3）完善的规则和适当的奖惩措施是必要的

保障。教师应对教学方法实施中可能产生的问题

进行预想，并在实践中尽快完善。上述方法旨在

调动同学们的积极性，提高听课的专注度，如果

有同学迅速正确地复述出来，就能获得同学们热

烈地掌声及教师的大力赞扬。从心理学上讲，同

学们的认可和敬佩及教师的赞扬足以让该同学在

课堂上找到满足及自豪感，不断增加他的自信程

度，激励他更加愿意参加到下一个环节的学习中

（krashen,1982），这样就形成了课堂上的良性循

环。当然，如果有同学不能及时跟上教师的进

度，就要以大家事先认可的方式接受“惩罚”，而

受罚的同学也不会有任何不满。此外还可以通过

以下几种形式来提高现代英语课堂教学的创新

性：一是根据英语课本文章所讲述的故事，让学

生们选择各自喜欢的角色进行英语话剧式的扮

演，从而提高学生对故事情节和任务角色的了

解，同时提高学生对英语课的兴趣度。二是在一

些比较难懂和枯燥的英语语法讲解上，教师可以

配合语音、视频等形式来呈现，从而在视觉、听

觉上刺激学生对英语的兴趣。三是选择播放英语

电影，特别是一些最近电影院热播的美国大片，

一方面可以提高学生对英语课的兴趣度，同时在

学生观看英语电影的过程中也对英语口语的使用

有了一定了解。

3．完善的竞争机制的引入

不断变化的教学方法，只能提高同学们一段

时间内的专注度和积极性，如何让这个方法永保

有效性，是另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这就需要引

入和合理使用竞争机制。

（1）引入竞争机制。引入竞争机制，旨在刺

激同学之间的竞争，以期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在大学英语课堂上，尤其是高年级的英语课堂

上，因为各种原因，个体之间的竞争并不能刺激

到每个同学。但是小组合作却是一个非常有效的

方法。虽然同学们不在乎个体的成绩，但却非常

有集体荣誉感，不让自己的小组被看轻。实践证

明，无论基础好或差的同学，都会为了自己的小

集体而积极努力，这样，小组合作就激发了学生

的学习动机，改善了课堂气氛，在一定程度上消

除了导致课堂沉默的部分原因，同时也更有利于

对学生团队精神的培养。

以笔者课堂上的“猜词”活动为例，首先按

宿舍分组，每次轮流选派2个代表合作，单词范围

为每单元所学重点词汇，频率为每单元一次，规

定时间内完成的单词个数为本次所得成绩；每单

元的成绩累积，最后进行核算；并给予胜出的小

组成员一个“赞”，等到期末的时候看哪个小组收

集的“赞”最多，在期末给予一定的奖励。这种

集赞式的激励方式，既符合学生之间相互竞争的

氛围，又迎合了现代学生对当代互联网活动的

追捧，提高了其对英语课的兴趣。学生对此极为

认真，并肯为之努力，这样既激发了学生背单

词、用英语讲解单词的热情，也让为宿舍 （小

组） 做出贡献的成员得到其他成员应有的敬重，

增加了宿舍（小组）成员之间的亲密程度和生活

的愉快感，间接地为各个学科的学习奠定了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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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

（2）在刺激并调动学生积极性的同时，要保

证所采用竞争机制的完善程度、延续性、有效

性、公平性。教师首先要以身作则严格遵循原

则，否则就会很快让竞争机制失去效力。其次，

竞争机制一般从第一学期延续到第四学期的教学

活动中，一直要保持恒定的标准，同时教师在实

践中发现不足，及时完善，以保竞争机制的完善

性。此外，当今的学生大多都是在互联网科技高

度发展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他们对自由、民主

和公平有着很高的认识，教师需要把一部分制度

修改权利分配给学生，让学生也参与到竞争制度

完善的过程中，平时成绩最后公布给大家，让学

生们感受到英语课的公平和公开，而不是老师说

什么就是什么。

（3） 设置加分项，激发个体同学之间的竞

争。以小组为单位的竞争学习的确能大范围地、

高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此时为个体同学设

置加分项就会全方位发挥竞争机制的效用。加分

项的设置看似是即兴的，如有时是在复习以前所

学内容，集体记忆模糊时，给能回忆起来的同学

一个加分项；有时是在练习中，遇到翻译难度稍

大的题目，就给积极、翻译较好的同学一个加分

项。总之，这要教师视具体情况而定，不过这种

即兴主要是指内容上的即兴，而教师无论是在词

汇讲授部分，还是在整个教学过程中都要随时体

现这一竞争机制的应用，让学生明了教师并不是

随意为之。这无疑又为课堂增加了一丝神秘感，

使学生永远有期待。

四、结语

正如一项研究调查中所归纳：教师的人格魅

力、教师的教学观念、教学方法都是理想课堂互

动的重要因素，毋庸置疑，在这些方面所采取的

有效措施势必会在一定程度上消除课堂沉默，带

来课堂上良好的氛围。相应地，大学英语课堂的

教学质量也会进一步提高。

[责任编辑：刘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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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assive classroom reticence is the unfavorable factor to influence teaching effect. In order to overcome this phenomenon,
college English teachers should keep on enriching their teaching methods and approache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students and cul⁃
tural factors leading to this phenomenon, the countermeasures of changing classroom reticence are put forwar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aching, that is, teacher’s personal charm, changed teaching methods and perfect competition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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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翻转课堂”的视角，依据美国语言学

