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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回顾2014年，在编辑部同仁的共同努力下，杂志以提高刊物质量和突出职业教育特色为

重点，以坚持精益求精和学术影响为原则，扎实开展学术性研究，积极探讨产业升级背景下

高职教育的热点与难点问题，成效显著：全年共发表学术论文137篇，有91篇为基金项目文

章，占比66.4%，比上年增加28％，其中国家级课题基金项目论文5篇、省部级基金项目论

文69篇、厅局级基金项目论文18篇。根据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中国科学

文献计量评价研究中心统计：杂志复合 JIF的影响因子 0.420、他引影响因子 0.414；影响因

子学科排序为110/247；WEB下载量/万次为3.25；可被引文献比为0.94。与前一统计周期五

项数值0.397、0.388、119/25、3.08、0.94相比，各项数据都是正增量；与高职高专同类学报

相比，各项质量指标位居前列。被人大复印资料中心的《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物

流管理》等期刊索引64篇，比上一年增加23篇，索引论文占46.7%。

2015年，编辑部将认真贯彻国家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任务措施和质量要求，以课题

项目研究带动学术研究，多视角关注高职教育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加大与国内职教核心

期刊杂志社、国家职教研究机构的协作；继续发挥会员单位职业院校的研究潜力，提高稿件

学术质量；加强编审队伍研究能力和编审能力，进一步提升杂志的学术水平和学术影响力。

期待大家继续关注支持，期待同仁惠赐优秀稿件！

《天津职业大学学报》编辑部

2015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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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职业教育资源的区域差异及其演变趋势

武荣伟 1 王录仓 1 刘华军 2

(1.西北师范大学，甘肃 兰州 730070；2.山东财经大学，山东 济南 250014)

摘 要：运用院校数、毕业生数、在校学生数、师生比、生均经费等五个指标，对高职教育的区域差

异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泰尔系数测算及其分解表明，以相对指标衡量的高职教育资源区域差异

高于以总量指标衡量的区域差异；区域内差距是造成总体差距的主要来源。（2）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表

明，以总量指标考量的高职教育资源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现象，如果考虑人口因素，则相对指标并不存在

显著的空间集聚。（3）Kernel密度估计显示，高职教育取得显著的发展，并趋于稳定状态。从生均教育经

费看，各省差距呈现扩大的态势。从万人在校生数量看，各省差距呈现缩小的态势。

关键词：高职教育；区域差距；分布动态；泰尔系数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8415[2015]-01-0004-07

收稿日期：2015-02-15
基金项目：该文为国家自然基金地区项目“基于灌区尺度的绿洲聚落空间格局及耦合关系——以张掖绿洲为例”（编号：

41261042）和山东财经大学教研项目“生源减少背景下高校发展战略研究”（编号：jy201244）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武荣伟（1989-），男，山西忻州人，西北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硕士生。

一、引言

2010年，教育部提出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

系”。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加快现代

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

人才”。高等职业教育已经成为推动高等教育发展

与变革的重要力量。当前，地区产业结构升级，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区域人才配置提出了新的要

求。2014年，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部署加快发

展现代职业教育。教育部提出，地方本科院校逐

步向职业技术学院转型。因此探寻我国高等职业

教育发展的区域差异可以为地方本科院校的转型

提供参考。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采用高等职业院

校数、在校学生数、毕业生数、生均教育经费、

师生比等五种指标衡量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区域

差异。其次，利用泰尔系数及其分解方法，对高

等职业教育资源的区域差异进行测度并分解，以

反映区域差距的来源。利用Moran’s I指数测度

了高等职业教育资源的空间集聚。最后采用核密

度的非参数估计方法，对高等职业教育资源

2003-2011年的分布动态演进进行实证研究。

二、方法与数据

1．泰尔系数及其分解方法

泰尔系数是广义熵指标体系的一种特殊形

式，最早由泰尔提出，借鉴Bourguignon的泰尔指

数的测算与分解方法。定义如下

R=∑
i

Xi

X ln(
Xi X
Pi P

) （1）

Ra i =∑
i

Xj i

Xj
ln(
Xj i Xj

Pj i P
j

) （2）

Ra =∑
i

Xj

X Ra i （3）

Rb =∑
j

Xj

X ln(
Xj X
Pj P

) （4）
R=Ra +Rb （5）
其中R代表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总体泰尔指

数，Rai代表区域内各基本单元泰尔指数，Ra代表

区域内泰尔指数，反映区域内部差异；Rb代表区

域间泰尔指数，反映区域间差异。Xi代表各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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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X代表全国指标值。Xj代表各区域指标值，P
代表全国总人口或各省人均GDP之和，Pi代表各省

人口数或人均GDP，Pj代表各区域人口数或GDP。
2．空间相关性检验

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ESDA对高等职

业教育的空间相关性进行检验，基于广泛使用的

原因，本文采用Moran’I指数作为衡量空间关联

的指标，权重矩阵采用传统的地理邻接权重。其

定义如下

I =
∑
i=1

n

∑
j=1

n
Wi j( )Xi - X̄ ( )Xj - X̄

S 2∑
i=1

n

∑
j=1

n
Wi j

（6）

S2 = 1
n∑i=1

n

( )Xi - X̄
2

（7）

X̄ = 1
n∑i=1

n
Xi （8）

n表示空间单元的总数，Wij为空间权重矩阵元

素，xi表示第 i个空间单元的观察值。I的取值范围

为（-1,1），若 I值大于 0，代表空间正相关，I值
小于 0时代表空间负相关，I值等于 0时，代表空

间不相关。

3．kernel 密度估计

核密度估计是一种重要的非参数方法，它从

数据本身出发研究数据的分布特征，用连续的密

度曲线描述随机变量的分布形态。其定义如下：

f(x)= 1
Nh∑i=1

N
K

|
|
||

|
|
|| Xi - x

h （9）
式（9）中：N是观测值的个数，Xi为独立同

分布的观测值，x为均值；h是平滑参数，K(·)是核

函数，在分组数据比较少的情况下，采用高斯核

拟合的准确度更高。本文选择高斯核对我国高等

职业教育资源的动态演进趋势进行估计。

4．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采用的指标为分地区职业技术学院在校

学生数、毕业学生数、生均教育经费、学校数及

师生比。其中在校学生数、毕业学生数、学校数

及师生比数据来源于《中国教育统计年鉴》，生均

教育经费的数据来自于历年 《教育经费统计年

鉴》，由于统计年鉴中没有职业技术学院的师生

比，以及生均教育经费，在考虑到高等专科学校

的主体为职业技术学院，2010年我国高等专科学

校数目1246所，其中职业技术学院为1113所。故

用高等专科学校的师生比代替。本文的研究区域

不包含香港、澳门、台湾。

三、高等职业教育空间分布

基于ArcGIS技术平台，按照自然断点法进行

分级，做出 2003、2011 年全国各省高职院校、

2005、2011年生均教育经费的空间分布图。 (图
1，图2)

从图中我们可以发现：第一、高等职业院校

数在各省分布并不均衡，从东部沿海向内陆递

减，而生均教育经费表现出一定随机分布的特

征。第二、北京、上海的高职院校数量较少，人

口大省山东、河南、江苏、湖南、湖北、四川、

浙江、广东各省高职院校数较多。与此同时，中

部地区，如河南、湖北、湖南等生均教育经费偏

少。第三、时序变化上，我们发现西部地区的高

等职业教育有了显著的发展，院校数量、生均经

费都有较大幅度的提升，一些省份，如西藏、宁

夏、内蒙古、新疆生均经费都与东南沿海相当。

同时，中部地区生均经费的投入相对不足，表现

出了塌陷的特征。第四、西部地区的生均经费虽

然较高、但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占到相当的比例。

四、高等职业教育规模分布差异

表 1、表 2测算了 2003-2011年全国 31个省份

图1 高等职业院校的空间分布图（2003、2011）

图2 生均经费的空间分布图（2005、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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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指标（学校数量、在校生数、毕业生数）与

相对指标（生均经费、师生比）的泰尔指数，为

从多个侧面反映区域差异，我们分别测算高等教

育规模对于人口与经济分布的差异程度，分别用R
与E表示。

1．总量指标测算表明

（1） 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地区差距并不显

著，2011年院校数量、在校生数、毕业生数的泰

尔系数为0.06，0.041，0.05，三者的泰尔系数相差

很小。从时间序列角度观察发现，三者的地区差

距均呈现出稳步下降；此外以人口比重加权值远

小于以经济比重加权，表明高等职业院校发展规

模与人口分布更为契合，而与经济规模的区域分

布关联性较低；（2） 从东、中、西区域角度分

析，在校学生、毕业学生数，西部的泰尔系数均

大于东部和中部，这说明西部地区高等职业教育

的区域差异大于东、中部，但这种不均衡程度渐

渐变小。2003-2011年区域演变趋势表明，三大区

域内部的差距均呈现出下降态势。东、中、西三

大区域泰尔系数渐渐趋于一致。此外东、中、西

三大区域院校数量的泰尔系数相差不大；（3）分

析高等职业教育区域差距的来源，可以得出，三

大区域内部差距的贡献率明显高于区域间的差距

贡献率。区域内差距对院校数、在校学生和毕业

生 数 分 布 非 均 衡 的 贡 献 率 均 在 80% 上 下 。

2003-2011年，区域内差距的贡献率逐渐变大。这

表明东、中、西三大地区高等职业教育的规模渐

渐趋于均衡，但三大区域内部存在显著的非均衡

现象。

2．相对指标测算表明

（1）除2004年外，相对指标的总体泰尔系数

均大于总量指标。表明高等职业教育的投入存在

较大的区域差异。两者的演变趋势略有不同，生

均经费的泰尔系数表现为先下降，后上升。我们

认为这与 2007、2008年各地开始兴建高等职业院

校有关，生均经费更多的用于基础建设投入，总

表1 各类指标相对于人口与经济的泰尔系数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R1
0.102
0.137
0.103
0.094
0.094
0.086
0.069
0.065
0.060

R2
0.174
0.149
0.095
0.087
0.079
0.063
0.069
0.045
0.041

R3
0.206
0.205
0.162
0.115
0.094
0.102
0.076
0.070
0.050

R4

0.280
0.274
0.169
0.238
0.260
0.281
0.317

R5

0.201
0.192
0.203
0.200
0.206
0.199
0.198
0.180

E1
0.309
0.284
0.299
0.289
0.277
0.274
0.265
0.239
0.229

E2
0.405
0.397
0.365
0.369
0.357
0.354
0.347
0.322
0.311

E3
0.464
0.443
0.362
0.340
0.348
0.375
0.350
0.329
0.321

E4

0.087
0.062
0.018
0.010
0.011
0.026
0.034

E5

0.147
0.171
0.174
0.153
0.138
0.129
0.104
0.086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TE1

0.36
0.35
0.32
0.37
0.41
0.38
0.44

TE2
0.07
0.18
0.05
0.05
0.05
0.05
0.04
0.04
0.03

TE3
0.10
0.07
0.06
0.05
0.05
0.04
0.04
0.03
0.03

TE4
0.09
0.09
0.10
0.06
0.06
0.05
0.04
0.06
0.04

TE5

0.29
0.26
0.28
0.26
0.28
0.28
0.27
0.27

TM1

0.13
0.11
0.13
0.13
0.12
0.10
0.11

TM2
0.05
0.06
0.05
0.05
0.05
0.06
0.03
0.03
0.02

TM3
0.09
0.08
0.06
0.06
0.05
0.03
0.03
0.02
0.02

TM4
0.14
0.11
0.09
0.08
0.05
0.09
0.05
0.03
0.02

TM5

0.04
0.03
0.06
0.06
0.05
0.06
0.06
0.05

TW1

0.21
0.43
0.93
0.74
0.51
0.41
0.47

TW2
0.08
0.06
0.06
0.06
0.05
0.04
0.03
0.03
0.04

TW3
0.18
0.16
0.08
0.07
0.07
0.06
0.06
0.05
0.04

TW4
0.53
0.24
0.13
0.09
0.09
0.06
0.06
0.07
0.08

TW5

0.31
0.33
0.30
0.32
0.33
0.34
0.31
0.35

注：TE，TM，TW分别代表东部、中部、西部地区。测算结果保留两位小数

表2 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各类指标相对于人口的泰尔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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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而言，生均经费的泰尔系数表现为上升的趋

势。师生比的泰尔系数的变化表现为稳定波动。

以人口比重加权值的相对指标泰尔系数远大于以

经济比重加权的泰尔系数值，表明高等职业院校

发展质量与经济发展的区域分布有很强的关联

性。（2）对三大区域的相对指标测算，东部、西

部的生均经费与师生比泰尔系数显著高于中部，

而西部又略高于东部。由此可知中部地区生均经

费与师生比较为均衡。东、西部区域内部差异明

显。从时序演变方面来看，东西部的生均经费泰

尔系数波动上升，而中部区域泰尔系数波动下

降。三大区域师生比的泰尔系数表现为稳定波

动。与全国总系数相比，东、西部生均经费、师

生比泰尔系数均高于全国，而中部系数小于全

国。（3）分析高等职业教育相对指标区域差距的

来源发现，与总量指标几乎相同。区域内差距仍

然是总差距的主要来源，但从演进趋势来看，表

现出了与总量指标相反的态势。2003-2011年，相

对指标区域内差距的贡献率逐渐变小。

由上述分析可知，相对指标（生均经费、师

生比）所衡量的高等职业教育地区差距远大于总

量指标（在校生数、毕业生数、院校数）。在一定

程度上，师生比和生均经费反映了高等职业教育

的质量，因此，考虑教育质量的情况后，高等职

业教育的区域差异较为明显，高等职业教育更多

的表现为低水平的均衡。

五、高等职业教育的空间关联测度

我们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对我国

2003-2011年的院校数、毕业生数、在校生数、生

均经费以及师生比进行分析，各指标的Moran’
I指数如下（见表3）

总量指标测算表明：（1）单纯从空间角度测

度，可以发现，总量指标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

性且全部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高等职业教育

存在空间上的集聚性，但这种集聚性仅仅反映了

空间分布的同质性现象。（2） 从时序演变方面，

我们发现三者的Moran’I值表现为一种稳定性的

波动。其中院校数的Moran’I值先下降后上升，

但这种变化仍然较小。

相对指标测算表明：生均经费与师生比的值

Moran’I较小，且全部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两个

指标量不存在空间自相关。由此可以得出：虽然

高等职业教育在我国的空间分布上存在显著的集

聚现象，但如果考虑各地区的人口分布，高等职

业教育并不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现象。两类指标

的Moran’I测算值接近于0，即高等职业教育资源

更多的表现为随机分布，值得注意的是，总体上

的随机分布也预示着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部差异，

东、中、西内部区域的差距仍然存在。

六、高等职业教育的分布动态演进

1．全国省际高等职业教育资源的Kernel密度

估计

本文取高斯核函数绘制了中国 31个省份生均

经费与在校生比重的Kernel密度估计二维图（图

3）。观察图 3，我们可以看到：（1）从 2005-2011
年，峰值呈现下降的趋势。随着时间的变化，峰

值向右移动，宽度逐渐变大，存在明显的右拖现

象。以上特征表明高等职业教育生均经费在不断

增长，同时也表明生均经费的地区差距有所扩

大。且各年份均出现了较为显著的多个峰期，表

明存在一定程度的极化现象，即部分省份的生均

经费显著高于其他省。（2）万人在校生数量的峰

值随时间向右移动并有所下降，宽度较为稳定，

2009年与 2011年曲线几乎吻合。表明 2003-2009
年 ， 高 等 职 业 院 校 在 校 生 数 量 不 断 增 长 ，

2009-2011 年 在 校 生 数 量 趋 于 稳 定 状 态 。

2003-2011年各省份万人在校生数量差距逐渐变

小。各曲线出现多个峰值，表明整个区域内部存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院校数

0.432***

0.401***

0.396***

0.387***

0.388***

0.410***

0.412***

0.425***

0.437***

毕业生数

0.332***

0.378***

0.438***

0.384***

0.363***

0.333***

0.363***

在校生数

0.402***

0.408***

0.382***

0.358***

0.363***

0.375**

0.353***

生均经费

0.077
0.107
-0.032
0.043
0.050
0.079
-0.004

师生比

0.131
0.059
0.027
0.032
0.037
0.021
0.044

表3 各类指标的 I值

注：***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表示在5%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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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程度的极化现象。

2．三大地区高等职业教育的 Kernel 密度

估计

图4描述了我国东部地区各省高等职业教育在

报告期内的分布演变。由图可以发现：（1）东部

各省生均经费的密度函数中心不断向右移动，峰

值经历了上升—下降—上升的交替演替，曲线由

单峰形式转变为了双峰形式，宽度拉大。以上特

征表明东部地区生均经费在逐年增长，区域内部

差距扩大，出现了个别区域的极化现象。（2）东

部各省万人在校学生数量的密度函数中心不断向

右移动，峰值呈下降—上升—下降演替，曲线表

现为多峰的形式，宽度有所缩小。表明在样本考

察期内，随着时间的推进，万人在校学生数不断

增加且渐渐趋于稳定，区域内部差距逐渐缩小，

但存在多个极化区。

图5描述了中部地区高等职业教育在报告期内

的分布演变。由图可以发现：（1）中部各省生均

经费密度函数中心明显向右移动，峰值波动强烈

且出现多峰，宽度变化不显著，这说明从 2003—

图3 全国生均经费与万人在校生数的分布演进 图4 东部地区生均经费与万人在校生数的分布演进

图5 中部地区生均经费与万人在校生数的分布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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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中部地区生均经费不断增长，各省生均

经费差距不大且变化并不显著，但存在一个极化

区域。（2）中部各省万人在校学生数量的密度函

数中心向右移动，峰值减小，从最初显著的三峰

变为单峰，曲线较为平缓并趋于稳定。表明中部

地区万人在校生数快速增长后趋于稳定，区域内

各省差距变小，极化区域消失。

图6描述了西部地区高等职业教育在报告期内

的分布演变。由图可以发现：（1）西部各省生均

经费Kernel密度图中，密度函数中心明显向右移

动，峰值总体呈下降趋势，并保持多峰的形式，

宽度先变大后缩小。这说明从 2003—2007年，西

部地区生均经费不断增长，各省内部差距扩大，

2007-2011年，区域内部差距区域缩小，但一直存

在一个极化区域。（2）在西部各省万人在校学生

数量的 Kernel密度图中密度函数中心向右移动，

峰值不断减小，从最初显著的三峰变为单峰，总

体宽度变化不大但存在一定的拖尾现象，曲线形

式趋于稳定。以上特征表明西部地区万人在校生

数不断增长，区域内部差距减小，极化现象虽未

消失但强度减弱。

七、结论与讨论

本文使用院校数量、毕业生数量、在校生数

量、生均经费、师生比五项指标，利用泰尔指数

及其分解方法，对 2003—2011年我国 31个省域

高等职业教育区域差异进行测算，利用探索性数

据分析方法揭示了高等职业教育的地理空间分布

特征，并采用非参数核密度分布对高等职业教育

发展的动态演进趋势进行了估计。具体研究结论

如下：

第一，高等职业教育在各省域表现出均衡与

非均衡共存的现象。2011年总量指标的在校学生

数、毕业生数、院校数的泰尔系数 0.04、0.05、
0.06左右，表明高等教育资源的总量指标在地区间

的差距较小；而相对指标的师生比和生均教育经

费的泰尔系数分别在0.317与0.18左右，这大大高

于总量指标代表的教育资源在地区之间的差距，

说明考虑了学生因素之后教育资源的分配在地区

间的差距扩大了。如果以经济加权，计算结果恰

恰相反，即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规模与人口规模

较为协调，而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质量与经济发

展相协调。人口众多的区域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

入显著不足。从地区差距的来源看，无论是总量

指标还是相对指标，区域内部差距是中国高等教

育资源空间分布非均衡的主要来源。

第二，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如果不考

虑人口的分布，单纯从空间角度分析，高等职业

教育资源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现象，如果以相对

指标测算，高等职业教育资源并不存在显著的空

间集聚现象。

第三，核密度估计显示，高等职业教育取得

了显著的发展，并趋于稳定状态。从生均教育经

费看，各省差距呈现扩大的态势。从万人在校生

数量看，各省差距呈现缩小的态势。

上述结论的原因可能主要来源于以下四个方

面：第一，区域单元的划分影响了空间非均衡的

测度结果，不同的次级区域单元划分会对地区间

差距和地区内差距的测度结果产生较大影响。因

此，以后的研究中可以尝试采用多种次级单元的

划分方法，以便于全面地揭示我国高等职业教育

资源的区域差异及演变趋势。第二，高等职业院

图6 西部地区生均经费与万人在校生数的分布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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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的管理权限为地方政府，高等职业院校的发展

规模与教育政绩相关。由于经费投入有限，高等

职业教育依靠不断增长的生源和学费解决自身发

展问题，因此各地级市几乎遍布高等职业院校。

因此，高等职业院校表现出分布的均衡性。第

三，高等职业教育总量指标各省分布相对均衡，

这与高等教育的大规模扩招相适应。人口的分布

状况与高等教育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发达地区

如北京、上海作为我国教育发达地区，高等教育

以本科教育为主，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规模相对较

小。而人口大省是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主要区

域。第四，高等职业教育相对指标各省分布出现

非均衡现象且与经济发展联系非常密切。我国经

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是此现象产生的原因。

[责任编辑：杨理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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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共9个省；西部地区包括广西、云南、四川、重庆、贵州、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等

11个省。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the Evolution Tendency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Resources
WU Rong-wei1 WANG Lu-cang1 LIU Hua-jun2

(1.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China; 2.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Jinan 250014, China)
Abstract：In this paper five indexes are used to do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Chinese higher vocational educa⁃
tion, which are the number of vocational colleges, graduates, present students in colleges, teacher-student proportion and expendi⁃
ture per student, etc.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1) According to the calculation and decomposition of Theil coefficients,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resources measured by relative indicators are higher than those by aggregate indicators.
The total difference is mainly caused by the differences within the region. (2) 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resources measured by aggregate indicators have remarkably agglomerated in space distribution. However,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resources measured by relative indicators have not significant space conglomeration effect if we consid⁃
er demographic factors.（3）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indicates that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has gained a fast development and
tend to be stable. In terms of the provincial education spending per capita，the gap is taking on expansible situation. And in terms of
the perspective of enrolled students 10 000 persons，the gap is tending to be reduced.
Key words: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regional differences; distributional dynamics; Theil coeffic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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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职教育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三种逻辑：一是职业的逻辑，反映出社会的外在需要；二是技

术（能）的逻辑，反映出知识的内在张力；三是主体性逻辑，反映出高职教育自我意识。三种逻辑深刻反

映出现代性推动下高职教育不断崛起的事实，逻辑之间交互影响，塑造着当前高职教育的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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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职教育发展到今天的样式，形成了若干

显著特征：一是规模非常庞大，已占据高等教育市

场一半的份额。这种庞大的规模为其他国家所未

有，与当前我国工业化迅猛发展背景下对新型人才

需求日益紧迫这一时代现实高度契合。二是角色略

显复杂。高职教育处于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的交汇

点，既兼具二者优势，也涵盖二者不足，形成某种

非凡独特性。三是作为一种教育类型，高职教育的

称谓也为我国所独有。对世界大多数国家而言，职

业教育作为一种保持较低层次的终结性教育，通过

与高等教育的贯通形成立交桥。

在我国高职教育面临深刻转型的今天，透过

这种庞大而略显复杂的外表，深入探寻高职教育

持续发展和演化进程，可以看到其中始终存在着

三个重要的逻辑，引导、推动高职教育发展至今

天的样式。分析这些内在规律性，探究其运行的

内容与方式，对促进高职教育依据规律办学、确

定科学的发展路径可以形成重大启示。

一、职业的逻辑

简单地说，职业（vocation）就是个人在社会

所从事的并以其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工作。广泛的

市场需求形成了不同的分类，对人力资源形成了

不同的需求。每一类均为具有大致相同性质的劳

动岗位的聚集，总称为某种职业。职业逻辑对高

职教育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强烈地塑造着

高职教育的样式。

1．职业性需求推动高职教育进一步走向实用性

早期的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基本上没有职

业的影响。职业体现出世俗性，而古典教育的功

能恰恰在于摆脱世俗影响，使学生身心获得较为

纯正、健康的发展。这正是学校教育区别于职业

培训的意义所在，也是学校相对封闭性的原因所

在。如在高等教育领域，早期的高等院校培养的

是具有良好心智的统治者，并不涉及实用性。表

现在专业上主要是人文学科，课程主要是文法、

逻辑等适合统治阶级需要的科目。所谓的职业教

育，主要体现为一种培训，存在于手工作坊，地

位低下。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职业的影响逐

渐渗透至教育领域，推动着教育形态的演变。如

在工业革命推动下，高等教育从单纯的人文学科

向实用学科拓展，出现了工学、农学、医学、法

学、商学等专业学院，培养工程师、农艺师、医

生、律师、商业人士等实用性人才。此时职业的

要素已深深渗透至高等教育领域，极大拓展了教

育的功能，推动着高等教育从古典向现代转型。

对高职教育而言，职业的意义更为彰显。不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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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设置的依据，也是课程编排、教学设计的逻