家克拉申的第二语言习得理论在高职英语听力教

学中的应用来改变传统的听力教学现状，更新教

学理念，自主构建全新高职院校学习听力教学模

式可以提升听力教学效果。

一、高职英语听力课堂教学现状调研

二语习得理论的研究表明，语言的输入是语言

习得最基本的条件，没有输入就没有习得。同理，

在英语的“听”、“说”、“读”、“写”、“译”这五个

要素中，“听”是最重要的要素，是一个语言输入

的过程，是学生学习语言的重要途径，听不懂就不

能理解其内容，理解不了就不能进行沟通。

1．听力教学关注度不高

在高职院校中，由于英语听力课程的安排不

多，并且时间有限，教师经常在很短的时间内灌

输大量的知识，这样会导致学生不能很好的吸收

课上的内容，缺乏听力技巧的训练。并且教师会

更加偏向于理论知识的教学，如：听力文章的内

容、句子的语法、以及生词的学习等，以至于不

能针对性地对听力技能进行训练。听力学时分配

偏少，听力训练不重视，使得高职院校学生的听

力提升困难重重。

2．听力教学模式陈旧

听力的教学与一般知识的讲解有很大区别，

需要更多的技巧指导以及大量输入训练。如果学

生在听力的过程中，持续兴趣缺乏，而老师就只

是一味地播放听力内容，安排学生去听，乏味又

单调的教学模式，对学生听力水平的提高作用十

分有限，并且会渐渐的让学生失去学习听力的积

极性，因此学生的听力能力也会一直原地踏步甚

至退步。

3．学生英语基础不扎实

听的过程远远比我们看到的要复杂得多，它

涉及到接收、解码、暂存、编码等过程，包括理

解信息和处理信息。想要提高英语的听力水平就

必须要有牢固的英语基础，基础对理解听到的内

容有很大的帮助。如果没有一定的词汇量、语法掌

握不好，会影响对输入内容的理解。高职院校的学

生大多基础不是很扎实，再加上平时听力训练有

限，对国外的一些背景文化不是很了解，跟不上听

力的语速，所以他们的听力水平不高。

4．学生听力训练时紧张度高

英语听力的实训与一般的知识有很大区别，

它具有很大的未知性，这对学生的心理素质是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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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的考验。学生无法预测听力的内容，对将要

播放的内容往往具有很大恐惧感，当遇到不能理

解部分时，学生会很紧张、这样就会影响接下来

的听力。如果在听力过程中，带着这种情绪，会

让学生无法集中自己的注意力，听力水平也会因

此而受到影响。

二、基于“翻转课堂”视角二语习得理论在

英语听力课程教学中的应用

通过翻转课堂，教师不需要占用上课时间来

讲解。学生可以通过看视频讲座、听新闻广播、

阅读电子书、网上讨论等方式，随时查阅需要的

材料。这样充分利用了课余时间，能帮助学生更

好地理解和掌握其中的内容。

1．翻转课堂下语言输入难度的挑战性

根据克拉申理论，学生要通过学习比目前水

平稍微高一点的英语知识来提高英语能力。听力

实训内容难度应遵循“i+1”的规律，i是学生目前

的英语水平，1是稍高一点的英语知识。只有在听

力内容的难度等于 i+1时，该内容才会有效地提高

英语听力。如果偏小，学生无法从中获得新的知

识；如果偏大，学生会听不懂该内容，一无所

获。另外，克拉申的情感过滤假设理论认为，在

听力课堂上，有大量的、适合的输入环境并不等

于学生就可以学好听力，第二语言习得对听力的

帮助还受着许多情感因素的影响。把主动权交给

学生，实现“翻转课堂”会使学生的听力学习效

果更加明显。翻转课堂使得学生能够针对自己当

前的听力水平听，或选择略高于自己水平的资料

来运用所学知识进行听力训练，这样就有效地提

高了教学效果。

传统的英语听力课堂仅仅是通过老师讲课，

学生听课这个方式进行，学生很被动地接受信息

并消化。这种上课方式，阻碍了学生想象力、创

造力、自主学习能力的提高。而在翻转课堂中，

学生先通过自主学习将信息理解，然后在理解的

过程中发现自身的问题，最后通过教师帮助解决

问题。翻转课堂从教师主导翻转为学生主导，使

学生课堂学习翻转为学生课前自主学习。这有助

于增加教师与学生的互动，帮助教师全方位认识

学生，了解学生的听力水平，提高课堂效率。

2．翻转课堂下语言输入数量的累积性

克拉申语言输入理论一个要点就是语言输入

要有足够的量。听力课堂中一定要输入足够的内

容。如果没有输入，就没有内容可以吸收，听力

就不会提高。英语听力的提高是靠不断积累，积

少成多，由量变转化为质变。

传统听力教学模式是教师在听力课堂上输入

知识、不断播放听力资料，学生通过课上认真听

并且课下做作业的方式吸收课堂内容，但是在有

限的课堂时间里，要无限拓展实训内容是不可能

的。翻转课堂则彻底打破了这种灌输式的课堂，

课前，学生可以在任何地点时间学习自主学习平

台的内容，自由选择听力的内容，课上可以和老

师面对面交流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最后学生在教

师指导下对信息进行理解、消化。

3．翻转课堂下语言输入内容的趣味性

现阶段高职院校听力课的流程基本是这样

的，老师先把听力内容里的生词告诉学生——播

放该内容给学生听——对答案，并对错误答案进

行讲解。在这样一个上课模式中，学生只有被动

地去听，导致听力训练的效果极差，还会产生负

面影响，如学生上课走神不认真听课、对英语听

力失去兴趣等。在枯燥的学习环境下，学生会对

听力课有所排斥。翻转课堂的上课模式，是学生

以前不太接触的，对学习听力充满了新鲜感，提

高了学生的学习效率，网络平台的使用也使获得

新知识的途径更加方便快捷了。

克拉申提出，语言输入的内容应该是既要与

课堂相关又要有趣味性，这样才会对语言的习得

有利，有趣的听力内容会让学习者在不知不觉中

学习听力。保证听力材料的趣味性，一方面能吸

引学生进行自主学习；另一方面, 打破传统的机

械性学习模式，设立真实生动的语言环境。趣味

性的课堂有助于激起学生的学习动力、培养其学

习兴趣。

4．翻转课堂下语言输入形式的多样性

语言输入形式要形成课内实训和课外实训相

结合，“翻转课堂”要求教师利用网络资源合理设

计教学脚本，教师指导和自主学习相结合的模

式，除了教师适当指导之外，主要的语言输入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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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学网络平台通过自主学习的方式来完成。

学生带着焦虑的心情上听力课会阻碍听力水

平的提高。因此，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教

师在听力课堂上要尽量营造轻松愉快的学习氛

围，运用各种教学方法消除学生在听力训练中的

紧张焦虑情绪，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树立对听力

的信心。如适时播放一些英语歌曲、电影、访谈

节目等，调节课堂气氛，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翻转课堂”实施的前提是要有多媒体网络