辑起点。缺乏这种逻辑和起点，高职教育就失去

了灵魂。当前，高职教育的问题主要在于所面对

的是产业链中若干专业化程度不高的职业。这与

高职教育积淀不足、发展程度不高的状况直接相

关，与高职教育长期满足我国产业链低端的现实

高度吻合。同时也预示着某种可能性：职业的竞

争本性必将继续推动高职教育走向更高层次。

2．职业成功成为判定教育价值的最终标准

在所有教育类型中，高职教育的产业属性最

为显著。如把高职教育视为一种产业活动，那么

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该活动涵盖了三个基本而又

至关重要的生产要素：产品、生产者以及生产方

式。产品指的是高职学生经历过学习过程后身心

发生的变化，是一种服务的结果，集中表现为毕

业生的质量；生产者指的是这些教育服务产品的

制造者，集中表现为师资；生产方式表现的是生

产者通过何种方式生产出这些符合社会需要的产

品。通过这三个要素的视角，可以很清晰地体察

到高职教育的结构与功能运作。

从这个意义出发，虽然当前对教育的评价形

式多种多样，并由此衍生出各种各样、纷繁复杂

的评价指标体系。但是在人才市场上，最终起决

定性作用的评价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职业的成

功程度。高职教育作这个市场的一部分，不可能

脱离这个市场独立存在，也不可能脱离这个标准

另辟蹊径。标准是历经市场淘汰机制形成的，在

市场机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大趋势下，高职教

育或者主动接受市场价值规律制约，或者被淘

汰，并无其他选择。职业的成功主要体现在两个

方面：一是对职业岗位本身的胜任能力；二是所

追求的职业岗位本身在产业链中占据的位置。前

者表明通过高职教育不仅形成了良好的专业技术

技能，也具备了良好的综合素质，适应了终身教

育理念下可持续发展以及日益激烈竞争的岗位流

动性。后者表明不仅可以就业，而且关注就业质

量，可以在职业岗位中寻觅到更有价值、更有前

景的岗位。这二者决定了教育的绝对与相对价

值，成为判断教育价值的重要标准，并成为连结

高职教育与其他教育的重要纽带。

3. 职业化是高职教育的终极目标

所谓职业化，就是一种工作状态的标准化、

规范化和制度化，即要求人们把社会或组织交代

下来的岗位职责，专业地完成到最佳，准确扮演

好自己的工作角色。职业化是现代化过程中的必

然产物，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保证企业工作

的品质达到一定的标准。可以说，职业化是企业

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以国际通行的概念分析，职

业化的内涵至少包括四个方面：职业资质、职业

体能、职业意识、职业道德。每个方面都有成熟

的指标。如在职业道德方面，美国最著名的《哈

佛商业评论》评出了9条职业人应该遵循的职业道

德：诚实、正直、守信、忠诚、公平、关心他

人、尊重他人、追求卓越、承担责任。

职业化是高职教育的终极目标，也是高职教

育自身资源整合的深层次动力。高职教育不仅要

按职业化标准对学生进行塑造，而且要在这种比

较与竞争中获得优势。职业化标准就是市场机制

下的普遍性标准。在这标准下，普通高等教育与

高职教育并无本质的区分，只有类型或层次的差

异。成熟的人才市场机制最终按照职业化标准作

出取舍，从而对高等院校的发展理念、模式建

构、行为方式产生深远影响。职业化不仅包括专

业技术技能，更多地体现为综合性的职业化素

养。这种职业化素养更多地体现在员工的自律

上，企业对此无法实施强制性的约束力，只能通

过培养和引导，帮助员工在良好的氛围下逐渐养

成和固化。因此，这些素质真正形成的时期应该

是在就学期间。由此得出的结论是，高职教育的

意义不仅体现在专业技术技能的获得，更在于形

成良好的职业素质。这也是高职教育毕业生尽快

融入企业文化的重要途径。

二、技术（能）的逻辑

“技术”与“技能”两个概念长期用以描述

高职教育，成为衡量高职教育价值的重要表征。

所谓高职教育，不外乎就是通过技术与技能价值

转移至人力资源，形成新价值的过程。在此过程

中，存在技术型人才与技能型人才的争议。从历

史的视角看，职业教育长期培养的是技能型人

才。但随着工业化的发展，技术型人才也成为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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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教育面对的对象。基于此，当前的高职教育形成

了两条不同的人才培养逻辑：一是分化的逻辑，即

技能型与技术型人才各自发展，形成两条主线。二

是整合的逻辑，技术与技能形成交叉与融合，统称

高技能人才。高技能人才以技术、技能为主体，融

合了知识以及技能之间的复合，最终形成具有高超

能力的技术型或技能型人才。这些观点正在实践中

得以检验，并由此形成若干重要启示。

1. 注重智慧含量，摆脱低等心态

在推动现代社会发展的各种要素中，知识、技

术、技能作为具有智慧含量的要素，具有重大推动

作用，形成显著的使用价值和市场价值。同时，知

识、技术、技能之间区别在于表现形式不同和发展

程度的高低，而并无本质上的差异。在当前科学成

为主流话语的情景下，技术、技能的发展显得较为

落后，发展程度不高。因此，更应从理论层面深入

认知技术、技能的本质；在实践层面必须大力开发

技术、技能的内在潜力，使之焕发出最大功能，形

成高附加值。作为职业教育高端的高职教育，何以

体现其高等性？首要举措在于摆脱传统的低等心

态，充分认识到技术、技能的发展前景；充分开发

技能的内在价值，提升高职教育的价值。在技术方

面，要大力加强对技术从理论层面向实用性转化；

在技能方面，则通过知识与技术读技能的锻造，极

大提升技能的附加价值。

2. 深入了解技术与技能的内在逻辑，在此基

础上建构多样化的发展方向

技术与技能有紧密的联系，同时也存在差别，

二者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技术基本是对知识的直

接应用，本质上属于学科体系。现行技术主要指理

论技术，是经过整理与优化的技术，可以通过文

字、信息等媒介得到广泛传播。技能则主要体现为

一种经验性、实践性知识，具有隐性、程序性等特

征。这些智慧含量的要素产生于产业链，未能得到

系统、有效地收集、整理、优化，较为零散，缺乏

抽象性。因此在学校教育的传播中非常不利。当前

高职教育的重要使命，就在于深入了解技术、技能

的内在结构与功能，按其内在逻辑建构完整、合理

的教育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三种发展方向。

一是技术教育方向。这种方向培养的是技术型

人才。技术型人才是指掌握和应用技术手段为社会

谋取直接利益的人才，由于技术型人才的任务是为

社会谋取直接利益，因而，他们常处于工作现场或

生产一线工作。在人类社会劳动的链环中，他们处

于工程型人才和技能型人才之间。所以国外也有称

之为中间人才(Middle Man)。这种人才的产生与

存在具有显著的时代特征，将为我国当前的产业升

级与经济转轨出现的产业改造提供重要人力资源。

二是技能教育方向。培养高端技能型人才。技

能型人才是指在生产和服务等领域岗位一线，掌握

专门知识和技术，具备一定的操作技能，并在工作

实践中能够运用自己的技术和能力进行实际操作的

人员。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对技能型人才的

要求也越来越高，是为高端技能型人才。

三是高技能方向。与上述两种人才较为纯粹地

体现出各种的特征不同，伴随着知识、技术、技能

之间的融合与交叉进一步加剧，二者逐渐变得难以

区分。因此，出现了高技能人才的说法。根据国家

职业大典，高技能人才可以描述为：在生产、运输

和服务等领域岗位一线，熟练掌握专门知识和技

术，具备精湛的操作技能，并在工作实践中能够解

决关键技术和工艺的操作性难题的人员。高技能人

才以技能为基础，通过对技能的打造，最大限度提

升技能的附加价值。高技能人才分为三类：知识技

能型、技术技能型、复合技能型。

三、主体性逻辑

所谓高职教育的主体性，是借用哲学这个术

语，意指高职教育在崛起过程中，逐渐从混沌状态

中形成清晰、独立的自我认知。并在此基础上，逐

渐按照本体需要建构起与自身规律相匹配的理念和

制度体系，最终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类型的高等教

育，顺利完成自身的现代化改造。

最早的职业教育发生在手工作坊，盛行的是师

傅带徒弟的学徒制。这种传统的形式存在了数千

年。伴随着工业的迅猛发展，工人规模不断扩大，

传统的学徒制越来越难以满足工业发展对工人数量

的急剧膨胀，学校教育形式的职业教育开始出现，

并逐渐占据统治地位。职业教育的学校化和大规模

班级授课教学模式的建立，与传统的学徒制教育模

式形成长期的博弈。这种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伴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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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的历史，两种对立的逻辑开始

形成：一是学校教育的学科逻辑；二是手工作坊

（企业车间）中的排斥学科逻辑。两种逻辑的形成

是基于二者知识来源的差异性。前者主要来自书

本、经过整理的、较为抽象的知识与技术；后者是

来自产业链的、经验式、实践性知识与技术。二者

均形成强大惯性，塑造着职业教育的特色。

当前的高职教育面临着剧烈的改革。基于传

统的学科逻辑对高职教育形成重大阻碍，改革的

焦点集中于改变学科型的教育体系，呼声日高；

至于形成何种体系，则尚无明确的观点。实际状

况是，伴随着高职教育发展的多元化（如培养人

才的多样化、发展特色的区域化等倾向），高职教

育既包含了学科知识，也包括学科之外的产业链

知识；从职业性的逻辑出发，需要何种知识与技

术，是取决于职业岗位的需要，然后配置好相应

的知识与技术，对知识与技术来源于何处并无硬

性规定。同时，伴随着高职教育的高等化倾向，

其内在知识与技术的抽象化程度也可能进一步增

强，对其学科的探讨也开始进入日程，等等。这

些情况促使我们思索如下问题：

1．在排斥学科逻辑中思索高职教育的特性

如对知识类型的再思考。教育的性质往往由

其所涵盖的知识（技术）的性质所决定。高职教

育之所以成为一种不同于普通高等教育的类型，

其根本原因在于前者涵盖的知识（技术）不同于

后者的学科型知识体系。前者主要是一种实践性

知识，具有隐性、程序性特征，与学科体系形成

截然的差异。再如，对知识来源的思考。与学科

型知识来源于科学的发展不同之处在于，这种知

识来源于产业链活生生的实践。在此基础上，思

索对教学组织的重组。教学组织不再依据学科逻

辑，而要依据实用性逻辑，实施工学结合、校企

合作，保证知识的来源是产业链，而排斥学科；

在教学组织上，实施项目教学法，保证知识得到

有效传播。总之，应建立起一种与学科体系完全

不同的教育体系。

2. 在排斥学科逻辑中思索高职教育与高等教

育的共性

在高职教育成为普通高等教育附属的（本科

压缩性）背景下，谈论特色更为重要。但这并不

妨碍同时谈论高职教育之间的共性。这种共性首

先表现在对高等性的共同追求。普通高等教育就

其高等性而言，具有普遍的启示意义。特色仅仅

表现在类型上，是一种不同质的高等。其次，对

学科的意义二者也存在共通性。学科的本义在于

对知识 （技术） 的整理与优化。只要存在知识

（技术）的领域，均存在一个整理与优化的范畴。

学科是最基本的对知识（技术）进行整理与优化

的范畴。从这个意义上说，伴随着现行以及未来

存在的知识 （技术） 规模的膨胀以及高尖精化，

高职教育同样需要学科这一要素对知识 （技术）

进行有效的整理与优化。不同之处在于面对不同

性质、性能的知识（技术）而已。

综上所述，排斥学科逻辑的过程，伴随着对

学科逻辑的反思与新逻辑体系的建构，这对进一

步确定高职教育的发展方向、战略目标具有良好

的启示意义。

四、结语

自有学校教育形式的职业教育以来，以上三

个逻辑就共同发挥作用，影响与制约着职业教

育，推动着职业教育按照某种路径发展，对塑造

职业教育的样式产生了重大影响。过于注重某一

种逻辑，可能造成对高职教育认识上的偏颇。如

在为职业服务的口号下，普通高等院校从综合性

大学变为专科学院，造成高等教育发展中的极大

倒退；也有职业院校过于注重职业性，造成了专

业设置过于狭窄，针对性过强，难以适应市场机

制下竞争中形成的岗位流动性强的现实；在强调

技能的口号下，则出现了忽略技术和综合素质培

养的现象，过于强调操作性，同样造成了巨大弊

端；更有在摆脱学术型体系的排斥学科口号下，

过于强调排斥学科性，造成了知识与技术的割

裂。如此种种，均为未能完整认识到高职教育发

展中存在的内在逻辑共同发生作用，以及对某个

逻辑认识上缺乏完整性。

职业教育正是在这些内在逻辑的推动下发展

成为现行的样式。以上三个逻辑本质上体现出经

济与教育、院校与市场之间，以及不同来源的知

识与技术的激烈博弈。职业教育本（下转第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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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职院校教学科研的特点

高职院校随着数量和规模的不断壮大，逐渐

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的部分。它以职业教育

为己任，以就业为导向，以产学研为路径，培养

生产、管理、服务等社会实践一线的技能型人才

为目标，办学方向和模式与普通高校有很大不

同。这就决定了高职院校的教学科研也与众不

同。教学方面，高职教学是工学结合的实践性教

学，理论知识只是整个教学内容的一部分，甚至

一少部分，大多数的教学为实验、实训课程，教

师也多为“双师型”，既熟悉院校专业教学，又熟

知行业企业的情况，学生的求学目的多为学到实

用的技能，谋得就业岗位。高职院校的科研也与

研究型大学有很大区别，后者以基础理论源头技

术研究为主，注重原创性，知识的创新价值和影

响力往往是重大的。而前者科研的价值主要存在

于应用层面，以应用型研究和开发型研究为主，

以为生产、管理、服务等一线的行业、企事业单

位解决实际的技术工艺等具体问题为目的，多以

区域经济为依托，结合市场需求，开展技术开

发、推广、咨询、应用等。因此对高职院校来

说，无论是教学还是科研，都带有显著的职业

性、应用性特点。

二、高职学报与本校教学科研的关系

高职院校的教学是学校的中心工作，科研是

辅助教师提高专业水平、教学能力，提升学校教

学质量。学报的发展依赖于教学、科研，也是促

进教学、科研的重要途径。具体来说，高职学报

与教学科研的关系表现在三方面。

1．教学科研是学报的基础，学报是其产物

学报是教学科研工作发展的产物，高职学报

的产生、发展依赖于本校的教学科研。尤其是在

稿源不足、知名度不高的创办初期，高职学报大

部分稿件来源于本校的教学科研成果。没有教学

科研的支持，学报工作就无法正常开展。随着高

职院校内涵建设的加强，专业建设和教学课程改

革的不断深入，专业研究逐渐向社会化、应用化

发展，涌现出大批教学成果。在科研方面，与生

产、建设、管理、服务等各行业、企业合作的大

批科研项目以及与科研院所、教育部门等立项的

科研课题也层出不穷，其结题的阶段性或最终的

研究成果为高职学报提供了丰富的稿源。此外，

教学科研人员的学识和能力不仅是教学科研工作

的强大后劲，也是高职学报发展的动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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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报是本校教学科研水平的反映

本校教学科研的成果为学报提供了稿源，学

报将其刊发出来，向同行或更广泛的社会传布，

可以说，本校的教学科研现状、特色、水平等直

接通过学报反映出来。人们通过学报对本校教学

科研情况有直观的了解。因此，学报是窗口、桥

梁，成为本校和外界沟通交流的媒介。同时，学

报刊发高质量的高水平科研成果，被转载、摘编

或索引，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可以扩大学报和学

校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3．学报与教学科研之间相向而行，互相促进

本校教学科研工作既给学报的发展带来有利

的支持，也对教学科研起到了窗口作用，两者相

辅相成。但这并不意味着学报只是本校教学科研

成果的传声筒，也并不只是为本校服务的工具。

学报除了是学校的一个职能部门工作之外，学报

还属于新闻出版部门管辖的媒体期刊，在社会中

承担着科技知识汇集、普及和技术创新、转化的

职责。因此学报作为社会媒体，尤其是高职教育

领域的媒体，其所面对的还有本校所服务的高职

教育、区域经济以及行业、企业等更多更广的点

和面。也即是说，高职学报除了服务于本校教学

科研还必须面向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

线，为高职教育理论研究、地方区域经济发展服

务。学报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就稿源来说，本校

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更大更广的范围在校外。其

和本校教学科研的关系并非相互依存，互为条

件，而是相向而行，相互影响和促进，这不仅没

有削弱两者之间应有的密切联系，反而由于学报

扩大了稿源范围，办刊质量得到提升，反过来为

本校教学科研的发展提供了方向和动力。

三、高职学报服务本校教学科研的途径

1．主动辐射教学科研，与教学科研工作相融合

高职学报不是主办院校科研水平的一个被动

呈现，它对主办院校的科研有着主动而深刻的影

响。学报是教学科研的延伸和提升，对提高教科

研水平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然而，由于很多学报

在院校中是独立部门，办刊的本位主义意识较

重，编辑人员对本校的教科研工作没有主动参

与，不熟悉本校的教科研情况，负责教科研工作

的管理部门也与学报工作不搭界，这使得学报工

作和教科研不能形成紧密、实时的联动。高职学

报要提高办刊质量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转变办刊

观念，不能仅仅满足于被动地为学院教师提供传

播、交流教科研成果的平台，还应加强为教学科

研服务的意识，主动参与，辐射拓宽教科研工作

的点和面，融入学院的教科研工作。

首先，学报编辑部要和科研、教学管理部门

建立密切联系沟通的机制，及时了解本校重点学

科建设、精品课程情况，熟知每年的教学教改项

目科研立项情况，追踪基金资助课题的进展，对

本校科研人员的研究情况做动态分析，对科研能

力强、成果多、质量高的人员建立档案等，全盘

掌握本校教学科研的情况。

其次，将选题策划、组稿当作首要任务。学

报的编辑仅仅做好审稿、编辑加工、校对等编校

工作是远远不够的，这样只会使学报的出版之路

越走越窄。选题策划是为了突出重点，与主办院

校的科研方向相结合，紧密联系相关学科的发展

动态。学报要抓住教学科研的重点精心策划选

题，并与相关部门人员一起研究讨论，提出建设

性的意见。每期侧重某个主题，例如教改、校企

合作、重点专业建设等。

第三，建立论文优先发表制度。对于学校重

点科研项目并由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撰写的成

果论文，以及优势专业建设成果、获得省部级基

金资助的项目成果等，学报应给予优先发表，不

以收稿时间先后排序。对于系列化专题研究论

文，学报应辟专栏集中发表或者按期连续刊载，

以便于所研究的课题专注而深入，深化此主题的

探讨，引起人们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在学术上取

得一定的影响。在目前高职学报绝大多数属于非

核心期刊的情况下，优先发表制度还有利于吸引

作者，避免优秀稿件“外流”。

第四，为本校教育教学改革成果开设专栏。

由于高职院校起步较晚，加上社会经济变化速度

较快，专业建设、教学教改一直是高职院校的重

点工作。本校专业设置、调整工作，教师在教育

教学实践中总结的经验、教改的实验、教学实证

研究报告等研究成果，反映了本校在专业建设、

-- 16



高等职业教育—天津职业大学学报第 24 卷第 1 期 Feb.20,No.1
教学改革方面取得的成绩，也对其他院校具有借

鉴价值。学报开设专栏，能够促进本校教育教学

改革和专业建设不断深入，让学报真正成为展示

本校教学科研成果的窗口。

2．激励教职工科研热情，培养科研人才队伍

高职学报是学术期刊，它对论文的篇章结

构、选题论证、逻辑分析等有严格的要求，一篇

选题新颖、论证严密、语言表述流畅的论文从成

篇到达到发表标准，往往要经过作者和编辑反复

沟通、推敲、修改，对作者来说是一个学习、提

高的过程。因此，高职学报这一教育功能对培养

科研人才具有很重要的作用。

首先，培育青年教师科研人才。近年来，各

高职院校纷纷扩招，导致青年教师的比例大幅增

加。由于他们职称低，科研经验、写作能力不

足，因而文章稚嫩、质量偏低。而各学报为了提

高质量，偏爱质量高、科研能力强并有高级职称

作者的文章。因此，青年教师虽投稿踊跃，但发

表却十分困难，这严重挫伤他们从事科研的积极

性。因此学报面对青年作者的来稿，不应一退了

之，而应该仔细甄别，从中发现观点新颖有发表

价值的文章，面对面与他们沟通，指导他们如何

修改，或者将编辑部审稿意见及时反馈给他们，

让他们知道文章的症结，增强青年教师埋头搞科

研的信心，使其尽早走上科研的道路。

其次，培育科研带头人。科研带头人的培养

最重要的一环是他们有价值的学术成果能够及时

发表。为此学报要掌握本校教师的科研状况，对

他们中承担的实用价值高、有独创性的科研项目

进行长期跟踪，敦促他们不断将科研成果形成论

文刊发出来，帮助他们结题，作为成果的积累，

为下一步申请更高级别的课题做好铺垫。或者通

过来稿发现学术新人，关注他们的科研进展，与

其建立密切的感情联络，“截留”他们的文稿发

表，等等。许多一开始默默无闻的科研工作者通

过本校学报这个平台，发表若干论文，最终变成

了相关专业领域科研的带头人甚至专家、学者。

第三，帮助科研人员找到科研的着力点。本

校从事科研的大多为一线教师，由于他们承担了

繁重的教学任务，用于科研的时间较少，因而他

们对科研资源的掌握、本专业领域科研的发展现

状、前沿动态所知有限，在寻找科研选题、确立

研究项目时往往比较盲目，或者重复前人的研

究，造成时间资源的很大浪费。而学报是汇集各

方学术成果的平台，其发表的业界知名专家的文

章，反映了相关专业领域的学术水准，能够引导

本校相关学科作者的科研；其发表的契合区域经

济发展需要的技术攻关等实用性项目论文，也能

给本校科研作者以很大的启示。加上学报登载的

学术动态信息，也为科研人员选择科研课题提供

了参考。

3．实施走出去战略，引领本校教学科研方向

如前所述，高职学报既是校属的学刊，又是

社会传媒，其终极目标和高职院校是一致的，即

服务我国的高职教育和地方区域经济发展。这种

“对外性”决定了高职学报要走出校门，实施走出

去战略。“走出去”和学报对内的服务性不是矛盾

冲突的，而是可以相辅相成，更好地促进本校的

教学科研，引领其朝着职业性、实用性的方向发

展。高职学报“走出去”战略包含三方面，即面

向地方区域经济社会办刊、侧重应用性研究、跟

踪企业的技术研发与创新动态。

首先，面向地方区域经济社会办刊。地方区域

经济社会发展是高职院校服务的范围，地方区域特

色决定了高职院校的办学特色，而学报是这一特色

的传承者和媒介。学报面向地方区域经济社会办

刊，就是要善于从宏观上把握所在地区的经济社会

发展特点和趋势，特别是当地的产业、行业特色，

着眼于地方发展趋势、焦点、热点问题等策划选

题，设置栏目，利用自身具有的智力整合平台优

势，集合相关专家、学者开展专项理论研究或者实

践调研，对宏观问题的思考和深入探究，这不仅能

为地方政府的管理、规划提供参考，也能开阔本校

科研人员的眼界，在更广的视阈看待自己教学科研

的价值，认清今后的道路方向。

其次，侧重应用性研究。高职院校虽然是为

社会培养技能型人才的教学型高校，但还担负着

知识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推动地方区域经济发展

的重任。因此，科研特别是工艺、技术、流程改

进等的应用性研究是高职院校内涵建设的重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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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直接反映了高职院校的实力和水平。然而现

实中，一些高职院校只抓教学，不重视科研工

作，或者虽重视科研，但是却热衷于理论基础性

的研究，脱离实用应用性，和普通高校争高下，

没有自己的特色。一些高职院校很重视校企合

作，但他们校企合作的重点是培训学生，给学生

寻找实习岗位，但很少或者不关注企业行业的技

术攻关项目、创新、更新的需求，致使校企合作

仅停留于人才供需培养方面。凡此种种，都偏离

了职业院校的职能。高职学报应把技术技能开

发、应用作为重点栏目，多刊载应用性研究的成

果论文、报告等，引导高职院校的教学科研向职

业性、应用性回归。

第三，跟踪行业、企业的技术研发与创新动

态。教学科研的应用性和职业性决定了高职院校

须和行业和企业建立密切的互动关系，尤其要关

注行业企业以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等为最终

成果的技术研发和创新活动，因为它们的出现往

往会产生新的岗位技术和职业要求，因而会成为

高职院校改进教学内容、更新科研攻关项目的风

向标。高职学报紧密跟踪行业企业的技术研发和

创新动态，就是要实时掌握科技在现实中的发展

趋势并向社会予以发布，这一方面可以为企业的

科研技术人员创造发表成果的平台，激励他们以

更大的热情投入于技术革新和改造；另一方面也

为本校教学科研工作者提供来自企业一线的科技

创新成果信息，据此调整自己的教学科研目标，

使其不断向行业企业的需求靠拢，使学报的办刊

特色更加鲜明的同时，壮大了自己的作者、读者

群。因此这对高职院校、企业、学报三者来说都

是有益的。

[责任编辑：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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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explain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ccup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eaching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work in higher vo⁃
cational college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cademic journal of the college and the college’s teaching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work, the paper proposes three ways that the journal gives services to teaching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work, namely: active radiation
teaching and research to integrate with teaching and research work; excitation faculty research enthusiasm to cultivate school re⁃
search talents team; and implementation strategy of going out, leading directions of the school’s teaching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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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高职学生职业精神教育指向，通过教

育将职业精神转化成人们能够接受的一种思想

观念，使大学生在思想上产生共鸣，并将这种

共鸣的思想上升为一种共同的奋斗目标，形成

大学生可持续发展的职业能力，这既是推动大

学生全面发展的现实呼唤，也是推进创业、创

新的时代课题。

一、高职职业精神教育现状分析

与其他教育相比，高职教育更具有明显的职

业性、主体性、交互性和实践性等特点。与工程

型、学术型、研究型人才的培养目标不同，高职

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于“高端技能人才”，它不但要

求学生具有独特的职业技能和知识结构，还需具

备相应的职业精神应对职业环境的考验，对整个

职业活动过程了如指掌。《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

职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关于进一

步加强高技能人才工作的意见》和《教育部关于

职业院校试行工学结合，半工半读的意见》等文

件的出台，为高职人才培养方向指明了发展道

路：以“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等“高技能人

才”培养模式承担“培养面向生产、建设、管

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高技能人才”的使命。为

了贯彻落实这一“使命”，形成具有“中国特色、

世界水准”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教育界开展了

许多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目前比较有影响力的

人才培养模式是：现代学徒制（新型学徒制）、工

学交替、订单式、两高一新、“2+1”、双主体和全

方位合作，这些具体的办学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丰

富了高职教育的内涵和外延。但是，这些培养形

式在实际的操作中，经常出现只重视构建知识体

系的学科本位，或只强调实践能力锻炼的能力本

位，简单且单一的突出大学生成熟的操作能力培

养，在学生的职业道德、职业理想、职业心理、

就业创业能力和职业技能的综合培养上，并没有

真正的达到市场对新型高端技能复合型人才的期

待，造成教育与产业、专业与职业、教育内容与

职业标准的不衔接，也导致了高职学生职业价值

选择的困惑。他们强烈的需要稳定的职业理想的

支撑，渴望在变动不定的职场中寻求到一种稳定

有意义的精神寄托。然而，经济社会的不断变化

发展，职业理想的迷失，职业道德失范屡见不

鲜，又使他们难以弄清职业生活的根本价值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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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这一无所适从的职业心理状态时时挤压着他