技术的支撑保障，要增加课外语言输入的途径，

进一步完善教学网络平台。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

英语水平、教师规定的实训内容和考核内容，选

择学习时间和内容进行自主学习。教师通过具体

的考核制度、监控体系以及一些激励政策等措施

来调动学生，使其积极参与其中，这样英语听力

教学质量会快速提升。

三、英语听力自主实训平台资料的建设

搭建英语听力教学平台是构建英语听力自主

学习模式的一个基础建设。有关内容包括：

1．大学英语四六级试题

四、六级考试的听力部分一直是考试的难点

和重点，因此必须掌握听力技巧提高听力理解力。

（1）四六级真题、模拟试题。平台应有多套

四六级的听力资料，可以让学生自主选择，也可

以自己下载进行听力训练。提前感受四六级考试

的难度、了解其题型等。有了坚实的基础，再去

做考题，自然胸有成竹，思路清晰，正确率也会

相应提高。这样学生在考试的时候，就不会那么

慌张，能从容的完成答题，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听

力成绩。

（2）自动阅卷功能。在平台上应该要具备自

动阅卷的功能，这样学生完成听力后，系统可以

自动批改。学生可以快速知道自己的错误点，不

需要去翻找答案，节省了很多时间。也可以直接

针对问题，再去反复听，直到理解。

（3） 建立监控体系。现在网络的诱惑力太

大，需在平台上建立监控系统，这样学生就不会

去浏览别的网页、视频等，而自觉进行听力训

练。同时，老师也可以了解学生的听力完成情

况，及时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

2．时事新闻资料

（1）VOA听力。慢速英语：慢速英语是VOA
很早就推出的英语听力模块，开创时间可追溯到

1959年。慢速英语比平时说话的速度还要慢，而

且很少使用一些当地的习惯用语，学生可以更容

易地理解其内容，慢速英语普遍面向于中等英语

听力水平以下的听众。常速英语：常速英语是以

标准的日常对话语速来进行播报的听力资料，每

分钟播报140个单词左右，材料中使用了日常生活

英语中应用到的主要英语单词。在听力的教学中

普遍选用常速英语，如果学生能听懂其中的一大

部分，那么其英语能力相对来说还可以。

（2）BBC听力。BBC是英式口音，较VOA的

听力，BBC更难听懂。可以让学生感受美式英语

和英式英语两者的区别。BBC语速在 170词每分

钟，难度中等，是很好的英语学习材料。

（3）CNN听力。CNN听力的难度较大，其内

容大多都会涉及一些当地的习俗等，可以让学生

大致了解，不必逐字逐句弄懂。

3．英语歌曲欣赏

在学习之余欣赏英语歌曲一来可以有所放

松，营造一个轻松的学习氛围，再者学生可以学

习到英语歌中的一些表达方式、用词，同时也可

以学到一些英语发音的技巧等，有效地激起学生

的学习兴趣和动力。

平台上的英语歌曲应该要具有一些当地的文化

特点，也可以选一些歌词有意义的歌曲。老师可以

先让学生大致了解歌词内容及旋律，再以填空、听

写、提问、判断、排序等形式在平台上出题。

4．影视作品欣赏

电影中丰富的故事情节牵引着学生，使学生

主动地融入其中，了解当地的风俗习惯，还可以

消除他们心中的紧张感，有效帮助知识的吸收、

提高听力的能力。当聚精会神观看到完全投入的

状态之后，学生会很主动地跟着电影里的声音去

说、去学。在之后的课堂英语讨论和交流的过程

中，平常不敢交流的学生可能也会受电影的影响

发表自己的观点。

5．英语竞赛演讲视频

在平台上应该具备一些优质的演讲视频，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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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学生就可以感受演讲时的语音语调和优秀演讲

者的语言表达及他们的应变方法。在提高听力的

同时也可以学到一些演讲的技巧。多听不同的声

音, 多从不同角度看问题, 能更好地提高大学生

英语听力理解能力。

6．访谈视频

一些名人、明星的访谈对提高听力也有一定

的作用，学生会被名人明星吸引然后去看其视

频，会带着好奇心去听其中的内容，对提高听力

有很大的帮助。而且访谈的内容会涉及很多方面

的信息，有情感上的沟通，有生活中的一些感人

的或是有意义的事例，有助于学生对谈话的内容

产生共鸣。还可以从主持人讲话的语速、表情、

姿态等一些细节中，学到除听力外其他的主持技

巧、紧急状况的处理方式等。

[责任编辑：刘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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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Listening Teaching Mode for Autonomous Learning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Flipped Classroom”

HU Nan-nan
(Zhejiang Financial College,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Breaking through the bottleneck of English listening study and innovating mode of English listening teaching are urgent
problems to be solved in English listening teaching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flipped classroom, the
key to the listening teaching mode for autonomous learning is to focus on the accumulation of language input, interesting contents
and diversified forms, and build multi listening training platforms as well.
Key words: flipped classroom; theory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utonomous learning; English list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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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软能力”培养越来越受到教育研究者重视，数学作为理工类专业必修的文化基础课

程，是培养软能力的重要载体。通过采用情景模拟、项目教学、角色扮演等教学方法开发体现职业软能力

培养的教材，重视对学生“软能力”评价，开展第二课堂等举措，以求全面系统化地提升学生“软能力”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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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能力”是社会心理学术语，涵盖面非常

广。学者们对“软能力”一词的解释不尽相同，

通常，“软能力”是指团队精神、工作态度、职业

道德、职业操守、创新能力和为人处世能力素

养。这个能力是能够使人处于“不败之地”的关

键能力，强调的是人的主动适应和应变能力以及

自我塑造性。

一、软能力的培养对高职学生的意义

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社

会对职业教育的要求不再仅限于为社会和企业培

养能吃苦耐劳、有文化、有技术的工人，企业对

人才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不再仅限于学历与专业

技能。调查表明：企业除了考虑毕业生的专业能

力、学历层次外，更加关注毕业生所涉职业方法

能力和职业社会能力的软能力，如：学习能力、

诚信和责任心、团队合作能力、沟通能力等。

2008年《齐鲁晚报》载文指出：“软能力”不硬成

大学生软肋，企业用人现状是学习能力重于学习

成绩、营销能力是必备素质、“软能力”不硬影响

就业。不难看出，职业“软能力”已成当代毕业

生就业不可或缺的能力。另外，现如今高校毕业

生不断增加，社会就业压力越来越大，毕业生就

业竞争越来越激烈，仅仅拥有学历和专业技能

已经不能满足毕业生就业的需求，再加上高职

院校毕业生学历和本科毕业生及硕士研究生相

比就略显弱势，如果单凭在学校学习的专业技

术“硬能力”是无法在这场就业竞争中取胜

的。因此，职业“软能力”对高职院校毕业生

来说显得尤为重要。

笔者作为高职院校的一线教师，多年来通过

对毕业生的追踪调查，发现许多学生就业之初在

专业技能上有一定的优势，但工作一段时间后就

会发现存在许多的缺陷，如：创新能力不够、自

主学习后劲不足、缺乏自我学习的能力、无法适

应企业激烈的竞争等问题，导致他们在工作岗位

上失去竞争力，职业生涯发展缓慢甚至止步不前。

职业教育并不等同于技能培训，从培养人的

角度来看，职业教育除了培养合格的劳动力为社

会服务这一功能外，同时还具有为社会培养具有

一定素质和修养的社会人的责任。高职教育培养

高端技术应用型人才，这种高端技术应用型人才

应该同时俱备硬能力和软能力。因此，高职院校

重要使命是为社会培养既有专业技术能力又具备

高素养、综合能力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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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职院校学生“软能力”培养研究现状

目前，“软能力”越来越受到职业教育研究者

们的重视，取得不少的研究成果。从宏观层面上

研究高职院校学生软能力培养的学者较多，得出

了一些比较新的结论，比如河北农业大学的高俊

民提出应“用科学发展观指导职业院校推进学生

‘软能力’的教学管理改革与创新；教学与管理应

确立培养学生‘软能力’的目标；进行专业课程

设置改革，加强学生‘软能力’的培养；重视对

学生‘软能力’的评价。”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的曹焕亚教授和无锡职业技术学院的张晓雁教授

都认为创新创业教育是提升大学生职业“软能

力”的途径。更有学者提出学校与企业共同设计

专业课程体系等方法，同时，还有不少学者提出

课程设置要为学生“软能力”的培养提供平台。

从微观上来说，基于各种教学方法的职业软能力

培养研究比较丰富，如情景模拟教学、开放式实

验教学、项目教学法等。

虽然“软能力”的重要性逐渐得到了学者和

职业院校的认同，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高职院校

普遍重视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培养，即“硬能力”

的培养，职业道德、团队合作精神、学习能力、

人际交往能力、沟通表达能力、诚信品质等“软

能力”的培养尚显薄弱，导致高职院校的学生或

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在日常教学中培养和提升

学生的“软能力”是值得我们探究的。

三、高职数学教学中培养学生软能力的对策

培养学生的“软能力”应该从校园环境、校

园文化和日常的教学工作等各个细节中展开。除

了从专业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方面努力以外，课

堂教学作为日常教学工作的一部分，在培养学生

“软能力”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1．高职数学课堂教学过程中加强学生“软能

力”的培养

教学过程中可以在教学设计、教学方法、教

学手段等各个方面进行设计，在整个教学过程中

增强培养学生“软能力”的意识，在实际教学中

提升学生的“软能力”。

教学设计从学生“学”的角度出发，以学生

为主体，设计各种不同的教案与学案，将数学多

方面全方位展现在学生面前，让学生感知数学不

仅仅有严谨“枯燥”一面，同时也充满人文情怀

与美感。

采用情景模拟、项目教学、角色扮演等多种

不同的教学方法，引导学生自己思考问题和解决

问题。高等数学课程虽然是普通文化课，很难将

课程变成一个个实实在在的项目或课题，但是教

师也可以给学生营造一些情境或给学生一些角色

扮演的机会。比如：在模块内容学习完后可以让

学生以团队协作的形式扮演教师，为该班级学生

设计一套考试试题。教师在布置该任务时可以给

学生一些提示或明确对试题的要求，学生设计的

试题应按照教师提出的要求完成。试题完成后请

学生提交给教师评价，同时还可以将学生们设计

的试题公布出来，请学生们自行评价和打分，评

出比较优秀的作品后将试题给该班的同学练习。

在设计上述体现情景模拟、项目教学、角色

扮演的教学单元时应注意：首先，团队合作能使

学生取长补短，互通有无，集众人智慧更好地解

决问题。当代大学生个性自我，缺乏沟通能力和

团队意识，通过团队协作的教学可以提升学生的

交流与沟通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在团队合作过

程中，学生自行讨论，表达能力和沟通能力会得

到训练。交流过程会使学生懂得交流的重要性。

其次，在设计试卷过程中，学生的思维能力、判

断和选择能力、团队协作能力等都得到了培养，

而且学生看到自己出的试卷会有成就感，其它同

学在解答试卷的同时给出评价。学生在练习的过

程中不仅巩固了知识，同时也培养分析能力。第

三，为培养学生协调能力和应变能力，在具体情

境中，尽量使学生担当一定的角色，并尽自己的

义务和行使自己的权力。比如每个项目组选出一

个组长，由组长分配任务并督促完成，在项目完

成的同时，请组长为组内成员打分或写简短的评

语，评价他们在完成项目过程中付出的努力或成

绩。与此同时也请组员们为组长打分或写简短的

评语，以此来监督组长的工作是否到位。第四，

为锻炼学生的适应能力和抗挫折能力，教师应在

项目中制造困难情境来训练，尽量设计一些难

题、学生必须通过一定的判断、思考与创造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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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结果。当然，应充分考虑以学生为主体，设