们的心灵世界与社会生存空间，他们的“职业生

命”也因缺乏稳定的道德观、心理寄托和人生理

想而变得不尽如意。

二、高职学生职业精神特征分析

职业精神贯穿于人生存活动的全过程，是人

的心理、理想、道德、责任、价值的统一体，并

时刻鲜明的表达为主体的行为，具有自身独特的

时代特征，但目前高职学生的职业精神却存在一

些问题。

1．职业关怀与职业冷漠重叠的心态

首先，随着大学生知识的累积和心理智商的

提高，他们能够较为明确地进行职业生涯认知和

判断，在肯定从业规范必要性的同时，也将自觉

遵守职业道德界限视为“自我”的活动底线，视

为获取人生自由和幸福不可或缺的基础条件，因

此，大学生在这一层面上表现出了较好的职业意

识、职业认知和社会责任感。其次，大学生在职

业生涯判断上认同“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

这一合乎人性的利己主义观，在培养职业道德规

范抉择上呈现出冷热兼容、淡薄与认同交叉、困

惑与希望相伴、彷徨与进取并存等职业心态。因

而，他们在追求优越的现实生存、生活、学习和

工作中，经常出现行为与认知的脱节，缺乏必要

的政治责任感和正确的道德观，对职业生涯发展

的把握与定位模糊，容易受功利性价值观和虚假

市场信息的渗透，直接影响了大学生义利观的塑

造，使得一部分学生只顾眼前利益，而不顾他人

乃至国家发展的长远利益，长此以往，将扭曲大

学生的人生观和道德观。

2．自我职业关注与个体职业意识迷失现象的

共存交融

就“人与自我”维度来看，个体意识的自我

唤醒应是大学生职业精神教育的前提条件。历史

表明，大学生成长与市场经济的现代化发展息息

相关且同步发展，并受市场环境影响。竞争是现

代化市场经济的主旋律和基本准则，自由、平等

的商品经济交换原则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从事市

场经济活动的“现实的个人”，并以空前的形式彰

显了“现实的个人”的自我人生价值，这在一定

程度上催动唤醒了“现实的个人”的自我意识和

主体的职业理想，体现在大学生对职业生涯追求

上的功利和竞争意识，就是合乎理性的利益追寻

与自我理想的优化结合。随着市场经济改革发展

的纵深推进，大学生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个

人利益的关注、认知程度达到了空前的程度，这

为大学生确立和发展个人价值理想，奠定具有时

代烙印的权利观、职业观，规范市场法治的人格

提供了较好的思想基础。然而，自我“职业意

识”的确立不应只是停留在个人对自我价值的判

断这一单维度，更为重要的是将自我的人生理想

和价值放到社会关系中去确证。

现实证明，“自我中心主义”是高职学生在唤

醒职业意识时经常会陷入的泥潭，从心理表现来

看，是学生习惯性的从自我的立场看待经济社

会、看待各行业、看待职业、看待他人，常常忽

视企业和社会对于大学生的现实要求，自我的职

业理想脱离了市场实际，个人的职业标准成了认

识“自我”职业生涯的唯一指标；从行为来看，

是喜欢从自身的职业立场出发并以个人的职业利

益为目标选择不做什么或者做什么。人生职业价

值观念和职业规划过于功利化，而经济社会转型

所带来的多元化文化生态、观念生态与价值取向冲

突，常常导致大学生职业选择与职业价值意义判断

迷茫，自我职业理想与社会现实之间的非传统矛盾

造成了大学生择业压力和精神生活的压抑，也是导

致职业认知迷茫、职业精神困惑的深层原因。

3．职业信念薄弱与职业理想探寻的价值混合

就个体而言，个体的精神支柱和人生目标是

理想信念；就社会而言，社会共同的精神动力和

民族“梦”是理想信念。不管是个体还是社会对

可能世界或未来空间的价值追寻的本源性动力均

是理想信念。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生最大的价值

在于以自身的理论和实践助推社会向更新、更好

的历史阶段变革发展。当代大学生的职业理想与

职业信念同样凸显出双重价值的混合，具体表征

形式有：注重职业薪酬待遇，轻视职业价值的职

业观；重功利性，轻道义性的交往观；重技能发

展学习，忽视人文理论熏陶的学习观；重自我理

想实现的规划，萌生个人理想与社会理想疏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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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向。上述情况的变化，不应简单的归因于大学

生职业理想信念的缺失。研究表明，理想信念是

一种超越性和现实性的高度统一体，理想只有具

备了超越性，才能动员大学生为追求生存优越的

职业理想，内化生成大学生职业活动导向功效，

从而体现职业理想的现实可能性。

三、高职学生职业精神教育指向

职业精神是人的职业道德、心理和理想的外

在行为表现。人的职业精神并不是一蹴而就，相

反，高尚的职业精神的形成是一个不断设计、不

断改善和教育的过程。

1．职业道德教育

职业道德教育是职业精神培养的关键，内化

于心的职业道德具有推动人自觉规范职业行为的

心灵动力，防止无知和野蛮的职业行为的发生，

使自身获取期待的幸福与利益。职业精神是职业

道德需要的内在行为动机纽带，职业道德是衡量

职业精神发展程度外在的具体指标，当职业道德

成为职业人的一种习惯时，他就不会因为客观环

境的诱惑而轻易抛弃“自我”的义务和责任，而

是把“义务”作为人的职业目标去追求。人在自觉

履行职业义务的过程中去追寻完善的职业道德可能

会实现职业精神的质变，这种质变不仅意味着大学

生职业道德意义上的职业精神本质的觉醒，也标志

着职业精神发展水平的多层次全面提高。

良好的大学生职业道德的核心教育指向是学

生对各种社会关系和职业关系的协调与处理，包

含了诚实守信、岗位责任心、理解和尊重他人的

职业道德规范，这也是大学生个体在与他人交往

的社会生活中需要练就的精神品质。如果大学生

在其道德内在结构中缺失这些素养，那么他所生

成的职业精神将是一个不完整的系统。这就要求

家庭、高校和社会必须坚持职业精神塑造与道德

教育相互融合、交叉进行，在厘清职业道德教育

与其他知识学习的基础上，在家庭生活、校园文

化、“工学结合”培养链条的共同熏陶渲染下，引

领大学生正确认识职业能力、从业技能知识与职

业道德的关系。加强人文社科教育，将大学生实

现自身人生价值、追求生存幸福的愿望与职业道

德紧密联系起来，使大学生确证“道德是幸福的

必要条件”，而通过“自觉的生命活动”养成与

时代精神和职业规范要求一致的职业道德品质。

2．职业心理教育

职业心理修炼是职业精神塑造的逻辑前提。

大量的理论和实践研究表明，高职学生在学习期

间基本都历经职业心理的洗涤、分化和陶冶进

程，在“自我”的职业认知、认同、情感和人格

层面演绎着由普通人迈向准职业人的“破冰”与

“塑立”的职业心理变化历程，这个历程涵盖了职

业意识、自我心理调控、职业道德和择业与就

业等元素。就人的整体精神结构而言，心理健康

是精神健康的基本要求，更是塑造高层次职业精

神品质的支撑点。大学生的职业心理品质包含心

理的自我调适、健康心理的自我维护意识以及处

理人际关系的情商。心理的健康程度对于大学生

处理变化莫测的职业关系，应对复杂多变的职业

活动环境，特别是价值取向多元化的背景下，正

确认知定位自我，认知自我与他人、自我与自

然、自我与社会的关系有重要作用，也是大学生

以坚定的精神品质，顽强拼搏的意志和完善的职

业人格去从事社会各类职业活动、从事具体岗位

工作有直接的潜在意义。因而，帮助学生唤醒个

人的职业意识是职业精神塑造的作用和前提所

在，通过专业群建设、课程改革、校园文化建设

等途径，融合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情感教育的

内容，构建完善的“双导师”（知识导师和技能导

师）协同帮助大学生排除在职业训练、实践学习

和社会交往中的心理障碍因素，树立科学的职业

心态，形成具备“完全的人”内涵意义上的职业

人格。

3．职业理想教育

职业理想是职业精神塑造的价值指向，也是

一种职业教育，这里的“职业理想”蕴意是：现

实生活中的大学生对自身将来所从事的岗位、职

业和事业的向往和憧憬。对职业理想教育的指

向，马克思在《青年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提出: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服务的职业，我们就

不会为任何沉重负担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

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得到的将不是可怜的、有

限的和怎么自私自利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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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万人，我们的事业虽然并不是显赫一时，但将

永远发挥作用。当我们离开人世之后，高尚的人

们将在我们的骨灰上洒下热泪。”可见，大学生只

有培养强烈的职业使命感和责任感，把祖国的命

运、他人的幸福与个人职业价值联系起来，才能

生成高尚的职业理想，才能不负生平所学。

具有明确的职业理想、定位清晰的职业生活

信念及完整的职业审美意识的状况将直接影响大

学生职业精神教育的程度。因而，高职学生职业

精神教育的核心指向应是职业理想和人生信念教

育，这既要求高职院校树立“全程教育观念”和

“全员教育观念”，深入分析学生的现实人性需

求，指导帮助大学生建构与其实际能力和兴趣取

向相适应的人生理想和职业生涯规划；要求教育

者在日常的教育教学中坚持以“人无全才、人人

有才、扬长避短、个个成才”的育人理念，凸显

职业理想教育诉求，实现“均学程”、“双课堂”、

“双身份”、“双管理”的校企深度合作机制，有意

识的将利益认同与职业价值相结合，激发学生潜

在的积极性，引领大学生将个人的职业规划、职

业理想放到民族和国家发展的大背景中，在追求

实现人生理想和人生价值的同时实现自我超越。

[责任编辑：陈保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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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实践教学一直是业界研究的一个重

点。但在研究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偏颇：注重学

生能力的培养，忽视个体的差异化；注重实践教

学，但仅把实践教学当作理论教学的补充和理论

知识的验证，导致实践教学和理论教学分离，偏

离人才培养目标。因此需要进一步转变职业教育

观念，创新高职院校实践教学理念，努力推动高

等职业教育的全面可持续发展。

协同创新是以知识增值为核心，企业、政

府、知识生产机构(大学、研究机构)、中介机构和

用户为了实现重大科技创新而开展大跨度整合的

一种创新组织模式，其理想结果是产生1+1>2的协

同效应。本文将结合营销专业当前实际情况和自

身实践经验，从协同创新角度，对高职院校市场

营销专业实践教学体系进行探讨。

一、协同创新研究现状

协同创新是胡锦涛同志在 2011年 4月清华大

学百年校庆大会提出的，其目的是鼓励高校通过

体制机制创新和政策项目引导，同科研机构、企

业开展深度合作，建立协同创新的战略联盟，促

进资源共享。1971年，德国学者Haken在系统论

中最早提出了协同的概念，指系统中各子系统的

相互协调、合作或同步的联合作用及集体行为，

结果产生了1+1>2的协同效应。随后管理研究者将

这一思想应用到企业新产品开发领域，并扩展至

企业与价值链上下游企业、互补企业甚至竞争企

业的资源共享及协作运营中。80年代后，科技与

经济的结合日趋紧密，协同的思想在创新系统理

论中得到深化，并以“产学研合作”为主题探索

企业与大学、科研机构、中介组织之间的互动和

协作。

创新能力的提升并非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

各个创新主体能力要素的简单叠加，需要各类互

补性要素之间的协同及其整合，才能使其达到 1+
1>2的协同效应。鲁若愚的“企业大学合作创新的

机理研究”、郭晓川的“大学——企业合作技术创

新行为的实证研究”、佟晶石的“产学研合作创新

体系的历史与实践分析”、郭斌的“知识经济下产

学合作的模式、机制与绩效评价”等，是国内协

同创新思想的雏形。陈劲在教育部重大专项研究

成果 《新形势下产学研战略联盟创新与发展研

究》中提出：“产学研战略联盟”的思想，为从战

略层面探索产学研协同创新的诱发机制和模式创

新提供了新的思路。上述研究都是建立大学与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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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科研机构的协同创新模式。

二、协同创新实践教学体系的内涵

（一）实践教学体系

实践教学体系是指由实践教学活动各个要素

构成的有机联系整体，它是与理论教学体系相对

而言的，属于教学体系的一种类型，包含实践教

学体系的驱动系统、主导系统和支持系统，三大

系统分别对应教学目标体系、教学组织管理体系

和教学保障体系。

（二）“123协同创新实践教学体系”的内涵

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市场营销专业通过

“走出去，引进来”的方式，加大实践教学体系的

改革，虽与物美超市、大地保险、泰康人寿保

险、世纪联华超市、派诺信息科技等公司建立校

外实习基地，但是这类校企合作力度尚不足，实

践力度亦不够，未能真正体现校企协同创新实践

教学模式的改革，因此，在现有形势下，以“培

养学生自主创新、团队协作、可持续发展的综合

职业能力”为目标导向，构建“123协同创新实践

教学体系”，设置“全程化”、“多元化”的实践教

学体系，对提高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质量，培养具

有自主性、创新性、实践性、协作性的高素质综

合职业型人才有着重大的意义。123协同创新实践

教学体系是指：

“一个教学目标导向”，即以学生综合职业能

力培养为导向，培养学生自主创新、可持续发展

的能力。

“二个教学组织管理阶段”，即低年级教学组

织管理阶段（大一），以理论实践一体化的学生参

与型实践教学活动为主；高年级教学组织管理阶

段（大二大三），通过多渠道指导学生进行自主型

实践创新活动。

“三个实践教学保障资源”，即双师型的教

师队伍、配套完善的实习实训基地和政府的引导

重视。

1．一个教学目标导向

市场营销专业的高职学生不同于普通高等院

校学生，理论知识水平浅，学习主动性不强，分

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一般，但思维活跃、执行

力强、语言表达能力好。因此，依据学习主体的

特点，以学生综合职业能力培养为实践教学主要

目标，在实践教学中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课

内外互补、校内外结合，注重学生差异性培养，

最终目标是：培养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具有

较高职业道德素养和社会能力，掌握营销专业技

能的经营、管理、服务一线岗位的高素质技能型

职业人。

当前建构主义理论是职业能力培养领域最为

流行的理论。按照建构主义的学习观，学生对知

识和技能的学习动机源于个人实际需要，没有主

观需求的学习不能激起学生的学习动机。同时，

建构主义理论强调要在真实的工作情境中激发学

生的学习动机，从而开发、培养学生的综合职业

能力。学生是学习的主体，一部分知识是通过老

师传授获得的，但更多的是采用创设实际情景、

利用学习资源、借助老师指导等方法，通过意义

构建的方式获得。因此，高职教育应当加强实践

教学，培养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

学生综合职业能力不仅包括专业职业能力，

还包括学习能力、交流能力、工作能力、创新思

维能力和职业道德素质等。高职院校教学目标是

培养学生在不同情境中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

力，培养学生具有较高专业技术技能，同时又要

注重培养学生的个人品质、生命价值和自我实

现。综合职业能力的培养是基本专业能力、方法

能力和社会能力为一体的培养模式，具体模式结

构如图1所示。

2．二个教学组织管理阶段

根据高职人才培养目标，科学设置“全程

式”实践教学方案，把综合职业型人才培养过程

相对地划分成两大阶段，并融合三个课堂进行。

（1） 低年级阶段，即大一阶段，以通识教

图1 综合职业能力培养模式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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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职业生涯规划和个人道德素质的培养为目

标，理论实践一体化，学生主导，教师引导学生积

极参与教学、实践活动。这一阶段要有机融合“第

一课堂”、“第二课堂”实践教学课堂体系进行。

“第一课堂”，基础课程融合实践教学，以项

目化要求设计并实施理论实践一体式项目化课程或

实践教学活动。如建立虚实结合的互补实训项目平

台（校内虚拟实训项目与校外实际项目相结合），

深度融合虚拟仿真信息技术、数字化实验教学资源

等，实现教学资源的多介质、立体化融合。市场营

销专业，大一阶段开设《市场营销学基础》，在理

论教学的同时，积极融合实践教学。校内，请企业

家、专家进行营销方面的讲座或举办营销沙龙活

动；校外，学生到企业进行参观或者有针对性的企

业营销策略分析，并撰写分析报告。

“第二课堂”，针对学生特点，有差异的建立

各类实践活动，如学生专业实习实训、专业社

团、职业考证、技能比赛等，学生自愿选择、自

主参与，进一步帮助学生把第一课堂的知识转化

为基本素养或专业技能。

（2）高年级阶段，即大二大三阶段，以学生

自主学习、自主实践、自主创新能力培养为目

标，以学生主导、老师辅导的方式进行。这一阶

段，有机融合“第三课堂”实践教学课堂体系进

行。要求学生自主进行各类实践活动，如兼职打

工、企业实习、自主创业等；指导老师辅助学生

对自主创新项目进行可行性分析，对项目在实施

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解答，对如何更好规

避风险等方面提出指导性建议。此阶段的实践学

习场地不做限制，校内、校外或企业单位皆可，

学生自主选择实践项目，组建团队进行。

市场营销专业学生，可以开展的自主实践项

目有：业余时间兼职做电话销售类工作；校内营

销综合技能实训；到校企合作单位进行市场调

查、产品销售、客户服务等实践实习；组建营销

创业团队，校内创业；参与校企合作单位开展的

营销策划、产品销售工作等。在此过程中，根据

项目需要，指定若干名专业指导老师，依实际情

况，每周集体或分组的进行问题解答或建议指

导，保证项目的顺利进行。

3．三个实践教学保障资源

（1）双师型教师队伍。高职院校是培养学生

专业能力、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的教育机构，因

此必须要有合适的教师队伍来担当教学工作。拥

有高学历、刚从校园走向讲台的青年教师由于自

身缺乏实际工作经验，实践教学能力欠缺，难以

将实践教学和理论教学有机融合，导致学生实践

能力缺乏，专业知识停留在理论阶段，毕业后很

难成为适应社会需要的合格职业人，因此既具有

实际工作经验，又有专业教学能力的双师型教师

成为高职院校实践教学的保障资源之一。

（2）配套完善的实习实训基地。实习实训基

地是构建实践教学的基础，是实践教学得以顺利

实施的重要保证，在全阶段的高职教学过程中，

无论是“第一课堂”、“第二课堂”，还是“第三课

堂”，都要融合实践教学，开展校内外仿真或全真

的实习实训。加强实习实训基地的建设，是高职

院校实践教学提升的关键。

（3）政府的引导、重视。高职教育发展到今

天，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成了高职教育进一步发

展的关键，不管是校企合作还是创办学校实训基

地，都需要政府的支持和引导。近年来，党中

央、国务院连续多次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

议，高度重视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但从实训

基地的建设来看，高职教育地区性差异较大，发

展水平参差不一，发展数量仍不能满足实际需

要，这有待政府的进一步引导、重视。

（三）实践教学过程控制

实践教学要取得良好的效果，必须要引入全

程的、动态的管理机制。在整个实践教学管理的

过程中，首先要考虑学生、企业、社会对高职实

践教学的要求，并贯穿整个实践教学管理过程，

利用 ISO9000全面质量管理的思想和方法，对实践

教学过程进行管理控制。过程控制体系如图 2所

示。实践教学过程分为四个部分：基于需求的实

践教学体系的策划，包含实践教学的职责和权

限、课程设置、教学组织形式、考核机制等的建

立；实践教学的实施，即实践教学的具体组织和

实施；实践教学的检查控制，即对实践教学全过

程进行阶段性或总结性的检查控制；实践教学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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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分析和改进，包括实践教学效果评估、问题分

析和改进。最终培养出具有良好综合职业能力，

获得企业、社会满意和认可的毕业生。

针对市场营销专业，通过市场调查，了解在

校学生的需求，进行毕业生的满意度调查和问题

收集，了解企业和社会对高职学生职业能力和综

合素质的要求；邀请企业、行业专家，共同设

置、开发课程，制定教学大纲，规定教师及领导

的工作职责和权限，制订教学管理办法和考核机

制；结合学生特点，有针对性的实施各类实践教

学，在教学期初、期中、期末各阶段，组织相关

督查小组，对实践教学过程进行抽查或全面检

查，发现问题后，及时改进；最后对实践教学效

果进行评估和分析改进，确保良好的教学质量和

教学效果。

三、实施效果分析

“123协同创新实践教学体系”的实施，一方

面使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得到提高；另一方面有

助于学生发现自身的优点和兴趣点，初步明晰自

己的职业发展方向。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2013
届和 2014届各有一名毕业生成功创业，公司正在

稳健发展中，同时2013届和2014届有多名学生在

校期间就进行创业，目前正在探索中；获得 2013
全国职业院校模拟创业技能竞赛、第四届浙江省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赛、2014全国企业经营管

理沙盘比赛等多项奖项。因此，在现有形势下，

构建“123协同创新实践教学体系”，对学生综合

素质和技能的培养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责任编辑：张强]

图2 实践教学过程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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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Practice Teaching System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Marketing Major
—Taking Zhejiang Yuying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as an Example

LIAO Jin-yan
(Zhejiang Yuying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Practice teaching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s a focus of research field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is also a diffi⁃
culty in the research with practice and innovation. Based on the view of th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oncept, concerned about the
three aspects of teaching goal system, teaching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system, and teaching support system, and combined
with the contents of ISO9000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Zhejiang Yuying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has reformed practice
teaching and constructed "123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practice teaching system", to cultivate high-quality comprehensive vocation⁃
al talents.
Key words: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practice teach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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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一些高职院校的《客户关系管理》课

程依然采用传统教学模式辅助案例实践的方式进

行教学，这种教学模式不仅不能更好地提高教学

质量，而且不能更好的使学生将教学内容应用于

实践。该模式的陈旧性，还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

学生对于专业课程学习的热情，因此，课程教学

模式的改革势在必行。

一、传统教学模式与行动导向教学模式的比较

传统教学模式是教师通过课堂利用教材、板

书及相关教学设备等工具的协助，将该课程直接

通过语言描述和相关设备等工具展示给学生。在

这种教学模式中，教师占主导作用，学生是被动

地通过外部刺激的灌输方法接受知识，教学设备

则是协助教师向学生灌输的一种“道具”，该课程

的教材便是主要的灌输内容。

行动导向教学模式以“行动导向驱动”为主

要形式，它不是一种具体的教学方法，而是一种

“以行动或典型工作任务为导向”的先进教学模

式，如项目教学法、模拟演练法、现场展示表演

法、案例分析研究法、情景角色扮演法，其教学

过程组织是根据典型学习任务灵活变化的。行动

导向教学模式特别强调以学生学习过程为核心，

教师把学生个性发展和学习兴趣融入教学活动设

计，与学生共同组建工作“任务”并自始至终带

领学生完成“任务”的全部过程，教师通过“任

务”与学生积极互动，并通过“过程监控”进行

知识传递，主导学生进行“任务”分析，并培养

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教学活动中，充分发挥

学生的主体作用和教师的主导作用，最终实现教

学目标。从学生接受知识的全部过程来看，书本

知识通过实践操作升华到感性认知，又通过不断

实践操作形成理性认识，并最终回归到实践活动

当中去。

二、《客户关系管理》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

高职院校《客户关系管理》是一门经管类专

业的技术核心课程。其主要教学目的是使学生掌

握客户关系管理的策略方法，使其具有客户寻

找、客户获取、客户维持、客户升级的管理技

能，并将之运用于本专业的学习及岗位实践，同

时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满足和适

应当今社会对高职院校学生基本素养的要求。虽

然职业教育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一些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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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仍然有一些课程教学存在问题。对于《客户关

系管理》这门课程来说，存在以下两个方面较为

突出的问题：

1．教学模式陈旧

就目前而言，高职院校专业教师在讲授《客

户关系管理》这门专业课程时，仍然以教师讲授

理论为主，一些教师能够在讲解理论的过程中适

当的加入一些案例分析，但其案例大多缺乏典型

性与实效性。这样陈旧落后的教学方式，不能调

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2．缺乏实践性

一方面，就客户关系管理这一工作本身的性

质来说，需要工作人员有比较强的工作实践能

力。正是因为这样，教师授课的过程中一定要注

重加强对学生进行实践技能方面的训练。虽然在

教学的过程中设想学生可以工学交替，一旦面对

实际情况，由于受相关资源的束缚，并没有达到

预想的效果。另一方面，针对《客户关系管理》

这一课程来说，在教学的过程中缺乏和企业之间

的交流与合作，没能为学生提供让他们深入到企

业中亲身体验相关岗位技能的机会，致使学生缺

乏实践能力。

三、基于行动导向教学模式的《客户关系管

理》课程改革

行动导向教学就是教师组织的教学过程应该

和实际工作过程尽可能地保持一致，强调能力的

重要性，重视培养学生相关的职业技能，从而进

一步提高学生实践能力。而行动导向教学的模式

是以行动为导向，以任务进行驱动，开始时以完

成某一项相关任务为突破口，学习实践者在实际

的情境中进行相关工作角色的模仿，在工作模仿

的过程中对所做的工作进行不断地总结，从而达

到在实践中获取知识、锻炼和提升技能的目的。

行动导向教学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

1．注重强调学生的主体性

学生既是学习的主体又是行动的主体，这是

行动导向教学重点强调的内容。教师在教学的过

程中对学生加以正确的引导，使学生可以积极主

动地参与整个教学环节，让学生在实际行动中进

行自主的学习，也让学生通过实际行动能够更准

确地掌握相关的职业技能，尽可能地调动学生学

习的兴趣，从而取得更理想的教学效果。

2．教学模式更加开放

开展行动导向教学的过程中，以一定数量的

学生组成团队的形式替代学生孤立学习的状态而

对其相关内容进行研究性学习。首先，为了使学

生学习取得更好地效果，教师应为学生设计营造

一个良好的学习情境；其次，教师应让学生自行

查找资料，然后对学习的内容进行深入地研究；

最后，学生通过团队之间的相互协作，一同完成

学习任务。除此之外，针对教学中的一些设计性

项目，教师可以对其答案不做具体的规定和标

准，给予学生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让学生充分发

挥他们各自的想象力及创造力。

3．重视培养学生的能力

行动导向教学是对学生的各项能力进行全面

培养。通过实际的相关行动，学生不仅可以获取

相关的职业技能，而且还可以培养和锻炼自身的

各项能力，例如学习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等等。

四、基于行动导向教学的《客户关系管理》

课程应用策略

为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使学生得以进一步

的发展，在对《客户关系管理》课程进行改革的

过程中，根据行动导向教学理念进行课程实施：

1．课程“任务”设计

本课程以客户服务与管理能力为培养核心，

以强化学生的职业能力为目标，以岗位所应具备

的知识、能力、素质为基础，根据岗位工作流程

将课程内容序化，并结合岗位所需知识、能力、

素质要求，在行动导向教学的过程中，将客户关

系管理工作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工作任务筛选出

来，建立学习性工作任务，并将此“任务”作为

课程的内容，再针对每一个独立“任务”进行再

“前沿研究”、“练习与思考”、“案例分析”、“自测

试题”的过程制定。

2．课程“任务”组织

本课程以专业工作岗位具体的工作逻辑作为

其编排结构的依据，从而使学生习得的认知心理

顺序能够和工作实践顺序相适应。组建项目小组

3-4人，并推行“任务组长负责制”的特有管理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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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由教师提出若干个“任务”设想，然后与各