计符合学生学识基础和创造能力的难题，切不可

设计一些以学生之力无法完成的任务，这样的难

题不仅达不到锻炼能力的作用，反而会打击学生

的自信心。第五，为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

信息掌握能力，教师应在项目中设计必要的问

题，要求学生独立获取信息、制订方案、做出决

定、反馈信息等。这就需要学生学会利用自己能

用的一切资源，利用图书资料、网络资料、书

本、视频资料等自主检索、查阅，找寻自己需要

的信息。

2．在教材开发中体现职业“软能力”的培养

随着职业教育的发展，高职院校现有的高等

数学教材做了一些改革，尽量避免了本科教材的

缩减版，淡化了许多抽象理论和证明，重视应用

与练习，逐渐走向与专业相结合的道路，许多教

材中增加了数学软件的应用、实际应用案例等，

也有许多教材对章节知识做了调整，构建了新的

模块式教材。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美中不足的

是，大部分教材忽视对学生“软能力”的培养，

教材中很少涉及培养学生“软能力”的内容。因

此建议在数学教材中加入一些数学与数学家的故

事，利用数学解决难题的故事等人文知识，培养

学生的人文素养。同时，教材中还可以根据模块

不同内容安插一些小项目，可以是与专业相关

的，也可以是与社会热点问题相关的。这样做不

仅可以给教师提供更多的教学项目灵感，同时也

给学生提供了自主学习、自主思考的机会，使学

生在解决项目问题的过程中分析能力、组织能

力、逻辑思维等“软能力”得到不同程度的提升。

3．重视对学生“软能力”的评价

加德纳（Howard Gardner）的多元智力理论

告诉我们每个人至少有7种智力，包括言语—语言

智力、音乐—节奏智力、逻辑—数理智力、视觉

—空间智力、身体—动觉智力、自知—自省智

力、交往—交流智力。多元智力理论启发我们传

统的一纸试卷评价一个学生好坏的方法并不合

适，每一个学生的智力侧重是不相同的，教学评

价在高职教学中在对学生所学数学知识评价的同

时，还应重视学生“软能力”的评价。数学课程

的使命远远不止教给学生数学定理和解题方法这

么简单。还包括隐含在数学学习过程中的“软能

力”。比如在团队完成一个项目时，可以采取学生

自评、生生互评、教师评价多方面同时进行，各

个评价按一定的比例分配。评价的内容应包括学

生在项目完成过程中的交流能力、沟通能力、团

队合作意识、积极性、搜集和整理资料能力、领

悟力、理解力、创造力等各方面，评价方法可以

综合采用观察、谈话、作品分析等各种方法。评

价不仅重视学生项目的成果，更要重视学生完成

项目的过程。将学生一学期以来的各部分评价归

纳记录成一个评价档案，期末总结得出最终成

绩。教师重视对学生“软能力”的评价，学生就

会更关注自身“软能力”的表现，从而达到提升

学生“软能力”的目的。

4．开展丰富的第二课堂

学生的“软能力”培养不仅仅局限于课堂、

教材与评价，还可以开展丰富的第二课堂，比如

成立团队、搞趣味数学游戏、推理大赛等，培养

学生的沟通、表达、思维等能力。

[责任编辑：高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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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的个人发展目标是促进学习者综合职

业能力发展和提高其职业素养，如何对学习者的职

业能力进行科学的评价也成为了职业教育研究领域

的重要课题之一。KOMET是专门以高职学生为测

评对象的一种职业能力测评技术，旨在科学、系统

地对高职学生的职业能力、职业能力发展以及职业

承诺等做出评价。通过严格的实证研究方法对高职

学生的职业能力及发展、职业承诺等进行大规模、

标准化测试后，对测试结果的科学分析就成为高职

院校改进教学、提高培养质量的重要依据。

一、KOMET职业能力测评的基本理论

1．关于KOMET
KOMET （职业能力与职业认同感测评项目

Kompetenzmessen的德语缩写）是起源于德国的职

业教育国际比较研究的一个项目，其内涵大致相当

于职业教育中的PISA测评。KOMET主要采用大规

模、标准化的能力测评手段，通过对每个学生职业

能力进行多个维度的发展评价，诊断学生的职业承

诺和职业认同感发展情况，在测评结果分析的基础

上进行不同院校、地区间的教学质量比较、分析，

并以此促进职业院校的教学改革，同时也为职业教

育改革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

为了便于职业能力的测评、分析，KOMET将

职业能力划分为三个维度，即“能力要求维度”、

“能力内容维度”和“行动维度”，分别对应的是

“能力水平”、“学习范围”以及“完整的工作过

程”（如图1所示）。不同的维度代表了学生不同方

面的职业能力要求。“能力要求维度”主要是对职

业能力划分了不同的级别以及不同的级别所应具有

的知识标准；“能力内容维度”是以能力发展理论

为基础，包括为达到某级别能力所需要学习的知识

内容和范围；“行动维度”主要是针对学生如何将

所学习的知识、技能付诸于实践，这个过程应该是

完整的，其目的是为了全面检测学生的能力。

2．关于职业能力的级别

职业能力（Occupational Ability）是人们从事

KOMET职业能力测评的实证研究
——基于对高职汽车运用技术专业学生的测评

杨小燕 秦兴顺 魏会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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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KOMET是以高职学生为测评对象的一种职业能力测评技术，其测试结果是高职院校改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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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职业所具备的能力的综合体。客观来讲，职