个小组沟通并讨论，最终确立该“任务”实施过

程及目标，再由小组制定工作计划，设计工作过

程及方法，并得到教师认可，小组全体成员还要

共同商议并制定“组规”。要求小组遵守课堂纪

律，共同参与并完成“任务”，积极开展课外拓展

活动。

3．课程“任务”演练

根据工作任务特点，把课堂布置成为“任

务”的工作情境，模拟企业“工作报告会、项目

论证会、项目评估会、产品介绍会”开展实训活

动。学生从设定的情境入手，自行选择客户关系

管理活动相关的角色。具体来说就是学生要根据

“任务”的具体要求扮演不同的角色，进行现场的

模仿与演练。在演练的过程中，组织参与的团队

应不少于两个，一个团队扮演顾客，另一个团队

扮演企业中的相关工作人员，而班级剩余的同学

作为观察者。

4．课程“任务”考核

以往的考核方式已不能适应当下发展的需

要，因此需要对考核的方式进行适当的改革，不

对学生进行期末考试，而采取过程性考核模式。

“任务”考核。由于采用“任务”方法进行

教学，“任务”组内所有学员贡献不同，因此，在

考核“任务”结果时，特别要注意考核过程的公

平公正性。第一，任务小组内“任务”要责任到

人，并且分工明确；第二，在互相交流经验和汇

报问题时必须加强环节和过程性提问，要求任务

组所有成员必须熟悉该“项目”的情况。

理论知识考核。在课程改革中，由于采用理

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后，考核成绩主要依据

“任务”的完成情况进行评定，这就淡化了对以往

理论知识的考核，所以就会导致部分学生对书本

知识的“抛弃”。因此，在“任务”考核完成过程

的同时，必须让学生兼顾理论知识的理解，将每

个“任务”考核结束后加入每个“任务”所涉及

理论知识的考核，这样可以更好的加深学生对于

理论知识的巩固。

五、存在问题及解决方案

1．传统教学背景下的行动导向教学

传统的教学模式与行动导向教学模式存在本

质区别，因受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很多教师在

进行行动导向教学模式时依然停留在传统教学模

式的本位性质上。

以项目（任务）教学为例，大部分职业院校教

师在实施项目教学时依然停留在给学生的预期设计

的项目或任务上，学生们只要根据教师的要求和规

范按时按期完成就可以了。因此，教学模式的改革

没有完全起到提高学生技能水平的作用，忽略了行

动导向教学模式的过程性的能力培养。

2．行动导向教学普遍适用性的误区

根据高等职业院校的专业特点，不同专业课

需要构架不同方式的教学模式分类体，才能符合

人才培养需求定位。而很多高职院校在客户层建

设方面认为行动导向教学模式是创新的方法、是

与时俱进的方法。行动导向教学模式是一种从

“工作实践”之中去“认识、实践、总结、分析、

再认识”的教学方法，它是针对实践性非常强的

专业课程而采取的教学创新模式，并不适用于理

论性、知识性比较强的课程，所以我们必须要从

“一切适用教学导向法”的误区中跳出来。

3．考核评价体系制约行动导向教学法实施

面对高等职业教育的现状，部分学校仍然以

传统的教师课堂教学质量和学生学习成绩作为主

要的评价体系，即更加注重学生学习成绩并非关

注教学能力成效的培养，这无疑给行动导向教学

法的推进设置了阻碍。所以，有必要及时将行动

导向教学法的考核评价体系融入到教师课堂教学

质量和学生学习成绩评价体系之中，这样才能将

行动教学导向法进行全面应用和推广。

4．高职院校教师素质难以开展行动导向教学法

目前，我国高等职业院校师资队伍存在以下

问题：一是有相当一部分高职院校教师至今没有

经过专业化、标准化的教师资质学习，教育教学

的综合理论及实践能力没有达到要求，很多高职

院校教师的任职资质并不是经过系统的专业考

核，只是一种常规的认定。二是一些专业核心课

教师并不具备“双师素质”，职能结构单一，达不

到应有的水平，难以通过现代职业教育技术的方

法进行课程讲授。三是面对学校的教学任务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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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事务，很多专业教师不能到企业一线进行实践锻

炼，在教学中不能体现课程应具备的新技术、新方

法、新工艺，缺乏岗位知识的前沿性。

针对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的问题，应在以下三

方面制订改善措施：一是通过培训和继续教育路径

来提高教师素质，规范教师执教的专业技能，培养

教师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修养和职业创新能力。二

是根据岗位标准中，高职院校教师必须要具备从事

一定时间的实际工作经验的要求，院校不仅要安排

教师下企业实践锻炼，还要求教师定期回到院校继

续参加教学工作，并且在一段时间后，再次回到企

业进行实践锻炼，经常与企业保持密切联系。三是

院校制定相应的师资培训方案或制度时，要根据教

师的年龄、职称、专业等特点对现有师资进行分层

化、分批次培养，同时，要引进一些有绝对经验来

自于企业一线的“能工巧匠”进行课程教学。

[责任编辑：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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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and Research of Action-oriented Teaching Mode in the Teaching of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LI Jun
(Tianjin Transportation Vocational College, Tianjin 300110, China)

Abstract: Curriculum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based on the working process now have become the hot spot of research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al experts. Through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and action-oriented teaching mode,
reforms and practice by“action-oriented drive”are carried out in the“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curriculum. The problems
occurred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teaching mode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re analyzed and the solutions are put forward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ability of teaching staff, teaching process and evaluation system, etc.
Key words: action-oriented;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curriculum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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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工作过程“多元融合”的理念，将《注塑工艺与模具设计》课程改革与企业相关工作岗

位的工作标准、国家职业技能鉴定标准、国家技能竞赛技术规范相融合；改革课程考核模式，注重课程拓

展资源库建设，保证学生在该课程学习过程中的职业性、开放性、实践性，培养学生注塑模具设计等方面

的实际工作能力和岗位适应能力，为学生参加职业技能鉴定考试和职业技能竞赛奠定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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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有些职业教育培养内容与企业需求的

职业技能存在差异，学生毕业时实际工作能力难

以完全达到企业的岗位需求。珠海城市职业技术

学院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一直致力于开展课程改

革，但是还没有完全摆脱学科结构体系的束缚，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立足于“就业导向”，开展课

程改革，从职业领域中多选择“过程性知识”，按

照完整的工作过程来序化课程内容，通过教学方

法的变革，变传授为主的教学模式为行动导向的

教学模式。《注塑工艺与模具设计》作为模具设计

与制造专业的核心课程，重点培养学生注塑模具

设计能力，以该课程为例，介绍我校“多元融合

课程改革思路与实践成果”。

一、基于工作过程的“多元融合”课程改革

思路

通过分析基于工作过程的模具设计与制造专

业课程体系，针对课程体系中本课程所对应的注

塑模具设计工程师工作岗位开展企业调研，与企

业实践专家进行注塑模具设计工程师的典型工作

任务和过程分析，明确企业注塑模具设计流程，

归纳并分析完成注塑模具设计任务所需的职业能

力，获得适合教学的工作任务与目标，从而优化

目前本课程的教学内容和知识结构。根据注塑模

具设计工程师岗位的典型工作任务和工作过程对

课程知识结构进行串行系统化改革，设计适应

“学中做”、“做中学”的教学资源，建设基于工作

过程的课程考核体系，建设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

专兼结合的“双师型”师资团队，建立基于工作

过程的实训平台，校企合作改进课程教学方法和

模式，实现课程教学过程与工作过程相对接。

“多元融合”的内涵是在课程改革过程中除

了将《注塑工艺与模具设计》课程标准与注塑模

具设计工程师工作岗位对应的工作标准融合外，

还需要切实将国家三级模具设计师（注塑模）的

职业技能鉴定标准、全国高职院校技能大赛“注

塑模具CAD/CAE与主要零部件加工”赛项竞赛技

术规范进行融合；课程教学模式与岗位工作模

式、竞赛组织形式、职业技能鉴定形式相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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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职业技能竞赛体现了行业内最新的技术发展

趋势与企业对该专业毕业生的最新要求；职业技

能鉴定是对劳动者从事某种职业所应掌握的技术

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能力做出客观的测量和评

价。因此，“多元融合”课程改革能够从实际工

作、技能鉴定、职业竞赛三方面多角度、多方位

的促进课程教学与企业工作无缝对接，同时还为

专业学生参加职业技能鉴定考试和职业技能竞赛

奠定良好的基础，基于工作过程的“多元融合”

课程改革流程如图1所示。

二、基于工作过程的“多元融合”课程改革

与实践

基于工作过程的“多元融合”课程改革与实

施如下：基于典型工作任务和方法的分析，按照

企业注塑模具设计工作过程，参照国家三级模具

设计师（注塑模）职业技能鉴定标准和全国高职

院校技能大赛“注塑模具CAD/CAE与主要零部件

加工”赛项技术规范，以工作标准、职业技能鉴

定标准、技能竞赛技术规范“多元融合”为目

的，遵循职业成长规律和教育教学规律，创建学

习情境，构建课程内容，内容由易到难，以使学

生掌握注塑模具设计工程师岗位所需要的知识、

技能、方法。学习情境把理论知识、技能训练、

实际教学环境、职业素养有机组合在一起，形成

教学内容，每个学习情境设置有明确的学习目标

（能力）、学时分配、教学方法、资源利用、评价

方式等。

以培养形象思维为主的行动导向教学模式已

经成为现代职业教育的主导模式，即通过看、

做、练，让学生身临其境、亲身体验，激发其内

在的学习能力和学习兴趣。采用行动导向教学方

法，构建一种平等、合作、和谐的课堂教学场

域，在这种场域中学生是课堂的主角，在整个课

程教学过程中扮演着注塑模具设计工程师、职业

技能竞赛参赛选手、职业技能鉴定考试考生等角

色，激发学生创新性思维和探究欲望，加深学生

对不同角色的认同和体验，提高学生对不同环境

的适应能力和抗压能力。在组织教学中，按照六

步法 （咨询、决策、计划、实施、检查、评价）

实施教学，让学生亲身参与做、练、看，真正融

所需理论与实践为一体。具体学习情境设计方案

及特点见表1。

图1 基于工作过程的“多元融合”课程改革

行业实
践专家

企业技
术骨干

学校专
任教师

基于工作过程的模具专业课程体系分析

工作标准分析 职业技能监
定标准分析

技术竞赛技
术规范分析

《注塑工艺与模具设计》课程标准/课程内容

《注塑工艺与模具设计》课程网络资源建设

《注塑工艺与模具设计》课程评价

学习情境

情境1
注塑成

型工艺及典
型模具结构
分析

情境2
某产品

外壳 1 注塑
模具设计

情境3
某产品

外壳 2 注塑
模具设计

情境4
复杂产

品外壳 1 注
塑模具设计

情境5
复杂产

品外壳 2 注
塑模具设计

学
时

4

24

20

18

18

教学组织
模式特点

注塑成型工艺仿
真实训；模具拆
装；实训和理论
讲解相结合。

精选企业典型模
具结构的模具产
品为学习载体，
学习难度由初级
到高级；运用企
业的工作方法和
标准、参照国家
三级模具设计师(注塑模)职业资
格标准开展教学
和组织练习；基
于工作过程，采
用 以 学 生 为 中
心，教师为主导
的行动导向教学
方法，构建与实
践“学中做、做中
学”的教学模式。

教学重难点

与前导课程《模具结构认知
与拆装》衔接，进一步掌握
注塑成型工艺及典型注塑
模具结构。

典型注塑模具零部件参数
设计；灵活运用UG软件进
行注塑模具设计；初步掌握
企业典型注塑模具设计流
程及方法。

典型注塑模具侧抽结构的
参数设计；灵活运用UG软
件进行注塑模具设计；初步
掌握企业典型注塑模具设
计流程及方法。

典型三板模的浇注系统设
计；灵活运用企业常用设计
工具（UG、AUTOCAD、燕秀
设计外挂等）进行注塑模具
设计；熟练掌握企业典型注
塑模具设计流程及方法。

典型注塑模具斜顶结构的
参数设计；综合运用企业常
用 设 计 工 具（UG、AUTO⁃CAD、胡波和燕秀设计外挂
等）进行注塑模具设计；熟
练掌握企业典型注塑模具
设计流程及方法。

表1 学习情境设计方案及教学组织模式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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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情境下的教学单元设计融合企业注塑模

具设计工程师典型工作内容、三级模具设计师

（注塑模）鉴定考核内容、技能竞赛内容，各个教

学单元有机联系，通过教学单元的实施，学生逐

步完成基于注塑模具设计工作过程的系列工作学

习任务集，通过多个学习情境的学习达到反复学习

训练效果，以获取注塑模具典型设计方法和经验，

最终实现培养学生工作能力和岗位适应能力的目

的，学习情景2的教学单元设计见表2位置所示。

三、课程考核模式改革

在高职课程教学评价改革中，课程评价的目

的是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素养，不仅评价学生的

知识、技能，更关注学生从事某一岗位应具备的

基本素养，考虑学生的全面发展。本课程对课程

考核进行基于职业素养的考核改革，全方位的对

学生的知识、技能、素养进行考核评价。一方

面，对学习情境 1-5的学习过程进行过程性考核，

将学习态度纳入考核指标，培养学生的工作责任

心，在学习情景6的考核组织中，模拟企业的模具

审核流程开展学生之间的互评、老师总评；另一

方面，进行模具综合设计能力集中考核，具体形

式为：参照全国高职院校技能大赛“注塑模具

CAD/CAE与主要零部件加工”赛项竞赛模式和评

分标准，精选难度合适、典型企业模具订单产品

作为课程考核载体，要求学生的项目设计任务、

事务连续不间断的3.5小时内完成，在整个考核过

程中强调注塑模具设计方法和能力的同时，将项

目考核过程的学生工作态度纳入考核指标，并提

升为一票否决性的考核指标。参照竞赛评分标准

对学生完成的工作项目进行审核评价。课程综合

成绩=过程性考核成绩×50%+综合能力集中考核成

绩×50%。

四、课程资源库建设

开展多元共建、基于职业岗位标准和典型工

作任务分析的项目化、通用性、开放式、共享式

的课程资源库。建设丰富学习资源库，以实现人

才培养目标，为了课上、课下职业技能协同训练

的需要，除了建设课程教学与学习相关的基本资

源，如课程介绍、团队介绍、教学计划（含课程

表2 教学单元设计方案

企业注塑模
具设计工程
师典型工作

内容

客户产品分
析并撰写客
户确认报告

客 户 确 认
后 ，排 位 及
内模结构设
计

模胚选用

模具结构设
计（包 括 浇
注 系 统 、冷
却系统等）

模具其他结
构 件 选 用
（垃圾钉、支
撑柱等）

模具出图及
审核

模具材料清
单报表制作

模具制造及
试模跟进

根据试模产
品缺陷修改
模具设计

三级模具
设计师

（注塑模）
鉴定考核

内容

收集与分
析技术资
料 、确 定
工艺方案

模具标准
零件建立
与选用

模具结构
布局设计
（含 工 艺
参 数 计
算）；创建
模具总装
配 3D 模
型

模具标准
零 件 选
用 、非 标
零件设计

生成模具
总 装 配2D图

技能竞
赛内容

对 零 件 三
维 模 型 进
行 成 形 工
艺性检查，
并 做 优 化
处理

模 具 初 始
方 案 设 计
（包括型腔
布局、分型
面、浇注系
统、冷却系
统）在CAD/CAE 软 件
中完成

绘 制 模 具
装2D图

绘 制 模 具
主 要 成 型
零 件 的 二
维图

学习情景2教学
单元设计内容

多
元
融
合

外壳 1 注塑成型工
艺分析
外壳 1 产品结构分
析
撰写产品 PPT 分析
确认报告

外壳1分型面设计
拓展项目分型面专
项设计训练

外壳 1 注塑模具模
架选用

外壳 1 注塑模具浇
注系统设计

外壳 1 注塑模具推
出机构设计

外壳 1 注塑模具冷
却系统设计（含排气
系统）

外壳 1 注塑模具其
他结构件选用或设
计

外壳 1注塑模具 2D
装配图出图

拆画注塑模具主要
加工零件2D图

注塑模具 2D、3D图
自检
注塑模具材料清单
报表制作

注塑产品常见缺陷
分析

学
时

1

1

4

2
3

3
3

1

2

2

1

1

续表1 学习情境设计方案及教学组织模式特点

学习情境

情境6
综合项

目设计

学
时

12

教学组织
模式特点

结合全国高职院
校技能大赛“注塑
模 具 CAD/CAE
与主要零部件加
工”赛项要求和竞
赛模式组织教学；
集中时间独立完
成至少 1个完整
的设计任务（抽签
确定设计任务）。

教学重难点

学生注塑模具综合设计方
法能力的培养；熟练掌握企
业典型注塑模具设计流程
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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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教学进度表等）、注塑模具设计相关理论资

料、PPT课件、项目案例、工作标准、软件操作微

视频、微课堂教学视频等，还提供了大量企业的

难度适中、典型性强的注塑模具项目案例库，塑

料产品素材资源库以及相关的设计思路解析；同

时为了使学生对自己将来的可能从事的模具相关

岗位有所了解，课程资源提供了典型注塑模具企

业的工作岗位指南、模具企业 7S生产管理系统、

模具企业EMAN制造管理系统等资料供学生了解

学习，增强专业学习的针对性和拓展性。

课程资源库下一步目标要建立基于网络环境

开发且具备自主在线学习交流功能，基于紧跟模

具专业、企业、行业等动态发展组织课程资源，

基于校企合作长效机制，依据行业、企业规范和

职业标准开发课程资源库。

[责任编辑：邹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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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rriculum Reform and Practice of“Multiple Integrations”Based on Working Process — Taking
“Injection Molding Process and Molding Design”as an Example

TANG Chun-hua LI Jun-li
(Zhuhai City Polytechnic, Zhuhai 51909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concepts of working process and“multiple integrations”, curriculum reform of Injection Molding Process

and Molding Design is integrated with the working standards of posts in enterprises, the national vocational skills appraisal standards
and the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of national vocational skills competition. The mode of course assessment should be reformed, and
course resources database built, to ensure students’professionalism, openness and practicality during the learning process, and culti⁃
vate their actual working ability and post adaptability in injection molding design so as to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students to par⁃
ticipate in national vocational skills appraisal tests and national vocational skills competition.
Key words: working process; multiple integrations; curriculum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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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一欣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江苏 南通 226006）

摘 要：将地方文化融入高职英语教学，是传承文化、实现双向跨文化交际、培养具有本土特色的

人才、服务地方经济的需要。以江苏南通某高校的教学实践为例，在教材编写、课堂教学、课外活动、

评价方式等方面，提出了地方文化融入高职英语教学的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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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职院校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现状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和映像，文化是语言的基

础和支点，两者互为形式，互为内容，不可分

割。外语教学不仅仅是语言教学，而且应该包含

文化教学，这一理念已逐步成为共识。加大外语

教学的文化含量，已然成为我国英语教学改革的

一个重要方面。然而，纵观我国多层次英语教

学，在增大文化含量上却有着一种共同的片面

性，即仅仅强调英语国家文化的导入，忽视中国

传统文化与地方文化的渗透和输出，存在着一定

程度的文化失衡现象。

目前高职英语教材，处处显露着西方国家的

文化气息，与中国文化相关的文章则少之又少，

有些学校甚至直接引进英美原版教材，导致学生

中国文化内容的输入不足。于是，在外语课堂上

学生领略“欧风美雨”的西方文化的同时，中国

传统文化尤其地方文化的地位和价值受到轻视。

学生学了多年的英语，对西方的文化习俗及风土

人情津津乐道，热衷于庆祝圣诞节、情人节等洋

节，但遇到有关中国传统文化和地方文化的内容

时，如历史传说、节日习俗、特色饮食等却捉襟

见肘，不知如何表达。这种尴尬局面折射出高职

英语教学的种种缺陷，需要我们认真反思。

二、将中国传统文化与地方文化融入高职英

语教学的必要性分析

1．文化传承的需要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基，在当今经济全球

化大背景下，各国无不将传承和弘扬民族精神、

增强民族凝聚力、传承传统文化和提升综合国力

作为重要战略目标。中国政府在世界各地开办孔

子学院，致力于中国文化的教育和传播就是非常

好的例证。大学是文化教育的前沿阵地，不仅具

有传承文化的作用，还具有选择文化、批判文

化，更重要的是创造文化、引领文化的作用。大

学生只有深入了解本民族文化，才有传承之本，

才有创新之源，才能树立语言平等观和文化平等

观，形成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使命感，真正成为

中国文化的继承者和传播者。

2．跨文化交际的需要

英语教学的任务不是将学生培养成外国人，

而是培养中外交往的媒介和桥梁。跨文化交际能

力是英语教学的核心精神，也是英语教学的出发

点和根本。语言交际应该是双向性的文化交流，

一味地强调目的语文化的输入而忽视母语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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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绝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跨文化交流，只能是厚

此薄彼“一边倒”式的单向交流活动。大量研究表

明，母语文化在外国语言文化学习中的正迁移作用

不容忽视。因此，学习英语并不意味着要弱化和牺

牲母语。立足于母语文化，提高英语表达能力，跨

文化交际提供内容和保障，是实现“请进来、走出

去”平等的双向文化交流的重要环节。

3．培养具有本土特色的人才、服务地方经济

的需要

坚持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是高职院校

的重要职能，也是形成自我特色的需要。其人才

培养离不开地方文化这块沃土，否则便成为了无

本之木、无源之水。通过对地方文化的认识和了

解，激发学生对地方文化的热爱和探索欲望，增

加其文化认同感，唤起学生传承、发展、传播地

方文化的责任感。培养既具国际视野又有地方文

化内涵的综合人才，反哺地方文化、经济建设，

让地方文化走向全国，甚至走出国门、吸引世界

的目光，是高职院校尤其是英语专业的发展目标

之一。

三、将地方文化融入高职英语口语教学的研

究与实践—以南通文化为例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地方文化是某一区

域的人们在长期的生产实践、繁衍生息的过程中

积淀形成的具有浓郁的地域特点和地方色彩的文

化，包括自然环境、物质生活、民俗民风、社会

意识等多种因素。南通地处长江三角洲北部，是

中国首批对外开放的沿海城市之一，被誉为“江

海门户”、“扬子第一窗口”。南通风景优美、物产

富足、历史积淀深厚，人文底蕴丰华。清末状

元、实业家、教育家张謇引领现代化风尚，构建

了“一城三镇、城乡相间”的独特城市格局，使

南通开创中国现代史上城市规划与建设的先驱，

堪称“中国近代第一城”。为了将南通地方文化与

英语教学结合起来，课题组及担任英语专业教学

的教师们组成了团队，设计并实施了“以课程改

革为主，辅以各类文化活动”的教学策略，研究

为期一年，旨在使学生在学习语言的同时，有系

统、有步骤、有计划地认识、学习、理解和领会

地方文化的精髓，掌握一些描述地方文化的英语

表达方法；培养学生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思想

感情，增强学生对本土文化传承和弘扬的意识，

从而让南通深厚的文化历史底蕴能够“传出去”，

让南通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南通。

1．教材编写

教材是课程的核心教学材料，是学生英语输

入的主要来源，也是直接影响教学目标达成的载

体。现行外语教材普遍缺乏本土性、民族性，通

识类中国文化教材在地方文化教育上较难触及，

因此开发、编写南通地方文化的双语教材成为研

究的首要任务。

一本好的校本教材既可以丰富高职英语专业

课程教学的内容，解决英语教学中地方文化对等

词语空缺和表面意义的误导等问题，又可以拓宽

学生的地方文化知识面，认识深厚地方文化的特

色和底蕴，提高学生地方文化的英语认知与表达

能力，使他们更加热爱家乡，热爱家乡文化，增

强他们的地方文化服务能力。《品读南通》（Taste
of Nantong）是依托 2014年度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

学研究指导项目“将地方文化融入大学英语口语

教学的实证研究——以江苏非遗文化为视角”推

出的本土化英语读本。南通历史悠久，内涵丰

富，课题组本着地方性、发展性、实用性、趣味

性的原则，以学生的认知水平和语言表达能力为

依据，将最能彰显南通文化的亮点罗列进来。本

教材分为六个部分，内容涵盖了旅游景点、公园

绿地、博物馆群、地方特产、传统工艺、民俗舞

蹈、民间故事、人文古建等方面。每一单元内容

分别为：单元目标、妙词连珠、流畅精句、精彩

片段、阅读导释、阅后自测和参考译文，书后还

附有词汇表和练习答案。

2．课堂教学

课堂教学是学生学习的主渠道，要改变本土

文化“失语”现状，在开发本土文化教材的基础

上，必须推行英语教学改革。在教学中教师应转

变教育观念，从根本上改变以教师为中心和以传

授、灌输为主要特征的教学模式，营造轻松、和

谐、活泼的课堂气氛，将学生由被动的学习者变

为主动的学习者，体现学生的主体性。以专题活

动的形式进行教学，有针对性地提高学生的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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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头表达能力和本土文化素养，兼顾听、读、

写、译等语言技能的培养。词汇是语言中最活跃

的部分，是文化信息的主要载体。教师要对地方

文化的典型词汇进行阐述，引导学生理解领会地

方文化内涵，加强地方文化英语名称、概念、术

语等专有词汇和表达法的积累。为了调动学生的

学习积极性，提高学生的参与性，强化其对所学

知识的理解的应用，教师应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

方法。善于创设情景，让学生分工合作，角色扮

演，给学生提供不同的社会背景里以不同的社会

身份来交际的机会；采用任务型教学，要求学生

根据真实、简洁、新颖、实用的原则，借助PPT或

电视节目片段，向师生用英语对家乡的自然景

观、名胜古迹、风俗民情等进行讲解和展示；组

织学生小组讨论，进行项目研究，口头汇报成

果，让学生在欢愉的学习气氛中体会用英语表达

本土文化的成就感和自豪感。

3．课外活动

课堂教学时间毕竟有限，主要是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给学生起示范引路的作用。适当、合理、