业能力的培养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个循序渐

进的过程，因而，对职业能力进行级别的划分就

显得尤为重要，不同级别的能力需要不同内容的

知识做为基础支撑。另外，从心理学上来看，这

些不同层次知识的学习也符合人的学习过程。本

研究依据职业的活动内容对从业人员工作能力水

平的规范性要求和知识的学习过程，把职业能力

要求划分为四个等级（如图 2所示），分别是名义

性能力、功能性能力、过程性能力和设计能力

（整体化的设计能力）。前一种能力是后一种能力

的基础和前提，这是一个递进的过程。

由图2可以看出，处于职业能力水平基础层面

的是名义性能力。这一层面的能力要求学生具备

的知识是表面的、概念性的，学生对专业术语的

理解可以以日常口语的形式运用即可。按照职业

行动能力理论来讲，这些基础层面的知识还不能

够用来引领、指导行动。位于第二层面的是功能

性能力，即基本的知识和技能，主要内容是与情

境无关的专业知识以及相应的技能。这是开展专

业工作的基础能力，学生只需要掌握此类知识、

技能即可，不需要理解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和对实

际工作的意义。再往上一级的是第三层面的过程

性能力，这个层次的能力要求学生具备工作过程

知识和职业质量意识。这是因为职业工作任务与

企业的生产流程和工作情境联系密切，学生在掌

握了前两个层面的知识与技能后，在完成工作任

务时，就需要考虑到经济性、顾客导向和过程导

向等多方面的要求。处于模型最顶端的是设计能

力，也可以理解为整体化的设计能力，该级别的

能力要求学生能够将工作任务放到整个系统中去

认识，不但注意任务的复杂性，而且要考虑多样

化的企业和社会环境条件以及对于工作过程和结

果的不同要求，同时可以按照这些不同的要求来

设计工作流程。在完成工作任务时能够在权衡不

同利益与使用给定的技术可能性之间做出一种妥

善的处理。这一层次要求学生具备完善的综合素

质能力，可以从社会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对职

业工作任务进行反思并发展多种设计的可能性。

另外，参照PISA在自然科学教育中对“名义

能力”定义（即“风险学生”所在的能力水平），

在第一级能力（即名义能力）水平的学生属于风

险群体。他们不具备足够的职业能力，即在职业

教育结束后无法按照职业标准独立完成专业任务。

PISA项目是OECD从 2000年开始进行国际学

生评价项目，目的是通过一套能够测量教育结果

的国际教育质量指标和对各国学生进行抽样测试

所取得的结果，来描述各个国家的教育质量（关

键能力） 水平。它与以只关注“学校”的知识、

主要考察学生对学校课程的学习情况的质量评

价，有着显著的不同。

二、KOMET职业能力测评的实施过程

本研究采用 KOMET职业能力模型和测评方

案，对职业院校汽车检测与维修专业学生的职业

能力发展水平进行诊断，在此基础上对不同类型

学校的实习实训情况、教学情况以及学生职业能

力水平总体情况进行比较分析。

来自 6所高职院校汽车检测与维修专业的 302
名学生分别在 2011年、2012年、2013年（大二阶

图1 KOMET职业能力模型（Rauner等 2011，有改动）

图2 职业能力要求级别的划分

设计能力

过程性能力

功能性能力

名义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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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参加了职业能力测评。其中，男生 292 人