有序的课外活动是提高学生文化意识、发展交际能

力的重要补充和延伸，它能为学生提供一个从量变

到质变的过程。学校、系院举办丰富的文化活动，

如“爱我南通”主题知识竞赛、英语演讲，带有本

土文化元素的英语剧表演等，这些活动不仅能使学

生丰富相关文化词汇，锻炼和实践英语听说能力，

还可以激发传播地方文化的热情。

在行政、企业、高校良性互动的基础上，结

合专题教学，邀请专家以文化专题讲座的形式与

师生交流；积极带领学生走出校门，参观、游览

狼山、濠河、水绘园等名胜古迹和自然景区，用

英语向老师和同学进行现场讲解，使实践活动真

实具体、生动直观，甚至在旅游旺季让学生到旅

游景区担任义务讲解员；深入社区参与南通民俗

活动，参观博物馆亲身感受南通文化的魅力，领

悟南通文化的精髓；每年一度的南通国际风筝

节、南通国际江海旅游节等都是很好的地方文化

传播平台，学校可以组织学生以志愿者的身份参

与其中，向前来的国际友人推介家乡，宣传家乡

文化；组织学生对旅游景区和城市街道的英文标

识进行全面调查和梳理，开展“正字行动”，通过

查阅资料库、咨询专家，规范标识语翻译，提高

城市的对外宣传形象。通过一系列的课外实践活

动，增加学生对家乡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培

养学生的人文情怀，提高其本土文化输出能力。

此外，教师不能囿于教材，要多渠道拓展和

挖掘教学素材，指导学生观看介绍历史文化、民

俗生活的纪录片，广泛阅读报刊、书籍、杂志关

于南通文化的相关介绍，登录中国南通政府网站

英文频道 （http://en.nantong.gov.cn/）、南通旅游息

网英文频道 （http://www.ntlyw.com/English），引导

学生注重本土文化知识、英语表达方法的积累和

素质的提高。

4．评价方式

在英语教学过程中采用多元评价，坚持形成

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原则，以学生文化

素养与地方文化输出能力的提高作为评价目标，

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重视学生的课堂参与以及

课外活动，强调评价结果的诊断、激励和发展功

能。评价的主体除了教师、学生以外，也可以是

政府的外事、文化及教育部门、社区等；评价项

目可以是学生的文化研究项目、小论文、角色扮

演、课堂讨论、英语解说等学习行为，也可以是

学习能力、学习态度、参与程度、合作精神等。

总之，根据不同的教学专题、不同的活动方式，

采用不同的评价维度。

四、文化教学实施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1．将中国传统文化与地方文化融入高职英语

教学，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

（1）适度性原则。在英语教学过程中强化对

中国传统文化和地方文化的导入与渗透是语言教

学的延续和深化，是为了夯实语言基础提高双向

跨文化交际能力服务，是高校英语教学发展的必

然趋势，并非英语教学重点的转移。英语教学还

应该是以语言教学为主，文化教学为辅，不能本

末倒置。

（2）阶段性原则。文化是靠积累的，而不是

一下子灌输的。中国传统文化和地方文化的渗透

应贯穿各个教学阶段，各门核心课程中。在高年

级可以开设相应课程强化本土文化的学习，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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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的导入必须根据学生的语言水平、认知能

力，由浅入深、由具体到抽象、由现象到本质有

序地展开。

（3）实践性原则。教师不仅要向学生传授文

化知识，还要设法创造机会，使学生能够在真实

或模拟的情境中运用知识，以加深他们对所学知

识的理解，并培养他们运用所学知识的能力，为

今后真实的双向跨文化交际奠定基础。

2．将中国传统文化与地方文化融入高职英语

教学，必须提升英语教师的文化素质

作为教学的主导者，教师的语言素养、文化

意识、教学理念直接影响到学生所学的知识。在

英语课堂上注重文化重构层面的教学，无疑对教

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承担着语言教学与文化传

播的双重任务。教师应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加

强业务学习，广泛涉猎本土文化内容，提高自身

的文化素养和用英语表述本土文化的能力。整合

教学方法和形式，营造生动活泼的课堂环境，将

中国文化元素融入到英语教学的每个环节，实现

中西文化教学的兼容并蓄。

将中国传统文化、地方文化融入高职英语教

学中是传承文化、实现双向跨文化交际、培养具

有本土特色的人才、服务地方经济的需要。教师

应从自身出发，改变教学观念，大刀阔斧地进行

课程改革，将英语教学与本土文化相结合，帮助

学生树立正确的文化观，培养学生的文化输出意

识，提高学生本土文化的英语认知与表达能力，

使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和地方文化的宣传者和推

介人。

[责任编辑：刘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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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nd Practice on the Integration of Local Culture with Oral English Teaching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XU Yi-xin
(Jiangsu City Vocational College, Nantong 226006, China)

Abstract: Integrating local culture into higher vocational English teaching is to meet the needs of inheriting culture, fulfilling the
two-way cross-culture communication, cultivating talents with native characteristics and serving local economy. Taking the teach⁃
ing practice of a college in Nantong, Jiangsu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of inte⁃
grating local culture into higher vocational English teaching from the aspects of textbook compilation, classroom teaching, extracur⁃
ricular activities and evaluating ways, etc.
Key words: local culture; English teaching; cross-culture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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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口语技能在高职英语教学中一直处于比较重要的位置，但课堂教学效果收效甚微。情境认

知理论是英语教学的新范式，因此，在此框架下进行了翻转课堂的口语教学设计。并以情境教学为导

向，将视频制作、网络学习平台、支架搭建和评价手段作为设计要素，探讨如何优化高职英语口语教学

环境，改变教学模式，提升口语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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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论综述

（一）翻转课堂的含义

翻转课堂 （Flipped Classroom） 作为一种新

的教学范式，最早出现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一所高

中，两位化学老师把课程的讲解通过PPT和视频的

方式放到网络上，从而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之

后，可汗学院（Khan Academy）的在线视频课程

引起了全球关注，并被翻译成多国语言，美国人

萨尔曼·可汗（Salman khan）也成为了一个里程

碑式的人物，引领了教育技术的革新。之后，翻

转课堂在全球教育界引起了广泛关注，掀起了全

球课堂教学组织形式的变革。

翻转课堂的翻转主要体现在教学方式的翻

转，即任课教师将授课内容转为课后视频，学生

通过在线视频教程完成课程的自主学习，课上进

行互动，合作，答疑和讨论的过程。教学程序的

翻转从而带来了教学目的和教学理念的翻转。因

此，翻转课堂不是简单的颠倒传统教学流程，而

是实现学生的主动和真正的学习。伯尔曼等人强

调，翻转课堂不是在线课程，它是直接指导和建

议式学习的混合模式；翻课堂并非用视频替代教

师，它是一种增加师生互动的方法；翻转课堂为

学生提供了一个自主学习的环境，让学生都能跟

进学习进度，获得个性化教育。因此，方式的变

革并不是翻转课堂的中心内容，基于情境和过程

的学习才是翻转课堂的核心，以学生为中心的课

程设计才是翻转课堂的真正含义。目前我国对翻

转课堂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研究还处在初期尝试

阶段，研究主要涉及大学英语翻转课堂教学模式

的理论探讨；以及对翻转课堂教学实施的可能性

探讨和满意度调查。目前的各项研究还没有就某

项语言能力发展进行翻转课堂的真实设计和探讨。

（二）情境认知学习理论

上世纪 90年代以来，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联

系紧密的情境理论逐步成为西方学习理论研究的

热点。情境认知（Situated Cognition）是认知心理

学方向的信息加工学习理论和行为主义“刺激一

反应”学习理论之后的另一个重要的研究维度。

这一理论从对传统学校的批判立足，从对学习理

论的自身研究反思出发，既满足了学校实践的需

求，又顺应了学习理论的发展与丰富，展示了其

深厚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底蕴与广阔的未来发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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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情境认知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

容：1. 分布式的全面智能（Diverse Comprehensive
Intelligence）。 2.真实性的学习环境 （Authentic
Tasks）。3. 专业化的认知学徒（Professional Cogni⁃
tive Apprenticeship）。4. 科技化的锚式教学（Tech⁃
nological Anchored Instruction）。5. 自然的学习评量

（Seamles s Assessment）。 6. 合作式的社会互动

（Collaborative Social Interaction）。7. 辅助性的教师

角色（Assistant Role of Teachers）。
因此，情境认知理论比较关注在真实的情境

中，在与文化和物质环境的互动中，知识在行为

中获得进步和发展。情境教学就是在在行动中、

在协作中、在真实环境中、在共同体中、在反思

中实现学习过程的协商和知识的意义构建。情境

认知强调学习过程和知识获取的互动性，在学习

个体和学习情境的互动中，相互建构中，建立起

来一个学习的生态系统。从以上理论概述可以得

知，翻转课堂在某种程度上是情境认知理论的实

践，我们可以在情境认知的理论框架下设计英语

口语课堂的翻转教学，从而实现知识体系的完整

构建和有效的学习。

二、高职英语口语教学现状分析

高职英语教学的变革与尝试一直是高职院校

教学改革的重点，在很多方面也做了很多有益的

探索。其中，口语教学一直是英语教师，尤其是

高职院校口语教师所面临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其

中最关键的问题是，没有合适的教材，课堂教学

课时有限，课堂人数过多，学生的语言基础和口

语水平差异较大。口语的提高和学习需要在真实

环境的交互中，才能实现大的提升和质的飞跃。

因此，翻转课堂十分贴合口语课堂的教学特点和

教学目标，能解决上述关键问题。在情境理念的

指导下，通过课堂的翻转，能有效提高学生英语

口语水平。

口语的一大特征就在于过程中大量会话活动

的组织和练习，在事先没有准备的场景中，即时

准备语言和对话。语言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交际能

力的培养，口语能力是指在真实的环境中，能够

根据场景、对象、交际目的和对象的变换，而能

迅速做出应对的敏捷的反应能力。通过口语教学

调研发现，首先目前大部分教师还是选择市面上

已有的口语教材，但是多数教师认为教材脱节，

趣味性、实用性不强。其次，关于教学环境，学

生多希望能在本族语环境中或是真实仿真的环境

中学习英语。大部分学生也希望如果可能，由外

教担任口语授课，或是由受过口语系统训练的教

师授课。再者，关于教学时间，教师则主要在听

说课上贯穿口语教学，但所占比重不大。最后，

关于以什么方式进行口语教学，几乎所有教师都

认为在真实情境中，创设任务是最好的组织口语

教学的方法。

综上所述，采用翻转模式可以解决口语课程

的技术性难题，能解决口语授课的教材选择难

题，克服口语教学的课时限制，同时解决师资问

题。而认知情境的教学策略选择则从另一方面解

决了翻转教学模式的效率问题，兼顾了形式与内

容的统一。

三、翻转模式下口语课堂的情境实施策略

（一）翻转模式下的学生情境认知的构建要素

翻转模式下的口语教学模式，应该符合以下

特征，课前获取知识，课中展现、深化、监控，

课后巩固深化的教学结构模型。因此，在翻转模

式的背景下构建认知情境，应该包含以下几个方

面的内容：

1．教师应该选择一个或多个真实的口语情境

在这一情境中，学生能够获得知识和能力的

内化。真实的物理环境应该反映知识的真实运

用，资源充足，并且充分保证这种环境的纯粹度。

2．教师能够提供必要的支架（scaffolding）
视频的制作应该既能提供真实的情境，也能

搭建支架。使新手能够在复杂的真实情境中探索

和操作知识，同时指导者也能在这一框架中活动

和运行指导策略。教师可以随时提供指导和支架

支持，随时给与指导和建议。

3．教师角色的多样化

认知情境策略的选择能使教师改变传统角

色，能够在整个教学的过程中，随时追踪学生的

学习进度，评估学生的学习效果，了解学生的学

习感受和学习成效，管理或参与他们的个体或合

作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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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认知情境策略选择中，了解评价的本质，

对口语教学进行自然化的教学评估

在这一体系下，学生有可能在获得知识的同

时成为有效率的情境表现者。师生共同重视多元

化的学习指标，活动与评价的融合，与他人合作

过程的重要性，多种口语输出成果评价标准的有

效性和可靠性选择。

因此，翻转模式下口语课堂的教学模式，在

实际的口语教学实践中，主要通过以下几方面来

进行主要的教学设计：可以从认知情境理论的结

构出发，来确定口语学习的合适主题，通过合适

视频的编辑来创建情境，通过网络教学平台搭建

支架，在合作协作学习的过程中实现自主学习，

最后通过丰富和自然的评价来评估教学效果。

（二）翻转下的情境构建过程

在认知语境理论指导下，英语口语翻转课堂

应该将口语基础知识的传授与灌输转移到课前。

教师通过有效整合多层口语学习素材，并制作成

学习视频，学生通过教学视频系统有效学习口语

知识，进行口语能力的培训；课堂上，学生在素

材的学习中通过探究性思维产生问题，教师作为

支架的搭建者和学习的指引者，解决问题，并进

行口语作品的展示和检测。在这一过程中，教师

进一步转换了角色，变成了全方位的辅助角色，

而不再是教学的中心，学生在这一系列调整中，

拥有了自己的学习主动性，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

和进度把握学习的节奏。

1．真实口语素材的整合

教师在制作教学视频的过程中，素材的选择

应该尽量考虑真实的语言场景，主题的选择要适

应现代生活，直击学生的兴趣点，创造良好的语

音环境。素材不一定需要教师自己制作，可以将

网络上合适的口语资源进行整合，做成有主题的

专辑，如场景对话，篇章朗读，影视片段，新闻

报道等。这些可以解决口语教师师资的问题，能

使学生如同置身于真实的语言环境，弥补口语教

学场景和环境的失真问题。

教师可以利用学校的教学平台收藏网络上海

量的口语资料，作为口语学习的补充素材。同时

利用教学平台为学生进行个性化学习提供便利，

利用教学平台的信息化特征，通过多种方式直观

展示教学内容，如大量相关文档资源、课件、视

频、动画、图片等。这些资源能将原来课上学习

与课后的自主学习融为一体，充分利用以往课程

建设中的内容和材料；同时，模拟现实口语场

景，充分保证和巩固口语授课的既定效果。

2．支架的搭建，构造自主和协作学习的真实

空间和环境

（1）教师教学空间的搭建。在大学英语口语

翻转课堂的教学实践中，教师在课前将制作好的

限定某个主题的视频课件共享到学校的教学平

台，学生在课下完成口语课程和准备好的课堂任

务。学生通过教学平台分享学习心得，交流遇到

的问题和好的学习方法，遇到相互间无法解决的

问题，可以提交到留言板或讨论区，以便使教师

在公共区域或课上进行讨论或组织学习。课堂上

的知识获取主要是掌握技能，深化知识，即学生

主要展示成果和实践交流活动。学生也可以分享

对每个主题课程学习的心得，提出改进意见，实

现教学相长。

（2）学生协作空间的搭建。学生在教师的宏

观调控下，能在教学平台进行语言的交际，与同

学和教师互动，实现真实环境协作学习。学生可

以自由创建自己的资源空间，在教学平台上分享

上传各类文件和资料、视频、演示文稿和进行作

业展示。学生可以自己进行空间的设计和权限的

设置，可以与好友和群组分享学习资源。学生可

以在平台实现在线学习、在线答疑、在线提交作

业和实现生生互动。学生知识获取和深化是通过

多种双边活动来完成的，如网上互动交流和合作

的探究式学习，尤其是以实际任务操作为主线的

课堂模式。因英语学习时间有限，线下的学习模

式要以校级社团或英语第二课堂的活动为主，实

现有力补充。

3．翻转课堂中基于情境的自然化评估

翻转课堂的评价方式更多变成过程和参与性

评估，评价应该基于合理性而不是正确性。视频

学习中进行参与性评估，在线任务进行学生自

评、小组或学生互评以及教师点评，以及穿插进

行阶段性终结性评价。在翻转课堂模式下，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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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目的、主体都产生了相应的变化(周志莲:
2014)。首先，评价目的的过程性。翻转模式下比

较注重学生对课程和任务的参与度，学院翻转课

堂的网络平台为此类评价提供了有力的评价手段

和空间，教师很容易掌握学生参与活动和任务的

热情度和时间点。评价方式更关注学生在实际环

境中解决问题的能力，即知识评价和能力评价的

双重考虑。其次，评价手段的多样性。强化学生

自评和互评，扬长避短，充分发挥学生评价的主

体作用，将课程中的自主学习评价和学生互动评

价结合，使线上线下评价贯通。最后，评价主体

的重心转移。教师由原来的评价主体变成被评价

者，学生则由被评价者变为评价的主体。认知情

境下的翻转课堂重视真实环境中的学习实践和交

流，因此，小组成员自评、小组互评和成员互评

应该受到鼓励。在这一过程中，学生对教学的设

计、过程和效果的反馈和建议也应该成为重要的

评价指标。

四、结语

情境认知理论指导下的翻转课堂以主题教学

和项目为中心，解决了现在高职英语口语教学中

的瓶颈问题，使口语学习者能在仿真的环境中学

习。翻转课堂中，学生不再机械进行口语的练

习，而是在网络和多媒体手段的辅助下，在与他

人的交流和沟通中，培养兴趣，产生学习动机。

翻转课堂一方面实现个性化教学，某种意义上实

现学习的定制，缓解学习焦虑，提高学生学习的

兴趣和表达自我的勇气；另一方面，学生能学习

到实用有趣的英语口语，而不是传统课堂上与现

实脱节的内容，从而提高学习的兴趣。

真正的翻转课堂，要进行点评和课堂的点拨

指导。教师应根据课程计划安排定期的口语实践

课，开展口语活动，使学生有机会展示自己的学

习成果，进行相互交流。就英语口语课程本身的

特点而言，核心是如何使用语言以及综合运用语

言的能力。教师在课上的监控演示环节中，要进

行适度的指导和讲解，做到在真实情境中学习英

语，在情境中进行反思和反馈。教师也可以及时

调整教学进度，教学设计，完善教学课件，从而

更好的服务学生。教师要在情境、网络教学平

台、课堂教学中找到完美的契合点，掌握好翻转

的力度和呈现方式才能达到口语教学效果。

[责任编辑：刘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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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the Situated Cogni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Oral English under the Mode of Flipped Class
CHEN Xiao-jin

(Zhejiang Financial College,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Oral English ability has played an essential part in higher vocational English teaching, but classroom teaching model re⁃
ceives little effectiveness. Situated cognition theory is a new paradigm of English teaching, thus, oral English teaching design of
flipped classroom is carried out under this framework. Taking situational teaching as the orientation and some elements as designing
factors, such as video production, online learning platform, scaffolding construction and evaluation tools, this paper elaborates on
how to optimize higher vocational oral English teaching environment, change teaching model to enhance the effect of oral English
teaching.
Key words:flipped classroom; higher vocational oral English teaching; situated cog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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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1967年，新媒体概念被首次提出。而进入 21
世纪，随着网络、智能手机等媒介的高速发展以

及微博、微信等信息分享平台的推陈出新，这一

概念已得到广泛认可。

新媒体时代的进入也将社会带入了新媒体语

境。根据程曼丽的研究，“新媒体语境”相对应的

是现实世界或者传统媒体时代的语境，表现为新

媒体的“虚拟性”特征所带来的“人在其中的关

系状态”以及“主观能动性”。在新媒体语境中，

随着人们的聚合性、参与性和互动性的加强以及

地位感的减弱，媒体、商业模式甚至教育领域都

发生了巨大变革。

对于高校而言，新媒体语境与传统语境下的

教育和工作有着明显的区别，其中一个显著特征

便是教师话语权的改变。“话语权”是现代语言学

中的术语，指“人们为了充分地表达思想，进行

言语交际而获得和拥有说话机会的权利”，它具有

明显的“社会政治色彩、官方权威色彩和人为感

情色彩”。在高校的课堂中，教师话语权，即教师

在控制、引导课堂教学中所具有的“说话权”，它

既包括进行课堂话语的权利，也包括掌控课堂话

语的权力。

二、新媒体语境下高校课堂教师话语权的失落

不同的语境有不同的思维模式，中西文化下

“高语境”和“低语境”的区别与中西思维方式的

不同息息相关。而对于传统的语境和新媒体语境

来说，不同语境下的观念体系也有了巨大的变

革。自 1994年互联网首次出现在中国，至今已有

20多年，中国也从互联网时代进入了新媒体时

代。可以说，目前高校的学生正是成长、成熟于

新媒体时代。

1．新媒体语境下大学生思维的转变

根据储珊等人的研究，当代大学生已“形成

了与新媒体相适宜的学习思维、学习方式”，这些

方式主要体现在深刻性、灵活性、创新性和批判

性四点上。对于学生而言，新媒体的发展使他们

可以充分利用碎片时间进行广泛的信息获取，促

成了积极探索和深刻思考习惯的养成；其次，新

媒体带给学生更多的学习工具和学习伙伴，新媒

体“多点对多点”的传播特征拓展了学习内容和

学习对象的外延，使学习从“整体性、层次性”

到“发散性、互动性”转变；同时，信息获取的

广泛性增强了学生的迁移性思维，使其思维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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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动性增强、速度加快，极大推动了学生的创

新性；最后，信息的获取和对个人的思考，也让

学生能更为理性地认识自己，从而达到“兼容并

包”的效果。

在新媒体语境下，现实社会中权威人士所具

有的话语特权被逐渐消解，取而代之的是“平民

化”的公众语言表达方式。从人人网的“社交”

平台，到微博的“观点”平台，再到微信的“分

享”平台，学生在新媒体的发展中接受信息、传

递信息、分享信息，所有人都具有平等的话语权

以及话语分析和处理能力。对于学生而言，“话语

权”即“话语权利”，是公平参与课堂活动的一种

方式。但是，在学生参与面最广的高校课堂场

域却是完全不同的情况。

2．传统高校课堂的话语“权力”与新媒体语

境下的话语“权利”

高校教师的成长环境较为多样，多数老教师

成长于新媒体时代前，对课堂话语权的认知已形

成固定思维。对于教师、特别是从教多年的教师

而言，课堂场域中的“话语权”是全面掌控课堂

的“权力”。

（1）传统课堂教学的话语“权力”。冯广艺

指出，现代社会中，人们应享受平等的话语权，

但实际很难做到。“强势”的话语权具有以下特

征：明显占有话语权；具有鲜明等级性；强势占

有修辞资源；在话语互动上，单向性较强，不允

许接受方拒绝接受。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在传统

课堂场域中，教师拥有较为强势的话语权力。

首先，教师在课堂上占有话语的绝对优势。

传统课堂教学是以“教师为主体”的模式，教师

是占有最大话语权的“表达者”，而学生则是需要

绝对服从的“接受者”。直至今日，教师讲授仍是

教学的一种传统方式。无论是中小学课堂还是高

校课堂，教师占据了45分钟的绝对话语权。

其次，教师在课堂的等级明显高于学生。梅

汉将课堂教学所使用的教学模式称为“IRE”对话

结构，即教师发起 （Initiative）、学生应答 （Re⁃
sponse）、教师评价（Eualuation）。可以看出，在传

统的课堂教学中，教师在话语的发起和结束上具

有绝对的权威性。学生只有服从这种权威，才能

推动课堂教学的顺利进行。

最后，教师在课堂互动上属于“单向式”。课

堂的评价是由教师来完成，学生需要对“表达

者”教师的观点绝对服从。无论学生表现如何，

都不可能颠覆教师在课堂上的角色。教师和学生

角色的固定带来的是与新媒体语境截然相反的

“固定性”。在教师的评价体系下，学生在课堂上

缺乏创新性和主动性。

（2）教学改革中的话语“权利”的兴起。教

师在课堂场域中权力，源于传统教学中“教师中

心论”的认知，以及现代社会意识和法律制度的

赋予。但是，在新媒体语境下，这种“权力”模

式发生了改变。对于成长于新媒体语境下的学生

而言，他们的思维要求平等性、主动性和创新

性，而传统课堂话语权却是等级性、被动性和评

价性。因此，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越来越受到学

生的抵触。

话语权具有主观性，人的思想、价值、修养等

对话语权都会产生影响。近年来，无论是国家还是

省级教育机构所颁布的文件，都强调学生主动性的

培养。2010年，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

划纲要（2010-2020年）》中明确提出要“激发学

生的好奇心，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营造独立思

考、自由探索、勇于创新的良好环境”；2014年，

浙江省教育厅发布《浙江省高校课堂教学，创新行

动计划（2014—2016年）》进一步明确了要“充分

发挥学生在学习中的主观能动作用”，明确指出在

课堂上应“增强教学互动，建立以学生为学习主体

的课堂组织模式，提升学生课堂关注度，引导培养

学生学习主动性和学术兴趣”。

在相关政策的引导下，教师个人对于课堂话

语权的占有意识正在逐渐弱化，高校课堂场域中

的传统权力正逐渐被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学生的

话语权利。

三、新媒体语境下高校课堂教师话语权的重塑

高校课堂场域中教师话语权的失落对教学产

生不容忽视的影响：一方面，学生得到更多的话

语权，其积极性、主动性得到较好的提高；但另

一方面，教师在教学中的权威性受到了挑战，学

生不再“唯马首是瞻”；部分教师过于弱化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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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淡化了课堂教学中“教”的功能；某些教师

无法适应这种转变，心理产生抵触情绪，课堂教

学效果受到了冲击。因此，在高校课堂场域中，

话语权必须“重塑”，才能真正做到“教”、“学”

相长。

1．导入跨界思维，同化思维定势

如前文提到，当代学生已“形成了与新媒体

相适宜的学习思维、学习方式”，要重塑话语权，

就要导入跨界思维，将教师的思维定势同化。

新媒体时代被称为“信息爆炸”的时代。由

于计算机、网络、社交媒体的发展，人们被各类

信息所环绕，人们对世界的认知维度得到极大拓

展。在信息多样化的时代中，各类信息为点击量

而“各施其能”，信息内容颠覆、标题与众不同、

信息传播迅速。学生已成为主动的“选择者”。

新媒体语境中，无论是信息还是文化，都进

入了“百花齐放”的模式。在“零准入”模式

下，“多元、开放、共享”的互联网精神逐步被新

一代所接受。反之，课堂教学的信息具有一定的

单一性。一方面，教师根据教材进行教学，知识

拓展有限，无法赋予学生“新、奇、快”之感，

教学内容陈旧，无法吸引学生注意力。而另一方

面，教师在精力、时间和工具上的限制，也使其

在信息获取上不如学生。

季海菊提出，在新媒体语境下，跨界思维的

导入能够提供全新的“理性向度”，服务于高校教

育。跨界思维，要求工作者在载体选择上，以多

视角、多关联、多样性的特点，来整合教育。因

此，在学生用多渠道获取信息的同时，教师也应

导入跨界思维，在学习新媒体思维，同化思维定

式的同时，用“更高的思想、更广的视野、更深

的素养和更多的生活体验”来收集信息、反思信

息、筛选信息，用前沿内容来进行课堂教学。

2．运用双向模式，促进信息交互

在新媒体语境下，学生的认知思维有了极大

的改变，而这种改变更多体现在互联网场域中。

杨振英等人提出，与传统的“传播者—接受者”

单向线性传播不同，新媒体具有双向互动的传播

模式，公众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发表个人观点，甚

至可以对其他人产生“影响”。

但高校的课堂教学过多的则是“单向性”。从

以教师为主体的讲授，到以学生为主体的学习，

主体性的改变并没有给“单向性”带来较多的改

变。传统教学中，教师的“话语权”属于特权；

教学改革中，过多强调学生主体，则使教师失去

了“话语权”，在这种情况下，话语权的重塑就要

依靠于双向通道的建立。

要建立双向模式，教师就要从“教授者”的

课堂控制角色转变为“引导者”这一课堂导向角

色，引导学生课堂话语模式的交互。在课堂教学

上，引导学生进行思考、讨论、发言、评价，并

对学生的行为进行“引导性评价”而不是“判断

性评价”，即突出学生今后努力方向；在课后教学

中，与学生进行双向沟通，了解课堂教学的不足

并加以改正；同时，在对学生的作业进行评价

上，改变单向性的“打分”模式，而是采用双向

性的评价—改正—再评价模式。通过双向模式的

建立，促进课堂内部和课堂外部信息的交互，从

而进一步进行教学。

3．弱化社会角色，强化个人魅力

新媒体语境下，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虚幻的

“被追逐者”，拥有一定范围内的“话语权”。而

要获得这种话语权，就要不断创新，走在时代前

沿，占据主导地位。从微商的出现到微博红人的

追随，新媒体语境下任何人都能成为具有话语权

的“主导者”。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学生不再迷

信社会所赋予的“权威”，而是选择个人认同的

“权威”。

自古以来，教师就被认为是课堂中的“权

威”。何嘉认为，在课堂教学中教师有“制度性话

语权”和“个体性话语权”两种，前者是社会、

学校所赋予的制度性权威，后者是教师凭借个人

专业知识和高尚人格所获得的权威，两种权威相

辅相成。但是，在制度性话语权上，教师话语随

社会主流意识的变化而变化；在个体性话语权

上，教师则是过多强调公共身份，表现出“自我

的丧失”。教师话语权要回归，就要加强制度性和

个体性二者的互动，并且在前者的基础上更多回

归后者。

教师要掌握话语权，应强化个人魅力，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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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所主动选择的“权威”，这种个人魅力不仅是

对专业知识的掌握，在教学上实现个体的话语

权；还应该是在教学方式上的进步，转变传统观

念，将单向的、中立的教学变为交互的、具有创

造性的教学；除此之外，更应是教学意识的觉

醒，认识到自身在教学中的主体性，对课堂教学

进行多元化、整合化、批判化的整合，让课堂教

学在个人的控制中进行，即弱化“强制性”、强化

“自觉性”。

四、结语

语境对于人的思想观念具有较大的影响。新

媒体语境下，高校学生的思维有了极大的改变，

传统强调“教师话语权力”的课堂因无法适应新

时代的需要而被逐渐淘汰。教师话语权的重塑，

是教师在课堂上话语权的“释放”与“回归”，释

放即将更多的话语权利释放给学生，而回归，则

包括思维定势的改变，双向模式的建立以及个人

魅力的强化。高校教师应从课堂的权力掌控者变

为信息的筛选者、课堂的引导者以及学生的选择

者，在与学生拥有平等话语权的基础上，从而做

到“教学相长”。

[责任编辑：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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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nge and Remodeling of Teacher’s Discourse Right in University Classroom Environment
under New Media Context

XU Jie
(Zhejiang Business College, Hangzhou 310053, China)

Abstract: Teachers have a great power in discourse right in the traditional university classroom. However, under new media context,
this situation changes with the change of students’thinking mode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education reform. Under different con⁃
texts, teachers should remodel a new type of discourse right through leading in trans-boundary thinking, applying two-way mode,
and strengthening personal charm, reduce personal control power and give the right to the students so as to make classroom teaching
accor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requirements of the new context.
Key words:new media; context; university classroom, discourse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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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服务学习”是一种把学术知识与社区服务合二为一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通过鼓励学生

参与社会服务，积极总结反思，提高学业成绩和各种实践能力。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方案融入“服务学

习”理念，有利于促进高职学生知识、技能的获得及能力的提高，使其在关注社会和帮助他人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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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学习”（Service-Learning） 是一种教

育理念，也是一种教学实践方法。学生通过参与

有组织、有计划的服务学习实践活动，不仅获得

知识，提高技能，同时也增强了与人合作交流、

分析及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提高了综合素质，

并培养了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本文通过把

“服务-学习”理念融入高职人才培养方案，探索

高职人才培养新模式，为社会培养高素质、高技

能全面发展人才。

一、“服务-学习”概述

“服务-学习”始于19世纪初的美国，复兴于

20世纪60年代，盛行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它是

一种把学术知识与社区服务合二为一的教育理念

和教育方法，是“服务”与“学习”相互结合，

在“服务”过程中获得“学习”效果的一种经验

性学习。其理论基础是美国教育家杜威提出的

“以经验为中心”、“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

等教育主张。服务-学习实践活动不仅能帮助学生

深化书本的理论知识，提升对知识的理解，而且

能为学生提供全人发展的学习环境，提高学生各

种综合能力和综合素质，为社会培养全面发展的

人才。

“服务-学习”的教育教学理念出现后，迅速

在美国高校中普及。到 20世纪 80年代，服务-学
习已经逐渐被定义为一种教育方法，在实施过程

中不仅仅是为社区发展，而是将其当作促进学生

发展的重要组成因素，成为将学术学习与社区服

务成功结合的教学典范。之后，服务学习的影响

力很快扩展到欧美、亚非的高校。近几年，这种

教育教学理念更是在亚太地区的高校得到推广并

获得好评，尤其是在香港、台湾和新加坡等地。

大量的实践以及丰富的理论分析都证明，“服

务-学习”作为一项全人教育策略，其优点显而易

见。“服务-学习”具有以下优势：在学业方面，

“服务-学习”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增强学生的学习

动机和对整个学习过程的参与程度，从而促进他

们更加积极学习，提高学习成绩，提高就业率和

社会适应力；“服务-学习”不仅能帮助学生理解

课程内容，还能帮助他们提高批判性思维能力，

提高理论联系实际和学以致用的能力。在社会责

任感培养方面，通过参与社区服务，加深对公民

意识和社会责任的了解和理解，促使其积极投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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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社会公共建设事务中去，发挥大学生应有的作

用。在就业方面，参与“服务-学习”实践活动可

以帮助高职学生明确就业方向，培养并发展步入

职场所必需的各种技能，如专业技能、团队协作

技能和人际交往技能等。

根据《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

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06〕 16号）和《教

育部关于推进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引领职业教

育科学发展的若干意见》（教职成〔2011〕 12号）

精神，高职院校要“改革培养模式，增强学生可

持续发展能力，培养高技能、高素质人才。”“服

务-学习”这种通过鼓励学生参与社会服务、积极

总结反思、提高学业成绩和各种实践能力的教育

教学方法，是高职院校培养高技能、高素质人才

的有效途径。组织开展服务学习将意志品德教育

和知识技能教育融入实际服务活动中有利于高职

学生在反思中深化课堂内容学习，培养职业核心

能力，养成爱岗敬业的职业道德与良好的合作团

队精神，树立服务社会的人生观。

二、高职人才培养模式现状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的教育体制改革

逐步走向深入，高职教育也取得了长足发展。高

职院校办学实力显著提高，办学特色越发鲜明，

校企合作不断深入，中高职衔接势头良好。但

是，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仍然

存在着发展理念相对滞后、人才培养模式相对陈

旧等诸多问题。

教育部在《关于深化教学改革，培养适应 21
世纪需要的高质量人才的意见》（教高［1998］ 2
号）中把人才培养模式表述为“学校为学生构建

的知识、能力、素质结构以及实现这种结构的方

式，它从根本上规定了人才培养特征并集中地体

现了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因此，构建适应21世
纪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需要的人才培养模式是

当前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的关键，努力实现人才培

养模式的多样化是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一个重要

方面。这些年，各高职院校都在不断探索、不断

寻找适合高职教育规律的人才培养模式。“2+1”、
“校企合作”、“订单式”、“工学结合”等培养模式

都取得了可喜成绩。

《教育部关于加强高职高专教育人才培养工

作的意见》（教高［2000］ 2号）指出，高职高专

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基本特征是：以培养高等技

术应用性专门人才为根本任务；以适应社会需要

为目标，以培养技术应用能力为主线设计学生的

知识、能力、素质结构和培养方案。毕业生应具

有基础理论知识适度、技术应用能力强、知识面

较宽、素质高等特点；《意见》还强调：要将素质

教育贯穿于高职高专教育人才培养工作的始终。

学校在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过程中，要以素质教

育的思想和观念为指导，推动人才培养模式的改

革，使学生既具有较强的业务工作能力，又具有

爱岗敬业、踏实肯干、谦虚好学和与人合作的精

神。很显然，高职教育的人才培养应该包括两大

内容：技术技能培养和职业素养培养，而职业素

养培养比技术技能培养更为重要。但很遗憾，这

些年各高职院校培养的人才过多注重技术技能的

培养，忽略对学生的职业素质和人文素质教育，

忽略对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导致学生虽有一技

之长，但缺乏对职业的规划，对企业的忠诚，对

社会的责任，缺少服务意识、敬业精神和团队合

作技能，以至于出现毕业后跳槽和转行比例偏

高，岗位流失率偏高，社会适应力偏低，职业道

德水平和综合能力偏弱等情况。

“服务-学习”是一种把学术学习与社区服务

相结合的教育教学方法，它的培养目标不仅帮助

学生提高学业成绩，而且能够帮助培养学生的职

业素养和人文素养。“服务-学习”的理念启示我

们，高职人才培养应把“服务-学习”理念融入高

职人才培养方案，将社会服务与学校课程连接起

来，让学生参与到有组织的服务活动中，提高知

识和技能，培养社会责任感和综合能力。

三、“服务-学习”融入高职人才培养模式的

实践研究

作为一种经验性学习，“服务-学习”强调学

生在服务中学习，强调课程学习与服务实践并

重，注重结构化反思。学生通过参加有组织、有

计划的实践活动来满足社区的需求，并在服务中

和服务后的结构化反思中发展自我。它把学生的

课堂学习扩展到社区学习，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关

-- 48



高等职业教育—天津职业大学学报第 24 卷第 1 期 Feb.20,No.1
注社会、服务他人的机会，促使学生在服务实践

中提高综合能力和综合素养。

1．增设“服务-学习”学分，创新人才培养

方案

高职院校可以根据专业设置，在人才培养方

案中增设两个必修的“服务-学习”学分作为毕业

的条件之一，并制定“服务-学习”学分认证管理

办法和认证手册，让“服务-学习”纳入人才培养

方案，鼓励学生参与社会服务，获取毕业学分。

“服务-学习”课程学分为必修学分，属于素

质课程模块，是学校学分制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

重要组成部分。学生在校学习期间须取得两个

“服务-学习”学分方能毕业，学校于每年的4-5月
对毕业生进行“服务-学习”学分统一审核，对未

修满2学分的学生不予颁发毕业证书。

“服务-学习”学分安排公益类 1学分和专业

类1学分。公益类学分需参加校园、社会等服务满

40小时认证；专业类学分需参加专业的教学科

研、技能竞赛、技能培训、创业活动、社会调查

等服务满 10小时认证，两类学分需同时修满，且

不能互认。每学年可开展一次“服务-学习”优秀

个人的评选工作，按照学年服务时数从高到低排

序，选取前 15%作为评奖名额，评出“服务-学
习”优秀个人，给予表彰。

2．开设“服务-学习”课程，实施课程改革

高职院校可以以学分为基础，每学期开设

“服务-学习”专业选修课，引导学生认识“服务-
学习”理念，指导学生开展社区服务，设置课堂

反思报告环节，促进学生综合素质和综合能力提

高。可以开展的服务学习选修课项目有：敬老服

务、爱幼活动、社区调查、志愿者服务等。这些

专业选修课程注重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提高其

关注社会、服务社会的社会责任感。

根据各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高

职院校也可以在专业课中增加“服务-学习”实践

内容，开展跟专业知识相关的社区服务，让学生

通过社区服务加深对课堂知识的理解和运用，提

高学以致用、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帮助学生了

解社会需求，端正职业态度，培养职业素养和职

业能力，提高社会的适应力。《导游业务》课程可

以嵌入组织社区居民外出旅游的“服务-学习”项

目；《营养卫生与食品安全》课程可以加入如“膳

食宝塔进社区”、“营养知识大调查”等服务项

目；英语专业课程可以让学生为社区学生开展课

外英语辅导班，为外贸企业提供口译和笔译服务

等；计算机专业课程可以开展“长者脑力学习”

项目，帮助社区老人学习电脑知识；电子专业课

程可以开展“电器维修服务进社区”项目；新闻

媒体专业可以拍摄社区宣传片，帮助挖掘本土文

化和历史；医学专业可以开展医疗扶贫或探访体

验行动；社工专业的作为更大，可实施的社区服

务项目更多。

总之，只要在专业课程上设置了“服务-学
习”的实践内容，学生在本课程的参与度会更

高，对本课程的知识掌握会更深，应用知识的能

力会更强，对本课程的认知会更全面。参加“服

务-学习”课程的学生认为,“服务-学习教会了我

怎样与同伴相处得更融洽，了解社会现象，让我

知道怎样使它变得更好。”“服务-学习活动让我知

道学到的知识是很有价值的，能够用学到的知识

帮助别人让我感到自豪。”认真完成课程的学生比

以前更加友善对待他人，乐于助人, 做事认真，

信任他人和被他人信任。同时，学生们认为，他

们对社会作出了贡献，增强了自豪感。

3．融入“服务-学习”理念，创新志愿服务

培训体系

开展志愿服务也是端正高职学生人生价值观

和世界观的有效途径，是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方案

中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服务-学习”与志愿服

务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相同之处在于两

者都参与社会服务，不同之处在于志愿服务并不

要求特别的计划和具体的目标，不要求服务前的

技能训练。而服务学习则需通过规划、督导、反

思及评估来达成设定的服务目标，是学术学习与

志愿服务的结合。高职院校可以在志愿者的培训

上融入“服务-学习”理念，开展有目的、有计划

的社区服务项目，通过服务前的策划、培训和服

务后的反思、评估，提高志愿服务的学习性、教

育性和专业性。比如“三下乡”、“支教”等社会

志愿服务都可以在实施服务前通过调查、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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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需求，并按照需求对志愿者进行相关培训，

让志愿者更加专业；服务实施后通过组织反思和评

价活动，提升志愿者的专业水平和批判性思维，达

到培养高职学生服务社会，提升自我的目的。

4．建立“服务-学习”基地，搭建实践平台

开展“服务-学习”实践活动一定要有服务实

践基地。高职院校可在校内和校外建立一些“服

务-学习”基地为大学生搭建实践的平台，让更多

的学生有机会参加“服务-学习”的实践活动。学

校可以整合校内资源，让校园的绿化基地、公共

区域、教师的办公室、实训室等成为学生践行

“服务-学习”的场所；学校也可以与校园周边的

社区和村居签订合作协议，建立“服务-学习”基

地，让学生定期定点到社区或村居开展“服务-学
习”活动，满足社区、村居居民的需求。可开展

的社区定期活动有：“社区四点半小学堂”、“爱心

义卖”、“创卫宣传进社区”、“文明礼仪大调查”、

“夕阳红--慰老行动”、“启智--探访行动”、“牵手

小精灵--护幼行动”、“旅游景点安全宣讲”等。

这些“服务-学习”基地为学校开展“服务-学

习”实践活动提供了场所的保障，为培养学生、

锻炼学生提供了良好的育人环境，在人才培养方

案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四、结语

高等职业教育一要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二

要培养学生具备专业技能，三要促进学生可持续

发展。大量研究表明，参加“服务-学习”实践活

动的高职学生对社会现象会有较深刻的理解；更

愿意去关注社会，思考社会问题；更愿意去考虑

如何参与社会变革，让当今社会变得更加美好。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融入了“服务-学习”理念，学

生的就业竞争力和社会适应力明显提高，学生对

职业的规划更明确，对企业的忠诚度更高，学习

能力和发展潜力更大。因此，“服务-学习”理念

融入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方案是培养高职学生具备

适应企业工作岗位的实践能力、专业技能、敬业

精神和严谨求实作风以及综合职业素质的有效举

措，是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

[责任编辑：陈保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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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al Study on Higher Vocational Talents Training Mode Based on“Service-learning”
HUO Qiao-hong

(Zhuhai City Polytechnic, Zhuhai 519090, China)
Abstract:“Service learning”, as an educational idea and method, combines both academic knowledge learning and community ser⁃
vice. It can improve students’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practical abilities through encouraging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social ser⁃
vices and make active reflection and summarization. Talents training program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melted into ser⁃
vice-learning concept can benefit to boost knowledge and skills mastering and ability-raising of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so as to
help them grow into high-skilled and high-quality talents with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ability to serve society during the process of
being concerned with society and helping other people.
Key words: service-learning;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talents training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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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以高职人才培养目标为设计依据，以“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为实现途径，提出了基于“理念引导、

实战演练”的营销人才培养模式，并在教学中将两者相结合，培养创新型的高技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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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新兴产业的

逐渐崛起，社会对市场营销人才的需求一直保持

着旺盛的势头。由于营销工作的灵活性、实践性

和竞争性极强，营销人才的培养不仅要注重实战

技能的学习，更要注重思维技能的训练和营销理

念的引导。只有树立科学的营销理念，引导营销

人才员采用有效的实践行动，才能提高营销工作

的绩效。社会人才的培养质量影响企业的发展，

而人才培养模式又是实现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途

径。南通科技职业学院（原南通农业职业技术学

院，以下简称“学院”）在建设省级示范院校的

同时，不断推动专业的发展，每年定期开展专业

调研与人才培养方案论证，经过多年来的改革与

实践，逐步形成了“理念引导、实战演练”的营

销人才培养模式。

一、当前高职营销人才培养面临的市场分析

1．人才供求结构失衡，企业需要高技能型营

销人才

从学院近三年营销专业200多名毕业生的就业

调查情况看，中小企业是专业学生的主要就业去

向，约 80%以上从事与营销相关的工作。企业对

不同类型营销岗位的录用要求不同，门店销售、

营销客服等基层营销岗位，对工作经验和学历要

求不高，但注重求职者的基础素质；市场开发、

营销策划、网络营销等技术性岗位，用人单位注

重求职者的实战技能和职业潜质。但从目前的人

才市场供求来看，营销人才供给与需求并不对

称，一方面低层次营销人员需求量大，求职门槛

低，工作强度大，与高职层次毕业生在薪酬待

遇、工作环境、发展前景方面的就业期望存在偏

差；而另一方面，市场上高技能型营销人才相对

缺乏，高职院校的毕业生在营销实战方面的优势

还不够突出，不能满足用人单位以实战营销经历

和营销业绩为录用标准的专业人才需求，企业难

以招聘到具有良好实战经验的营销人才。

2．市场竞争深度化，企业需要综合素质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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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人才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消费者个性

需求时代的到来，市场竞争不断激烈化，企业对

营销人才质量的要求也不断提高。首先，产品同

质化现象严重，使得企业需要从品牌营销、企业

形象宣传和营销创新方面提升竞争力，营销人员

不仅要懂得基本的市场推广技巧，还要懂得品牌

营销与运作的先进理念和方法，这要求在高职营

销专业教学中，不仅要注重技能训练，而且要注

重营销理念和方法的引导，提升学生的综合素

质；其次，在高职营销学生广泛就业的连锁经营

企业，终端渠道已经成为市场决胜的关键一环，

对营销人员在服务理念、推广技能、顾客维护能

力和市场管理技巧等多方面的要求逐渐提高；再

次，在多数高职院校学生就业的中小企业，从运

营的经济性上考虑，岗位细分不是很明显，招录

的营销人员往往是“一兼多职”，营销人员应具有

良好的市场推广能力、沟通协调能力和环境适应能

力，这就需要高职院校培养学生具有较强的综合素

质，达到“一专多能”，胜任企业的岗位要求。

3．营销工具应用过度，企业需要创新型营销

人才

当今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数据库营销

的应用，以呼叫中心为平台的电话营销模式应用

泛滥，网络推广也逐渐普及，营销的有效性降

低，在营销活动中还存在强势推销、过度营销的

现象，既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影响了市场的评

价，同时这种营销模式也使得企业客服人员与营

销人员容易产生职业厌倦，企业唯有不断招聘新

人以维持业务的持续运作。市场需要创新型营销

人才，以不断优化与创新营销模式，提高营销的

实效。而营销创新的关键在于营销人员的理念创

新到实践创新，一方面要更新营销理念，形成指

导实践活动的营销创新思维与方法；另一方面，

要敢于突破现有营销范式，寻求差异化竞争路

线，维持并扩大市场。

二、高职营销人才培养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1．注重技术技能训练，思维技能训练不足

具有胜任能力的营销人员不仅应具有人际交

际技能、营销操作技术技能，还应具有设计与制

定营销方案的职业思维技能。当前高职营销人才

培养中过于强调学生的实操性能力即技术技能的

训练，以提高其对工作的快速适应性，但对于职

业发展性的培养有所欠缺。尤其是思维性技能训

练不足，容易导致毕业生在实际工作中过于注重

推销技术，而忽略策略性营销方案的设计；局限

于某一点的营销视野，而对全面的营销环境考虑

不周；习惯照搬原有的营销方案，而缺乏创新开

拓能力，人才培养不能适应营销类职业灵活性、

发展性和创新性的需要。

2．重视实践教学形式开发，实践教学深度不够

随着高职教学改革的深入，许多院校也开始

注重实践教学的应用，实践教学形式逐渐丰富

化，有课堂实训、课程实习或企业顶岗实习等，

但在实际操作中实践教学的层次和深度不够，影

响了实践教学的实效性。有的实践教学方案设计

不完善，缺乏职业技能递进提升培养方案设计；

有的由于实践方案实际操作复杂，没有得到有效

推行；有的主要依赖于实训软件和设备，实践教

学的实效性差；有的与企业合作开展实践教学，

企业提供的多是基层劳动强度较大的营销实习岗

位，且轮岗实习机会较少，不能使专业技能得到

充分锻炼，实践教学的层次偏低，学生的专业技

能提升有限。

3．重视智力因素教学，忽视非智力因素教学

根据学院近三年的专业人才调研总结，企业

对营销人员非智力因素的要求高于智力因素，对

高职营销专业毕业生的首要期望是应具有较强的

吃苦耐劳精神，能勤奋好学；其次是应具有较好

职业道德，能服从管理，忠诚于公司；再次是具

有较强的实际工作能力，能解决实际问题。营销

工作往往以业绩指标考核为主，工作压力大，良

好的职业心理素质如坚定的自信心、稳定的情

绪、成功的欲望、克服被拒绝的恐惧心理和坚持

不懈的精神等是从业的基本条件。

三、基于“理念引导、实战演练”的高职营

销人才培养模式设计

根据企业对高职营销人才培养的市场现状，

以职业岗位分析和高技能型人才培养目标为依据

和出发点，以探索与创新“校企合作、工学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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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人才培养方式为实现路径，设计了基于

“理念引导、实战演练”的高职营销人才培养模式

（如图 1所示），其目的在于通过职业理念的培育，

形成指导营销实战的思维和方法，并通过营销实

战强化对职业理念的认知，创新营销思维，同时

提升职业技能，达到理念引导与实战演练合而为

一，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培养学生厚德崇商的

职业精神和勤敏崇实的职业素质，并成为具有可

持续发展能力的高技能型营销人才。

1．以职业岗位分析和人才培养目标为设计依据

图1 基于“理念引导、实战演练”的高职营销人才培养模式图

（1）营销职业岗位面向要求分析。职业岗位

面向及市场人才需求分析是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设

计的出发点，高职层次的营销职业岗位主要包括

销售类、客服类、策划类和管理类岗位，各类型

岗位的具体岗位名称及职业要求，见表1。
（2）高职营销人才培养目标。通过人才需求

预测、职业岗位需求调研、实践专家建议和委员

会论证，学院确定了营销专业人才培养的总体目

标是：培养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德、智、体、美

等方面全面发展，具有本专业的必备基础理论知

识和专门知识，具备较强的从事工商企业市场调

研、产品销售、营销策划、客户服务、营销管理

等岗位实际工作能力，适应生产建设（管理、服

务）第一线需要的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高端技

能型人才。

2．以“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为实现路径

“校企合作、工学结合”是高职人才培养模

式实施的主要路径，通过加强学校与行业企业的

联系与合作，校企共同参与人才培养，并将工作

岗位
类别

销售类

客服类

策划类

管理类

具体岗位名称

市场推广人员、门店销售
人员、电话营销人员、网络
促销人员等

客户维护人员、话务服务
人员、销售顾问等

市场调研与分析人员、策
划创意人员、策划方案实
施人员等

销售经理助理、连锁门店
店长、销售管理人员

岗位要求

市场理念、竞争理念、销
售理念、服务理念、推广
技巧与方法等

服务理念、顾客满意理
念、客户服务技巧、客户
维护技巧等

创新理念、策划创意技
巧、市场信息搜集与分析
能力等

全局意识、营销计划与方
案制定能力、营销综合技
能与素质等

表1 高职层次的营销职业岗位面向分析

理
念
指
导
实
战

实
战
强
化
理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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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与学习过程相结合，通过校内外导师的双向指