（96.7%），女生 10人（3.3%）。见表 1（A、B、C、
D、E、F代指各院校）。

表1 学校人数构成

在测评的进行过程中，所有参加测评的学生

都是统一回到所在学校完成测评的。测评监考教

师每人都收到了相应的监考说明，并按说明组织

学生参加测评，回收答卷并填写考场情况问卷。

本次能力测评的工具主要包括：

开放式的汽车维修专业综合测试题目（即典

型工作任务）；

背景问卷；

认知能力测试问卷；

学生测试动机问卷；

教师关于学生动机的问卷，即考场情况问卷。

每位参加测评的学生都依次完成测试。其

中，开放式综合测试任务用时2小时，智力测试需

在8分钟内完成。为了保证测评信度，项目组还对

参与评分的教师进行了评分者培训。共有 30位教

师参加了培训，并对四个真实案例进行了评分练

习。通过评分者培训，30位评分者之间能达到较

好的一致性，评分者间信度是令人满意的。

三、KOMET职业能力测评的结果分析

根据 2011～2013 三年总体学生的测试结果

（如图3所示）可以看出：

具备名义性能力的学生比例在不同年份差别

较大，其中 2011 年最低 （3.6%），2012 年最高

（50.90%），2013年居中（20.20%），这反映出学生

还不能够真正地理解、认识所掌握的基础知识、

概念知识等相关内容对于自身发展的真正含义。

以 2012年为例，具备名义性能力的学生比例最

高，其他职业能力级别的测试呈直线下降趋势，

这些也说明了只具备名义性能力的学生是风险群

体，同时这些基础知识还不足以用来引导学生的

行动，因此，在能力测试过程中主要考察学生的

功能性能力、过程性能力和设计能力。

功能性能力是开展专业工作的基础能力，主

要内容是与情境无关的专业知识以及相应的技

能。在这方面，2011年、2013年的学生比例基本

持 平 ， 保 持 在 40%-43% 之 间 ， 2012 年 较 低

（32%），但是从宏观上来讲，三年的比例差别不是

很大，这说明通过在学校的专业学习，能够具备

功能性能力的学生比例大致相同。

过程性能力需要具备职业的质量意识和工作

过程知识。比较 2011-2013年的测试结果可以得

出 ， 2011 年 比 例 持 续 上 升 ， 并 达 到 最 高 值

（49.10%），2013年次之 （29.60%），2012年最低

（15.80%），且这两年都表现为下降趋势。究其原

因，主要是学生学习能力的差异。

设计能力要求学生将工作任务放到整个系统

中去认识，不但注意任务的复杂性，而且要考虑

多样化的企业和社会环境条件以及对于工作过程

和结果的不同要求。从整体上而言，2011-2013年
测试结果所显示的学生比例都不是很高，其中

2013 年 最 高 （10.10% ）， 其 次 是 2011 年

（4.20%），2012年最低（1.20%）。这大致可以反映

出随着测评工作的进行，针对学生培养过程中所

暴露出的问题，学校也在逐步地改进教学，不断

提高教学能力和教学水平，其目的是要培养学生

的整体化素质水平。

综上所述，根据2011-2013三年总体学生的测

试结果，大部分学生都具备功能性以及过程性能

力，在 2013年的测试中，学生也表现出了更多的

学校名称

A
B
C
D
E
F

小计

人数（人）

92
57
29
41
46
37
302

百分比（%）

30.5
18.9
9.6
13.6
15.2
12.3
100.0

图3 受测学生能力水平的总体分布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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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能力，可视为职业教育质量有所提高的表现

之一。另外，根据各学校三年数据对比，2012年

测评结果中，有多所学校出现超过50%学生属于风

险群体。导致出现这一特殊情况的原因可能有三

方面：试题难度较大、学生样本较差、评分过程

太严。若要探求这一测量异常值产生的原因，还

需要进一步探究。

四、KOMET职业能力测评的实践反思

1．加强基础性知识的学习

知识是能力的基础。从实践的角度来看，能

力的形成是一个从知识到动作、由不熟练到熟

练、由不准确到准确、由静态向动态转化的过

程。职业能力的习得是一个从业者由初学者到专

家的成长过程，具有阶段性。基础知识、概念知

识的学习就处于此阶段。这个阶段能力的培养是

通过观察，掌握职业技术知识的过程，是一个

“潜移默化”的过程。这些知识是零散的，甚至是

非语言性的。因此，一方面学生要对基础性知识

进行系统化和整体性的整理与学习，必要时可以

借助一些特定的途径和手段，只有不断进行揣

摩，才能获得知识；另一方面，需要不断优化师

资队伍结构。高职院校人才的培养依赖于一支专

兼结合、结构合理、专业知识与技能娴熟的高素

质的相对稳定的教师队伍。在专业师资队伍建设

中，高职院校必须保证师资结构的合理性。

2．熟练掌握操作技能

技能操作是将所获得的静态知识转化为动态

能力的阶段。这个阶段能力的培养是将依附于个

体而存在的经验、直觉和想象，以技能的形式展

现出来，感性知识逐步提升为理性知识，高度个

性化的知识向群体实行整体的传播成为可能。目

前，为了使每一个学生都得到全面发展，成为适

应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岗位要求的高

素质技能型人才，采用“教学工厂”模式已成为

许多高职院校进行教学改革的切入点。这种模式

有利于在教学过程中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有利于高职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从而能够培养

出既懂理论又有动手能力的生产和管理人员。同

时，“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建设是高职院校培养高

职学生综合职业能力的内在需求，也是提高高职

院校核心竞争力的具体体现。这些都是提升学生

操作技能，实现由理论到实践的创造过程。

3．充分发挥校企合作的优越性

过程性能力需要具备职业的质量意识和工作

过程知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过程性能力就是

学生将已掌握的基础性知识和操作技能与实际的

工作相结合，从而按照工作的要求来完成具体任

务。这与学生在学校的技能操作的最大区别就是

由“实践”转为“实际”。同时，高职教育具有鲜

明的社会性，高职人才的培养必须与社会的发展

紧密结合起来，必须适应和服务于社会的发展，

尤其是其与社会经济的发展需求相适应。“校企合

作”是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因此，高

职院校要充分利用社会教育资源，加强与行业企

业的合作，将高职院校教学的部分环节尤其是实

践教学环节外置到行业企业中去，实现联合办

学，将行业企业变为高职学生的实践教学基地，

这样可以使学生的学习与就业做到有效衔接。

4．做好职业规划，加强自我培养

KOMET职业能力测评中的设计能力要求学生

将工作任务放到整个系统中去认识，不但注意任

务的复杂性，而且要考虑多样化的企业和社会环

境条件以及对于工作过程和结果的不同要求。这

是对学生综合素质的一种考验，也就是说学生除

了操作技能以外，还需要拥有宏观意识，对工作

的整体过程以及与社会系统的关系有一个清楚的

认识。基于此，高职学生应该明确本人的发展目

标与专业培养目标，根据个人自身的优势与不足

以及兴趣爱好等，积极做好职业生涯规划。在此

基础上，还应该通过参加多种实践活动进行自我

培养，将高职学院的培养与自我培养结合起来，

在充分促进高职学生自身优势能力发展的同时，

积极发展其他方面的能力，最终从整体上促进自

身综合职业能力的提高。

[责任编辑：刘晓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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