导，最终实现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的一致性。

（1）校企合作，共同培养。学院每年定期开

展专业调研，密切关注市场发展动态，通过专业建

设年会、专业教师深入企业实践、学生识岗、跟岗

和顶岗实习指导，逐步实现校企双方共同制定人才

培养方案、构建课程体系等共同育人的长效机制，

为实现“理念引导、实战演练”的人才培养模式提

供良好的条件。

（2）工学结合，双向指导。为保证“理念引

导、实战演练”这一人才培养模式的有效实施，学

院制定了“双导师”人才培养计划，校内导师主要

负责培养学生形成良好的职业理念，掌握专业知

识、技能与方法。校外导师负责指导学生提高实务

操作能力和市场适应能力，在实践中指导学生形成

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扎实的营销实战技能，增强学生

对营销理念的认知，并学会在实践中创新。

3．用营销理念指导实战演练

思维决定行为，理念引导行动。营销工作的灵

活性决定了对专业学生思维技能的训练甚至比技术

技能和理论知识的掌握更为重要，而树立正确的营

销理念是进行职业思维技能训练的前提条件，通过

理念培育来引导学生开展有效的营销实践活动，并

在营销实践中不断总结学习，提升和强化对营销理

念的认知，从而转化为自觉的行为。

（1）建立营销职业理念体系。根据营销职业

岗位面向及工作要求，营销职业理念体系的构成应

包括科学的市场理念、正当的竞争理念、创造价值

的销售理念、满意的客服理念和创新的策划理念

等。首先，应引导学生树立从事商业活动的基本理

念和信心，热爱营销这一项职业，形成职业归属

感。其次，引导学生树立科学的市场营销理念，营

销者应主动适应市场需求来开展营销活动，树立以

客为尊，以消费者为中心，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

标的营销理念。再次，引导学生树立正当的竞争理

念，培育学生公平、公正地开展市场营销竞争活动

的意识，并帮助学生认识到有市场的地方就有竞

争，竞争并非是对立的关系，竞争中也有合作双

赢。最后，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岗位理念。通

过销售理念的引导，帮助学生形成创造价值的销售

理念，认知到销售不只是推销产品，而是更加注重

为顾客提供价值、创造价值，只有满足了顾客的价

值需求，才能实现成功的销售；通过客服理念的引

导，培育学生意识到创造顾客满意和维护顾客忠诚

的重要性；通过策划理念的引导，培育学生创新策

划理念，帮助学生形成系统思维能力和开拓创新意

识，培养学生善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

（2）营销职业理念的引导途径。一是营销启

蒙教育。在营销专业学生入学之初，通过专业入学

教育和职业启蒙教育，帮助学生了解营销职业岗位

面向、职业工作内容和工作性质、职业未来发展、

专业的学习目标和学习内容等，帮助学生初步了解

“什么是营销人？营销人的价值是什么？营销人做

什么事？如何成为一个营销人？”等基本问题，帮

助学生建立专业的归属感，并形成初步的职业意识

和职业理念。

二是课堂言传身教。营销专业学生学习可以设

置校内、校外两种学习课堂，校内课堂学习主要通

过老师传授专业知识与技能，帮助学生建立职业理

念和职业素质；校外实践教学课堂主要通过企业兼

职教师的实践活动，指导帮助学生在实践中形成并

强化应具备的职业理念和职业素质，并将校内与校

外的学习和指导相结合，专业理论与职业实践相结

合，共同培育学生的营销理念。

三是职业素质拓展。营销职业素质拓展主要通

过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和大学生选修课程等，

对学生进行情商教育和职业素质拓展，培养学生具

有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能力、具有与他人团结协作

的精神、具有自我欣赏和欣赏他人的意识、具有同

理心和从事营销职业工作的自信心等职业素质。

四是成功案例学习。营销工作富有挑战性和创

新性，通过推销界和策划界成功人物的营销事迹或

营销思想的学习，通过对成功企业营销案例的思

考，借鉴成功的营销经验，培养学生形成良好的职

业精神，并树立正确的营销理念，运用理念科学指

导营销实践。

4．用实战演练强化营销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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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的运用比知识的拥有更重要，营销工作

离不开实践，通过实战演练既可达到提升职业技

能的目的，还可以在实践中进行经验总结与方法

创新，进一步强化对营销理念的认知，并在实践

中创新营销理念和拓展营销思维。

（1）构建营销实战演练的技能项目。根据营

销职业岗位分析和高职营销人才的培养目标，营

销实战演练主要培养学生的市场调研与分析技

能、产品促销和市场开发技能、促销策划和营销

创新技能、客户服务与维护技能、营销综合应用

技能以及就业创业的技能等。其中市场调研与分

析技能主要是市场信息的搜集、整理与分析能

力，为公司业务开拓或经理部门决策提供依据；

产品促销和市场开发技能是指能够实施促销活

动，并拓展业务市场的技能；促销策划和营销创

新技能是指能够进行促销活动策划与实施，并在

策划中培养创新能力和精神；客户服务与维护技

能是指能开展客服工作，并维护顾客忠诚的技

能；营销综合应用技能是指能综合运用所学营销

理论分析与解决营销问题的能力。通过实战演练

不仅能培养学生的职业操作技能，同时也培养学

生在实践中形成相应的营销理念和职业精神，以

及大学生就业、创业的技能等。

（2） 营销实战演练的实现途径。一是通过

“三阶段、三层次”实践教学有计划、有步骤地提

升职业技能。“三阶段、三层次”实践教学的第一

阶段就是识岗实习，一般开设在专业学习的第一

学期至第四学期，通过参与企业真实项目的识岗

实习，帮助学生建立职业初步体验和感性认知，

要求学生明确职业未来的岗位面向、工作职责及

工作过程，职业技能得到初步锻炼；第二阶段是

跟岗实习，一般开设在专业学习的第五学期，学

生在校企合作单位完全真实的职业岗位上进行实

践学习，由校内外老师进行双向指导，帮助学生

将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相结合，在职业理念的指

引下进行实战演练，职业实践技能得到快速提

高，并通过实习中的综合作业，促进学生进行思

考、分析、总结到再实践的重复循环，将职业理

念与实战演练相融合，并同时得到强化和提升；

第三阶段是顶岗实习，一般开设在专业学习的第

六学期，学生可以在校企合作企业或自主联系单

位进行专业实践学习，并能独立完成相应的毕业

设计和工作任务，这一阶段实践学习的主要作用

在于形成学生的职业综合能力，并为将来实现择

业做好充分准备。

二是通过职业技能大赛进行综合技能训练。

营销专业人才培养应积极利用各种技能比赛来提

高学生实践能力。学院校内比赛有每年一届的市

场营销策划方案设计大赛、营销之星大赛；校外

的比赛有中国高校市场营销大赛、市场营销沙盘

大赛等，通过积极参加和举办多种比赛，使学生

进行各项职业技能的实践学习，培养学生从事营

销工作应有市场调研技能、营销策划技能、市场

推销技能等，并在技能学习中形成学生的营销职

业理念。

三是通过课程实训实习进行专项技能训练。

营销专业人才培养中，课程实训实习是重要的校

内实战学习环节。营销专业课程的专业核心课程

如市场营销、市场调查与预测、推销实务、市场

营销策划和广告实务等课程均安排有实训实习，

有些实训实习是与企业合作开发的学习项目，增

强了校内实训实习的实战性，有助于提升学生的

专业实践技能。

四是通过“三成”教育实践来提高学生的专

业素质和技能。营销环境的复杂性，决定了对专

业人才综合素质和技能培养的重要性。学院经贸

系创建了“成功做人、成功就业、成功创业”的

“三成”教育体系，通过开展大学生社会实践、社

区社会服务、金点子创业大赛、挑战CEO、“职来

职往”职场大赛、大学生就业指导训练与比赛等

一系列“三成”教育实践，既能帮助营销专业学

生提高职业素养和塑造职业理念，又能锻炼专业

学生就业创业的实践技能。

四、结语

高职营销专业人才培养不仅要注重实践技能

的训练，还要注重职业理念的引导，帮助学生同

时提升职业技术技能和思维技能，以期能够在未

来的工作岗位上适应市场的变化。学院以职业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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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能力分析和高技能型人才培养目标为依据，以

“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为实现途径，设计了基于

“理念引导、实战演练”的高职营销人才培养模

式。通过营销启蒙教育、教师的言传身教、职业

素质拓展和成功案例学习，引导和培育学生形成

营销职业理念和职业素质，并将其应用于职业实

践之中；通过“三阶段、三层次”实践教学、职

业技能大赛、课程实训实习和“三成”教育实践

活动，将实践学习转化为职业技能、素质的提升

与职业理念的开拓创新；理念引导与实战演练相

结合，交互作用，不断提升专业学生的知识应用

能力、实战技能和职业素质。

[责任编辑：邢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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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Marketing Talents Training Mode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Based on
“Conception Guiding and Real Practicing”

— Taking Nanto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llege as an Example
LIU Hui-li REN Ji-li

（Nanto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llege, Nantong 226007, China）
Abstract: Aiming at the present market situation of the lack of high skilled marketing talents, market competing deeply, and exces⁃
sive use of marketing mean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alents demand, the problems of the marketing talents cultivation in higher voca⁃
tional colleges are analyzed. Taking Nanto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llege as an example, combined with the analysis of market⁃
ing occupation post demand, with the higher vocational talents training target as the design basis, with the“school- enterprise coop⁃
eration, work- study combination”as the way to realize, the marketing talents training mode of“conception guiding and real practic⁃
ing”is put forward. The two are combined in teaching to cultivate innovative and high skilled talents.
Key words: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marketing; talents training mode; conception guiding; real practi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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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合作办学培养模式探析
——以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中德合作工商管理专业为例

罗 丝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珠海 519090）

摘 要：高职中外合作办学关键在于构建科学合理的人才培养模式，突出优势和特色，这就需要双

方明确培养目标，分析和研究办学过程的各种问题，找到有效的合作培养模式。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

院，为实现“顺利出国”和“高薪就业”的人才培养目标，针对问卷调查所发现的诸如语言学习、学习

动机与态度、综合素质等方面存在的问题，结合相关研究经验及理论，提出了构建合理培养模式的思路

和具体操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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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的吸引力之一，在于

其办学模式的特色和优势。但中外合作办学模式

在实施过程中也存在着种种问题，这些问题往往

导致合作办学的特色无法彰显，优势无法发挥，

直接影响学生的就业质量，甚至影响到专业的声

誉和口碑。因此，要解决人才培养方面的问题，

提高办学水平和形成办学特色，需要制订适合的

人才培养模式。以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中德合

作工商管理专业为例，针对现存问题向该专业的

学生开展了问卷调查，结合该专业办学模式的现

状，相关的研究经验和理论，提出创建合理培养

模式的构思和建议。

一、现状分析与问题研究

中德合作工商管理专业采取融合型的合作办

学模式，由中德双方共同制定课程体系，共同承

担课程教学，德方派遣相关专任教师来华进行全

英授课，中方提供专任教师进行双语授课。生源

分为计划内招生与计划外招生两类，计划内招生

的学生毕业后可拿到双文凭，计划外招生的学生

毕业后只获得德方文凭。采取“3+1”模式，学生

成绩合格毕业后，可继续赴国外本科院校就读一

年获取本科文凭。该专业致力于为学生打造优质

的毕业通道，实现“顺利出国”及“高薪就业”

的人才培养目标。从这些年的毕业生数据来看，

以上两大目标实现不理想。最近三年的毕业班，

只有不超过 10%的学生选择出国深造获取本科文

凭；就业的学生平均薪酬并不比普通专业更有优

势。结合问卷调查及教学经验分析，导致这种情

况的原因有四方面：

1．语言学习障碍

该专业生源水平参差不齐，不同层次的学生

英语基础和学习能力相去甚远。而中德合作专业

由于需要得到国外本科院校的学分互认，在专业

课设置上偏重理论性而非应用性，采用国外引进

版的全英教材，内容达到本科水平，专业课采用

双语或全英教学，过半的专业课程由外方院校派

来国外教师全英教授专业课，这对于英语基础薄

弱的同学而言学习障碍是不言而喻的。根据问卷

调查结果可知，超过 55%的学生认为外方课程

“比较困难”甚至“完全听不懂”，仅有 25%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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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能听懂50%以上的全英授课内容，高达89%的学

生认为语言障碍是外方课程最难之处。

2．学习动机与态度

除了课程设置及教学方法外，更重要的是学

生自身的用功和勤奋，即是否有很明确的目标和

强烈的上进意愿，并愿意为此付出努力。从调查

结果可见，过半同学以“一般”的认真程度去学

习外方课程，当外方课程学习遇到困难时，容易

由于内外各种原因而放弃努力，对要求专业必修

科目的学习，40%的学生“容易受到外界干扰而没

时间学”及 29%的“只学自己认为有用的，感兴

趣的科目”。

3．教学缺乏针对性

面对学习基础、学习能力以及学习目标均有

显著差异的学生，教学侧重点应有所不同，甚至

课程设置和教学材料也应区别对待。但中外合作

专业的教学普遍存在课程设置统一，教学方法一

致的现象，教师一般采取“折中”策略，课程难

度适中，语言难度适中，辅以部分案例分析和实

操实训内容。这样没有针对性的教学，结果是学

生最需要的东西得不到满足，教师期望的教学成

果得不到实现，双方都无法获得效益最大化。根

据学生对课程设置满意度的调查结果可知，满意

程度处于“一般”、“较为满意”的居中水平，而

对课程设置不满意之处分布较均匀，“缺乏特

色”、“不够系统严谨”、“与社会脱节”、“不能满

足多方面学习需求”等反映出教学缺乏针对性和

侧重的缺点。

4．综合素质差强人意

“综合素质”主要包括：正确的道德观念和

是非观念，良好的职业操守和敬业精神，踏实勤

恳的工作作风等。与本科生相比，高职高专学生

无法在学历和知识水平上具有竞争力，在实践能

力和综合素质上具有优势，而“综合素质”的培

养正是很多高职高专院校在制定人才培养方案中

容易忽略的重要方面。综合素质的培养主要通过

课堂老师的言传身教，第二课堂的校内活动，以

及下企业顶岗实习中实现。而从问卷调查的结果

看来，26%的同学希望增加企业顶岗实习和参观培

训的内容，然后是跟学习相关的实训内容。可

见，增加与企业的接触和了解，是许多有意就业

的同学迫切希望的内容。

二、研究经验与理论指导

综上所述，中外合作办学需建立更符合学生

要求和实际情况的培养模式和方案。要提高出国

学生比例，就要攻克“语言和学习障碍”，引导学

生树立正确的“学习动机和态度”，加强“教学的

针对性”；要实现毕业生“高薪就业”，就必须重

视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采取灵活多样的方

式在课内课外设立素质教育的课程和实践活动。

这些内容都需要纳入人才培养方案的设计中。具

体做法，可借鉴同行及中外合作办学研究者的经

验和思路。

针对人才培养模式，研究者魏胜强认为“中

外合作办学应该实现统一教学与分类指导相结

合：一方面，通过统一教学规范人才培养，确保

人才培养的质量；另一方面，通过分类指导彰显

中外合作办学的办学特色，使不同层次、不同类

型的学生都能够切实地享受到其所需要的教育资

源。”统一教学主要包括三类课程：思想政治类课

程，外语类课程，外方引进的专业核心课程。分

类指导则体现出中外合作办学中的灵活性，给不

同的学生较大的发展空间，具体表现为学制多样

性，教学对象多样性和课程设置的多样性。在统

一的基础上实行分类指导，根据不同学生的不同

学习目的和需求，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和内容，

甚至是不同的人才培养模式。统一和分类应该在

不同阶段完成，先统一后分类，在办学质量得到

保证的同时，又能有所侧重的培养不同方向和类

别的学生，体现了中外合作办学的灵活性和因材

施教的特点，有利于突出专业特色，为学生成才

打通不同道路。

针对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提升，研究者苏姗

认为“开课前的语言测试、分析与调查十分必

要”。主要是通过分析和测试发现学生语言体系中

的薄弱环节，以及学生对大学阶段英语学习的期

待，从而掌握学生整体英语水平情况，设定合适

的教材和教学方法，创造合适的学习氛围以及有

的放矢目标明确的教学方向。

针对人才培养目标，研究者李兰巧认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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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国际化人才就必须明确国际化人才的培养标

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学会生存——教育世

界的今天和明天》一书中对人才的基本要求是：

学会求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学会生

存。而国家高级职业人才素质导向中强调六种生

存技能的核心内容是：表达能力，演算能力，信

息与处理技能，与人合作的技能，自我提高与更

新的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六种能力被认为

是未来从事一切职业的必备通用能力。

三、构建合理的培养模式

1．培养目标

从专业的角度，中德合作工商管理专业的培

养目标应设立为：“培养具有大专学历层次，掌握

现代管理学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具备专业基本

素质和解决企业管理问题的实际操作能力，有较

高的外语水平和综合素质，以及跨文化交流和沟

通能力，并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能

胜任面向企业一线管理、策划、营销、财务、服

务等岗位上的工作任务，适应区域经济发展需求

的国际、国内人才市场需求的一线的管理技能型

人才。”从学生的角度，培养目标应明确为两个方

向：出国学生实现“顺利出国”，就业学生实现

“高薪就业”。

2．组织形式

为了达到人才培养目标，须设计合理的教学

组织形式。根据学生不同的需求，该专业应采取

“统一教学分类指导，因材施教重点明确”的组织

形式，先统一后分类，统一之中又有侧重：统一

公共必修课和思想政治类课程的设置和内容，统

一语言类教学和专业课教学的课程设置、课程名

称和教材，但在具体教学过程中对不同的学生因

材施教，教学内容有所侧重。具体做法为：

大一学年按英语水平分班。新生入学报到后

先进行英语基础摸底考试，综合生源地、高考成

绩、学习背景、摸底考试分数高低等情况进行分

班，分为A班和B班。这样分班的依据是，英语水

平是决定专业课学习顺利与否，以及三年后能否

顺利出国的必要条件，结合前面的调查发现，语

言障碍一旦不存在，专业课的理解和学习是很顺

利的。因此，出国主力军会主要集中在英语水平

优秀的A班学生中，加上大一学年，学生对三年后

的去向选择还不十分明确，根据英语水平来分班

有利于因材施教，提高教学效果。大二学年根据

学生“出国”与“就业”的意愿再对班级成员进

行微调整，确定为“出国班”及“就业班”。大三

学年两班同学已有明确目标和方向，出国班同学

将完成德方毕业论文写作，学校申请，语言学习

和考试，100%出国；就业班的同学将进行顶岗实

习，完成毕业论文，顺利高薪就业。

3．教学设计

大一课程设置主要是英语语言类课程，通过

大量的听说读写语法翻译等练习，提高学生的英

语水平，为后面的专业课学习做准备。对英语基

础较好的A班学生，语言训练侧重点应在于强化和

提高，对于英语基础较薄弱的B班学生，则应侧重

于基础语言体系的构建。语言教学的师资需配备

有海外留学背景的专业英语教师，以及外籍教师

教授口语。同时每个学期都开展德语选修课，在

课外时间，如夜间或周末，为有需要的同学开展

专业雅思、托福考试培训。大二学年，对于出国

班同学，根据“3+1”模式，继续加强针对性的英

语培训，如雅思、托福等，专业课应侧重理论学

习，侧重论文的撰写，侧重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

的研究方法等。对于就业班同学，专业课堂上则

需要增加更多的案例分析、小组讨论或模拟实训

练习，侧重实操练习而非理论学习。增加下企业

参观学习的机会，邀请企业高管来校讲座甚至兼

职授课，增加顶岗实习的时间，根据“2.5+0.5”
的模式分配授课及顶岗实习时间。大三学年第一

学期完成了专业课学习后，第二学年两班同学分

别为不同的目标努力准备。

4．教学方法

在专业课程体系中，实践教学是很重要的组

成部分，比重甚至高于理论学习。实践课程可分

为四种类型：

（1）案例教学。要培养工商企业管理专业学

生的解决企业实际问题的能力，最好的方式是通

过案例教学，如通过案例讨论、案例书面分析报

告、案例角色模拟、案例课堂演讲、案例辩论

等，提高案例教学效率，让学生通过案例教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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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式和互动式学习，实现理论联系实际，培养

“团队工作精神”，感受体会和把握管理的真谛和

精髓，提升发现、分析和解决管理中的实际问题

能力。学校为此设立专门的实训室及创新创业实

训基地。

（2）交换项目。中德双方计划设立交换生项

目，互派双方学生和老师到对方院校学习，增进

双方合作深度和广度，扩大项目的国际影响力。

中国学生能真切接触德国教育，德国学生有机会

了解中国文化，中方老师能进一步提高教学水平

和能力。

（3）校企交流。大力开拓外企或涉外企业进

行校企合作，聘请涉外企业的高层管理者为客座

教授或兼职教师。定期派学生到合作企业进行参

观和交流，让学生提前感受企业工作环境和氛

围，明确企业用人要求。建立学院奖学金机制，

鼓励本专业学生赴企业进行实训。

（4） 语言实训。重视开展英语语言实训课

程，通过利用校内语言实训室，培养学生的英语

听说读写译的基本能力，为有机会在外资企业从

事生产管理工作的学生奠定良好的英语语言运用

基础。

[责任编辑：张强]

Explor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Training Mode of Sino-Foreign Cooperative School-running
—Taking Sino-German Cooperative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pecialty of Zhuhai City

Polytechnic as an Example
LUO Si

(Zhuhai City Polytechnic, Zhuhai 519090, China)
Abstract: The key of Sino-foreign cooperative school-running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root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talents training mode, and manifests the advantages and advanced characteristics. The two parties need to clarify the talents training
targets, analyze and study all kinds of problems during the process of school-running and find effective cooperative training mode.
To realize the talents training target of“going abroad smoothly”and“well-paid employment”, Zhuhai City Polytechnic combining
with the relevant researching experience and theories, puts forward the ideas of constructing reasonable talents training mode as well
as the concrete operating ways by analyzing the problems of language learning, study motivation and attitude and comprehensive
qualities found in the questionnaire.
Key words: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Sino-foreign cooperative school-running; talents training mode; characteristics of
school-ru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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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共同体视角下中高职衔接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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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以来，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促进职业教

育发展的制度与政策，尤其是构建现代职业教育

体系的发展战略。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类型，

中职教育与高职教育在学历层次、人才培养规

格、职业资格标准、课程体系等方面迫切需要系

统化设计和有效衔接，同时区域产业转型升级也

需要职业教育培养大量中高级层次的职业技术技

能型人才，这是催生中高职衔接发展的外部因

素。从生源入口看，中职校吸纳更多的优秀初中

毕业生生源，高职院校为弥补普通高中生源不足

的问题，需要吸收中职生进入普通高职院校继续

深造。从人才需求关系看，企业为解决用人难问

题，也希望与高校合作，开展技术技能型人才的

协同培养，这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内部因素。

外因需要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如何使中高职

院校协同、协作进行有效衔接，融入企业资源，

建立校企联姻、融合的办学机制，是当前职业教

育尤其是中高职衔接中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文

章以区域经济发展特点出发，基于利益共同，通

过在中职校、高职院、企业之间建立校企联盟，

形成职业教育利益共同体，整合并优化各方资

源，为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服务。

一、中高职衔接中的若干问题

当前，中高职衔接实践中的问题主要有：

一是高职的普高生源萎缩和中职生源的扩

张，导致生源质量的下降，尤其是中职注册入学

比例的上升，对高职段的课程学习压力和难度比

较大，超出了其学习能力范围，使衔接专业课程

标准执行难度加大，专业标准实现困难。

二是中高职衔接课程体系的一体化设计与分

层问题突出。目前比较普遍的做法，是由各高职

院校自主选择中职校进行衔接试点，自行设计人

才培养方案。衔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虽解决了一

体化设计问题，却忽略了学历层次问题，把中高

职衔接办成了五年一贯制。

三是实施中高职衔接试点的中高职院校是自

主联系、协商，教育主管批准，中高职衔接院校

之间的地域差异或距离，产生新的院校壁垒，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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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教育教学资源共享，尤其是企业参与专业共

建停留在书面协议上，很难落实到位。

为此，中高职衔接既要解决人才培养一体化

设计问题，也要解决企业全程参与专业共建难

题，使中高职衔接回归职业教育本位。基于职业

教育利益共同体的中高职衔接研究是解决体系衔

接、资源重组优化、课程内容与实施衔接的重要

途径与方法。

二、相关概念界定

关于职业教育利益共同体的概念，国内学者

赵军把它定义为：职业教育的行动者（学校、家

庭、政府、行业企业等），基于一定的价值认同和

共识，以合作的形式进行有机结合而形成的群体

或组织，其作为形式或实体而存在，既是一种利

益共同体，也是一种伦理共同体。职业教育利益

共同体的构建是解决校企深度合作的主渠道，其

中的合作驱动机制主要是利益驱动机制。共同体

成员间具有共同的教育理念、协作意识和价值取

向，基于各方利益、兴趣和关注点，以协商为基

础确定共同合作目标和任务。

中高职衔接是指中职和高职这两种不同层次

的职业教育之间的相互衔接；是中职与高职的相

同或相近专业的衔接，不是简单的学历层次嫁接

或学制衔接，而是中职与高职在专业设置、培养

目标、课程体系、课程标准、评价体系等方面的

全面衔接，是一种职业教育内部的衔接。

三、利益共同体相关方在中高职衔接中的角

色定位

基于利益共同体的中高职衔接，要处理三个

关键问题，一是形成利益共同体相关各方的角色

定位；二是共同体的协作机制；三是构建中高职

一体化的人才培养体系。其中第一个问题是基础

和关键，只有明确中高职院校间，职业教育主体

与行业企业间的角色，或者是相关各方在人才培

养过程中的责任与权利，才能形成长效合作机制。

校企合作过程中，中高职院校与企业的角色

主要依据各方的价值取向。长期以来，中职教育

作为终结性教育主体，以就业作为价值取向，中

职学生毕业后升学困难，唯一的升学途径是成人

教育。中职教育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起基础性

作用，一方面承担向社会输送一线劳动技术工

人，同时为具有升学意愿或条件的学生提供升学

所必须具备的知识与技能培养。高职教育是中职

教育的学历延伸与技能训练拓展，高职院校培养

技术生产工人，体现人才培养“高”的特点，既

为职业教育本科层次输送生源，又承担高一级职

业技能人才的基础性教育工作。

技能实践需要真实的生产性环境。在人才培

养过程中必须争取行业企业的广泛参与，倡导工

学结合，半工半读，在工作过程中学会工作，掌

握技能，应用技术。企业为降低生产成本，将一

线劳动密集型工作岗位安排给中职校学生实习或

实训，而将生产管理岗位或某些专业技术岗位安

排给高职学生实习，以提高企业效益。学生通过

实习或实训，扮演学徒或劳动者身份，为企业提

供劳动力。从企业选用人才角度，企业是因岗选

人，依据工作岗位的技术需求，以能力是否满足

岗位要求为价值取向，通过与中高职院校合作，

实现其利益最大化。

四、基于校企共建专业的中高职衔接的途径

1．职业教育利益共同体的校企合作机制

校企合作开展中高职衔接专业建设涉及企

业、中职校与高职院的三方利益，中高职院校的

利益点在于人才培养，向行业培养合格的技术技

能人才。合作过程中，利用企业的生产实践资

源，为学生提供生产实训与实习就业机会，为专

业教师提供行业新技术培训与挂职实践机会，积

累实践经验，提升专业的科技与社会服务能力，

实现校门与厂门的对接。中高职院校作为职业教

育同一类型的不同层次的教育主体，互相之间都

存在保证优质生源的共同利益，都有共享对方资

源的合作意愿，以降低教学运行成本，提高人才

培养质量是其共同目标，也是共同利益。所以兼

顾中高职院校、企业各方利益关切，基于利益共

同构建共建专业联合体，形成稳定的专业建设协

同创新机制，是保证衔接专业建设的基础。

选择中职院校优势品牌专业和高职院校相同

或相近的专业进行专业对接，统筹优化共享中高

职教育资源，引进企业既参与中职校的专业建

设，又参与高职的专业建设，融合企业生产与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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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资源，协作企业分别在不同阶段、不同层次提

供专业实训资源或技术应用工具，为中职段提供

师资实训和学生实习，为高职段提供生产性实训

和专业教学，负责推荐或接纳毕业生就业，全程

参与专业建设。建立校企资源共享和专业共建的

机制，创新中高职衔接过程中多方参与专业建设

的途径与方法。

2．技能训练贯穿、职业资格分级的人才培养

体系设计

按照现代职业教育理念，职业教育课程体系

应紧密联系技术领域和职业岗位的工作能力需

求，以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为主线。高职教育的

生源主要来自普通高考，学历教育价值取向明

显，缺乏应有的职业教育属性，一开始就表现出

中高职出现断层现象，从中高职教育的课程结构

也可以看出，中高职相同或相近专业的许多课程

设置重复，职业资格证书缺乏层次，高职教育并

没有体现出“高”的特点，造成中高职衔接在实

践中的形式主义与内涵的缺失。

中职教育与高职教育本属于职业教育类型，

所以中高职衔接，首先是专业设置铆合、目标层

次衔接。中职是职业教育基础，高职是中职的学

历延伸与技能提升。在职业功能分析法指导下，

以职业标准为导向，明确界定中高职阶段目标与

专业标准，突显技能训练贯穿两个教育主体，包

括企业元素的融入，以及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的广

泛参与。其次是对两个学历层次的相同或相近专

业之间进行课程体系重构优化与衔接。全面统筹

中高职教育教学内容，保证知识的连续性和整体

性，构建由文化课、专业课、专业选修课、公共

选修课、实训课等共同组成的中高职衔接课程体

系，有效保证知识结构、能力结构和技能结构的

贯通性，将职业技能训练贯穿中高职教育始终，

将职业资格分级设置，层级衔接呈螺旋进阶，分

段实施，形成总体设计、分级实施、分段培养的

职业技能训练体系。

3．核心资源库的分层设计

我国职业大典涵盖了大部分职业分类与标

准，尽管社会发展与分工的细化创造出更多的职

业、工种和岗位，但究其实质，这些社会分工或

细分衍生出来的职业，都具有相通性或共同的职

业功能模块和职业技能模块。专业技能训练体系

解决的是人才培养的逻辑设计问题，即培养什么

人、如何培养人、沿着什么路径、核心技能与职

业资格证书描述等信息，或者说是专业标准问

题，至于具体训练哪些项目、如何训练、训练目

标以及各训练项目（课程）之间的逻辑关系如何

等，就是课程标准的设计内容，课程标准是为专

业标准服务的，若干门核心课程群目标覆盖专业

标准。

职业标准体系的分层化是国际惯例。针对中

高职衔接专业的特点，应用职业功能分析法，依

据工信部、人力资源部颁布的 IT行业资格标准，

对照网络安全与管理职业标准，按照中高职课程

资源一体化设计与开放共享的思路，基于职业资

格分级，对衔接专业核心课程资源进行分层设

计、系统开发。信息安全技术专业核心课程资源

库分中高级两个层级，每个层级设计职业功能模

块和职业技能模块，明确界定技术操作规范、活

动领域、知识内容、技能鉴定要求等。中级的职

业功能模块主要为基本技能模块，按照中级证书

要求进行设计；高级的职业技能模块分为衔接模

块和方向模块，并将中高职的核心课程资源模块

进行系统集成与整合，形成由高职、中职和企业

三者共建共享型专业教学资源库应用平台，为中高

职在校师生及相关行业从业人员提供学习资源，促

进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系统培养。中高职衔接信息

安全技术专业核心资源库框架如图1所示。

4．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互渗互透

图1 信息安全技术专业核心资源库框架

高职
教育
阶段

中职
教育
阶段

网络安全管理工程师

网络系统集成工程师

计算机网络管理员

计算机维修与操作工

文字速录员

网线攻防与实践

网络安全配置与管理

信息安全检测与评估

系统安全运行与维护

网络系统集成与管理

三层交换与路
由管理

三层交换与路
由实现

Liunx服务器配置
与管理

Windows服务器
配置与管理

衔接
课程
资源

网络综合布线与施工

计算机装配与维护

文字处理与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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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技能训练贯穿、职业资格分级、人才培养

分段的中高职一体化人才培养方案设计，还应包含

两种教育主体的文化渗透，资源共享以及企业文化

元素的融入等内容，按照中高职一体，中、高职段

自成体系的总体设计思路，对高职在招生宣传、入

学教育、专业认知等方面提出明确的要求，使高职

段的学生管理团队提前介入衔接专业。由高职院校

牵头组建有专业教学团队、企业工程师组成的中高

职衔接专业工作组，定期到合作中职院校开展主题

教研活动，邀请中职校骨干教师来院开展专业教学

研讨会，针对在校学生表现、专业学习、技能鉴

定、人文素质培养等方面遇到的问题及时进行沟通

解决，对中高职衔接专业核心课程进行标准化设计

开发。

定期组织衔接专业学生进入高职院校参观校

园，熟悉校园管理与文化；参观合作企业，了解实

训环境要求；组织参加专业竞赛、职业技能大赛，

选派优秀毕业生到衔接班进行学习与工作经验分享

与座谈交流。高职教师到衔接班开展学术讲座，开

设示范课或公开课，使衔接专业学生提前融入大学

生活，提高学生的专业认同感和归属感，扩大中高

职衔接的社会影响和专业品牌效应。

[责任编辑：杨理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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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Path of Connection between Secondary and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ty of Interests

— Taking Information Security Technology Specialty of Suzhou Chien-Shiu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s an Example

YANG Zheng-xiao LIU Jing
(Suzhou Chien-shiu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Taicang 215411, China)

Abstract：The essence of the connection between secondary and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the connection of the same or similar
specialties between the main body of secondary and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ty of inter⁃
est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ooperation mechanism of cooperation innovation and co-building of specialties among secondary voca⁃
tional school,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and enterprises, to construct the integrated talents training scheme by means of "occupational
skills training throughout, occupation qualification grading, talents training dividing into segments". It proposes the way and path of
connection in the specialties co-built by schools and enterprises, which has an important guiding significance and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Key words: vocational education; community of interests; path of connection; occupation qualification gr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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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心理学视角下大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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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建设创新型社会要求不断提高的大环境下，大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培养显得尤为重要。积极

心理学是一门从多元思维和正面激励的角度来激发正能量、挖掘人的潜能、激发优秀品质的学科，大学生

创造性思维的培养与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有着密切的联系。积极心理学运用积极可行的教育方法，能有效激

发大学生创造性思维的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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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发

展的动力。创新的时代需要创造力。党的十八大

正式提出“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并强调

“科技创新是提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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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为新

时期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加快大学生创新能力的

培养提出了明确要求。

随着当前国家对创新能力的高度重视和教育

学、心理学界对创造性思维研究的不断深入，高

等教育在创造性思维培养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有益

的尝试，如项目化教学、慕课等正在顺利推进并

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肯定成绩的同时还要清醒

地认识到，总体看来，我国大学生的平均创造力

水平距离当今世界迅速发展的高科技要求还有一

定的距离。究其原因，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培养不

足是影响我国大学生创造力水平提高的一个重要

因素。

积极心理学以马斯洛的人本主义理论为基

础，提倡充分挖掘人的潜能，培养人的积极心理

品质。在当前形势下，积极心理学的主张对大学

生创造性思维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

一、创造性思维的内涵解读

美国心理学家吉尔福特认为狭义的创造性是

指创造性人物特征的各种能力中最有代表性的因

素，而广义的创造性指的是创造性人格。

英国创造学家迪博诺认为“思维是为了某一目

的对经验进行有意识的探究”。我国心理学家彭聃

龄认为“大脑是思维的物质外壳，思维是大脑的机

能，是大脑对客观世界的概括的、间接的反映”。

概括起来看，创造性思维是指重新组织已有

的知识经验，提出新的方案或程序，并创造出新

的思维成果的思维活动。

二、国内外创造性思维培养模式研究综述

美国对创造性思维的研究和开发始于 20世纪

30年代。1938年，美国学者阿历克斯·奥斯本首次

提出“头脑风暴法”，奠定了现代创造学的基础。

1944年，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教授威兼·戈登（W.J.
Gordon）提出“综摄法”（Synectics Method），主

张以外部事物为原型，通过发散性思维和拟人类

比、直接类比、象征类比等方法来启发思考、挖

掘创造潜力、培养创造性思维。美国在 60年代开

始进入创造性思维的深入研究和实质性推进阶

段，国家投入了大量物资、技术和人员进行创造

力研究，并建立创造力研究中心，要求美国从小

学到大学的所有学校必须开设有关创造性思维培

养的课程。1989年，美国更是明确提出要“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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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人的时间造就具备创造性思维的国民”。当前美

国正在推广一种新的教学模式——“阿尔法”计

划，该计划主要用以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从 20世纪 60年代开始，加拿大、德国、法

国、英国、西班牙、日本等国家开始借鉴美国在

创造力方面的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结合本国国

情，通过教育改革、健全法制等手段，在各自国

家开始了创造性思维的研究和实践。他们以脑解

剖学、生理学、心理学、创造学等学科的发展为

基础，从跨学科的多元化视角对创造性思维的生

理机制和心理规律进行了研究。1985年，日本教

育改革提出了八条改革的基本设想，其中包括培

养学生的创造力和发散性思维能力、表达能力。

具化到课程改革中体现在日本的中学课程标准中

就开始强调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尤其是创造性

思维与技能。

我国关于创造性思维的研究开始于 20世纪 80
年代初。80年代我国台湾著名教育专家陈龙安教

授提出了爱的 （“ATDE”） 创造性思维培养模

式。主张通过“设计问题情境——自由联想——

实际活动——师生共同评鉴”四个环节来培养学

生的创造性思维，概括起来就是“问、想、做、

评”的“ATDE”创造性思维培养模式。从1993年
开始，我国先后成立了全国中小学创造教育研究

会、中国发明协会高校创造教育分会等专业机

构。继 2005年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之后，我国

关于研究力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

如何改革人才培养模式，以便更好更快地培养创造

发明型人才；二是如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使创

造型人才在社会上能够脱颖而出发挥作用。

综上所述，虽然国别不同、时代不同，对人

才的培养目标不同，但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创造

性思维的培养是各国的综合国力发展战略和教育

改革中一个永恒的主题。

三、积极心理学对培养大学生创造性思维的

意义

积极心理学的创始人是美国当代著名心理学

家马丁·塞里格曼（Martin E.P. Seligman），谢尔

顿 （Kennon M. Sheldon） 和劳拉·金 (Laura King)。
自从 20世纪末在美国兴起之后，迅速成为影响西

方心理学界的一股新的研究思潮。积极心理学提

倡以积极的视角诠释心理学，主张以人的积极力

量、优秀品质、潜能和美德为研究对象，以此来

最大限度地激发和挖掘人的潜能，从而改善人格

特征，创造美好生活。

1998年Seligman在《APA Monitor online》的一

篇文章上，指出心理学肩负着三项使命：一是以

人的消极心理为研究对象，发现并治疗精神疾

病；二是激发正能量，提高生活品质，使生活更

加充实和有意义；三是通过对创造力的研究，发

现和培养天才。由此可见，积极心理学主张通过

挖掘和促进人性中的积极力量，来抵御和消除消

极力量的影响，从而致力于塑造良好的人格，促

进创造力的开发。

积极心理学对大学生创造性思维培养的意义

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积极心理学有利于提升大学生的心理健康

水平

创造性思维培养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创造力

的开发。创造力的开发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

程，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共同努力。创造性

思维具有开创性和主动性，它以探索未知事物为

目的，具有开拓性和创见性，是集中思维和发散

思维的有机结合。心理学认为，创造性思维是不

仅可以透过现象揭示客观事物的本质，而且可以

在已有经验的基础上产生开创性的思维成果。培

养大学生积极乐观的心态，提升大学生的心理健

康水平，是培养大学生创造性思维的重要条件。

积极心理学的一个主要宗旨是挖掘人的潜

能，激发人格的创造力。一个人如果情绪焦虑或

抑郁、具有暴力和攻击行为、成瘾行为等心理问

题，要想具有较高的创造性思维水平几乎是不可

能的。积极心理学主张心理学应该研究怎样创设

积极的社会环境和条件来培养人们积极的情绪体

验和积极的人格特征，从而提升人们的心理健康

水平和生活质量，及时发现和充分挖掘人们的潜

能。它通过运用实证和非实证的研究方法，采用

大量的演绎推理和文化解释学等方法，培养大学

生创造、勇敢、开朗、乐观等健康的心理特征，

并进而激发和培养大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品质，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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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和创造力水平。

2．积极心理学有利于开发和培养大学生的创

造性思维品质

目前学术界认为创造性思维来源于灵感与奇

想、直觉与观察、想象与天真、天性与勤学、实

践与激情等。具有创造性思维品质的人，在分析

问题和解决问题时能够自觉打破常规思维和已有

知识的限制，从多角度、多方面去思考和实践。

一位听课老师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在小学一年级

的语文课上，老师提问学生“雪融化了是什么？”

孩子们齐声回答“水”，老师满意地笑了。这时有

个孩子突然冒出一句“春天！”老师瞪了他一眼，

认为他是故意扰乱课堂秩序。雪融化后变成春

天，这是多么富有创造力和充满诗意的答案，这

是创造性思维的生动体现。创造性思维的答案往

往不拘一格，因为创造性思维具有广泛性、独创

性、批判性和灵活性等特点。大学生正处于青年

时代，这正是创造性思维发展的黄金时期。

心理学家认为，人脑有四个功能部位：一是

感受区，主要功能是接收外界刺激；二是贮存

区，主要是将感受区接收到的刺激进行收集和整

理；三是判断区，将收到的刺激源进行分类和评

价；四是想象区，将接收到的新信息与以前的知

识经验进行整合，通过同化和顺应等过程达到心

理的平衡，从而实现对信息的加工和新知识的获

得。创造性思维不仅需要感受区、贮存区和判断

区的积极参与，更需要发挥想象区的功能。而心

理学研究表明，想象区的功能一般只开发和运用

了15%，其余85%的功能还有待开发。这85%的空

间将是创造性思维能力开发的重要领域。

积极心理学从开放性和欣赏性的角度，以期

望激励理论、吉尔福特的三维智力模型等理论为

基础，运用积极心理暗示、榜样示范法等方法，

通过创设积极的环境条件来培养大学生积极的价

值观、积极的情绪体验和积极的行为方式，鼓励

大学生勇于实践，大胆开拓，不断开发和挖掘创

造性思维的潜能。

3．积极心理学有利于促进创造性思维品质从

理论到实践的转化

创造性思维的概念、特征、理论基础等固然

重要，但除此之外，心理学和教育学领域最关心

的还是我们如何培养创造性思维，如何培养人的

创造力，以及通过创造性思维在实践中的运用来

改善生活品质。

积极心理学通过各种途径和方法来塑造大学

生的创造性人格，努力营造一个开放、宽松、发

挥想象力的环境，培养大学生积极的人格特质并

把创造性思维的品质付诸实践，鼓励大学生以自

己的眼光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帮助大学生在创

造性学习活动中获得积极的情绪体验，从而培养

大学生运用创造性思维品质来解决问题的能力。

四、积极心理学在培养大学生创造性思维中

的运用

创造性思维对大学生的创造性人格发展和社

会发展均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高校作为培养大

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的重要阵地，应紧密结合社

会需求和大学生的年龄特征和心理特点，将培养

创造型人才作为主要目标，努力塑造大学生良好

的创造性人格。因此，重视培养积极心态和挖掘

个人潜能的积极心理学可以为培养大学生创造性

思维能力开辟新的途径。

1．头脑风暴法

头脑风暴 （Brain-storming） 是来源于精神病

理学的术语。在精神病理学中，头脑风暴指的是

精神病患者特有的一种精神错乱状态；后来，该

术语逐渐被引用到管理学和心理学中，指的是参

与者通过无限制的自由联想和热烈讨论，激发新

观念或新想法，从而培养创造力，最终有效地解

决问题。管理学和心理学研究表明，为保障头脑

风暴法的效果，参与者以 10—15人为宜，时间一

般为20~60分钟。会前要明确主题，并通知参与者

充分准备；会中要遵循庭外判决原则、自由畅想

原则、以量求质原则、取长补短综合改善原则、

求异创新原则、限时限人原则等。

通过头脑风暴法可以有效地激发创造性思

维。心理学研究表明，集体讨论时，每一个新思

想的提出都可以引发其他人产生联想反应；不受

限制的热烈讨论可以有效激发参与者的热情和竞

争意识，并激发参与者产生新观念的个人欲望，

有利于创造性思维的培养和问题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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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愿景激励法

愿景激励法是美国行为科学家爱德华·劳勒和

莱曼·波特提出的一种激励方法。其理论依据是前

苏联心理学家维果茨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最近

发展区理论认为现有水平与可能的发展水平之间

的差距就是最近发展区；设置一个切实可行的目

标可以最大程度地激发人们的潜能和创造力。在

最近发展区理论的基础上，愿景激励法认为适时

和适量的激励可以激发人们的努力和创造力，形

成设置目标→努力探索→取得绩效→适时奖励→
心理满足并从满足回馈到继续努力这样的良性循

环。激励的效果取决于目标设置的合理性、奖惩

制度的公平性、组织分工的明确性、考核的科学

性、领导作风的民主性等多种综合因素。影响工

作绩效的因素也是多元的，如个人的能力、付出

努力的程度、对工作任务正确理解的程度等；奖

励要与绩效密切关联并以绩效为前提等。积极心

理学认为，通过愿景激励法可以最大程度地激发

人们的创造力和潜能。

3．积极暗示法

暗示法（Suggest opedia）的创始人是保加利亚

心理分析教育家Georgi Lozanov。积极暗示法从瑜

珈的原理中借鉴了改变意识和注意的技巧，强调

周围环境的影响力以及引导者在行为改变中所起

的权威作用。认为对所有的参与者来说，不论起

点水平高低，只要能接受心理暗示，都可以获得

进步。

积极心理学认为积极的心理暗示对人的成长

和发展至关重要，认为人是在与环境的互动中获

得经验的，环境对人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因

此，培养大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品质，一要营造富

有创造力的环境。如举世瞩目的贝尔实验室，作

为世界一流的研发机构，在实验室总部大门内的

塑像下镌刻着这样一段话：“离开常走的大道，潜

入丛林，你就会发现前所未有的东西”。这里的

“离开大道，潜入丛林”就是鼓励人们运用创造性

思维，另辟蹊径，勇于探索和发现。二是积极开

发创造力的实践活动，并及时进行正强化，鼓励

大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发展。比如校园文化创意大

赛、宿舍设计比赛以及小发明展示等，使大学生

在实践中亲身收获到创造力带来的成功和幸福。

既激发了大学生创造思维的兴趣，又提升了大学

生的动手能力。三是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供坚

实保障。为了做到大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可持续培

养，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建设一支结构合理、动态

发展的师资队伍，为大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训练提

供坚实的师资力量和软硬件保障。

[责任编辑：刘晓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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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ivation on College Students’Creative Think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itive Psychology
XIE Li-ping

（Beijing College of Politics and Law, Beijing 100054,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environment of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constructing an innovative society，it is very important to cultivate col⁃
lege students’creative thinking. Positive psychology tries to stir up the positive energy, excavate the potential energy and inspire excel⁃
lent quality from the angles of multivariate analysis and the positive encouragement. There is an intent contact between the cultiv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creative thinking and their psychological health. Positive psychology mobilizes active and feasible educational
methods, which can arouse the potential of creative thinking among college students.
Key words: positive psychology; college students; creative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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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技职教育培养体系与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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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台湾技职教育培养体系以“完全双轨制”为特征，初中毕业学生可以选择在“普通教育”

和“技职教育”两大体系内学习，纵向追求人才的专深性发展，横向与普通教育沟通，平等平行。台湾

技职教育发展得益于法规建设、“普职”平等、资格准入、权益融合、师资能力、培养代训、多元办学、

教学机制等建设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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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台湾地区的技职教育在上世纪 50年代中

期逐渐兴起，经过20年的探索和发展，到70年代

基本形成初等、中等、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

格局。随着一批技术学院和科技大学的改制，现

在已经建立起较为完备的现代职教体系、多元投

入的办学机制和人才质量保障机制，培养的职业

人才深受社会认可和企业欢迎，对台湾地区的经

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因此，研究和分

析台湾地区技职教育的理念、模式、经验和作法，

对积极探索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助推职业教育

深化改革和创新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台湾技职教育培养体系

台湾的技职教育体系以“完全双轨制”为特

征，初中毕业学生可以选择在“普通教育”或

“技职教育”两大体系内学习。台湾的技职教育纵

向追求人才的专深性发展，教育机构类型及层次

多样，包含高级职业学校及综合高中、社区学

院、专科学校、技术学院、科技大学等专科、本

科、硕士与博士研究生各个层次，体系通达；横

向与普通教育沟通，平等平行。

台湾技职教育主要依靠社会力量办学，高等

技职教育占据绝对主体，其中科技大学以综合性

系所为特色，以大学部及研究所为主，但仍附设

专科部。技术学院区分为二类，第一类含大学，

以大学部为主、研究所为辅，以专业系所为特

色，附设技术院系，不设专科部；第二类是经专

科改制的技术学院，保留专科部，原则上办大学

部及专科部。专科学校分专科二年制及五年制。

社区学院以二年制学程及短期学程为主。

技职院校学生入学考试以实务的专业科目为

主，与普通教育的考试科目不同，学生能否毕业

取决于学分的获取。

二、台湾技职教育特征分析

台湾技职教育的成功主要源于职业法规健

全，推崇普职平等，政府、学校、企业、社会全

方位共建，技职教育职能优化组合，严格职业准

入，校企紧密合作，建队伍重科研，教学以赛代

训，多元办学投入，严格质量监控。

1．完备的法规制度，为技职教育保驾护航

“产、官、学”联合办学是台湾技职教育的

重要模式。台湾颁布了《专科学校法》、《专科学

校规程》、《职业学校法》、《职业学校规程》、《高

级职校轮调式建教合作教育 （训练） 实施要点》

等系列职教法规，推行“技职教育再造计划”。对

技职教育进行顶层设计、观念倡导和行为规制，

使学校办学有方向，制度有保障。企业参与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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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成为法定的权利和义务，就业和待遇方面营

造公平的社会氛围，为技职教育发展建立全方位

的政策规范保障。完备配套的职教法律制度有力

助推了技职教育快速发展。

2．“普职”平等、纵向贯通，确保学生后续

发展

“多元”文凭和“普职”平等是台湾技职教

育得以纵深发展的重要观念支撑。同时，层次完

备、独成一体的技职教育体系是技职教育与普通

教育平等并行的重要框架支撑。此外，台湾技职

大学多由技职体系内专科升格形成，具有纯正的

职教血统，也成为台湾各层次技能人才培养无缝

对接的重要基础。例如，中州科技大学创立于

1969 年，2011 年升格为科技大学，该校具有专

科、本科和研究生三个培养层次，属于区域应用

型技术大学。

3．严格的职业资格准入与强化务实选拔机

制，助推学生高质量就业

台湾地区建立了严格的职业资格准入制度，

即持证照才能上岗，否则将被处以相应的罚款，

证照成为学生就业竞争的必备条件。基于这一制

度背景，台湾技职院校对学生的专业证照的获取

十分重视，采取证照考取与课程学习相结合的方

式设计课程和学分，相应的课程设计强调专题制

作及实务学习，可以考取证照取代部分学科的考

试成绩。同时，学生在校期间取得相应的专业证

照后，觅职的时间将有效缩短。证照制度的建

立，对毕业生获取社会认同、提升自我肯定、达

成专业目标、促进专业发展与促进公平就业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以中州科技大学为例，针对保

姆这个职业，建立起社区保姆培训系统，进行相

应的证照培训，保姆持证上岗。

强化实务能力培养是台湾技职学生深受欢迎

的重要机制。台湾技职院校强调人才务实能力的

培育，规定学生在毕业前都要与企业界进行接

触。他们充分利用政府发展政策，紧密结合区域

产业和环境特性，整合研发能力，推行特色实务

教学。各专业院系都有自己的特色中心，开展实

际的企业工作，学生做的都是企业的真实产品。

同时，在校企合作中，营造亲近产学的环境，推

动师生实务技能。通过“校外实习、职场体验”，

培养学生的硬实力。一般情况下，学生在校内学

习三年，必须要有一年的企业实习才能毕业。

4．校企深度融合、多领域共建，实现职业教

育人才合作共育

台湾的中小企业较多，职业教育与企业界的

合作通常较为普遍，私立学校的办学者多来自企

业界，职业院校与其区域内企业产学紧密合作，

涵盖师资队伍建设和实务教学能力培养，产业资

源共享改善学院设备，落实学生校外实习、协同

教学，合作共育，共建区域技术教学中心，建立

技专特色发展领域、特色评鉴机制等多领域扩展

产学紧密结合培育模式。与此同时，校方利用科

研攻关力量积极务实服务产业。学校与企业签订

合作协议，由教师提供技术支持与服务，并协助

产业转型与研发。此外，教师在企业研习也成为

校企“双赢”共建设的机制。教师从业期间都要

在企业研习，由研发处组织教师汇聚企业，为企

业提供服务。

5．师资队伍雄厚，研发能力强，是人才质量

的重要保障

“强师”出“高徒”，台湾科技大学教师要能

“文”能“武”。台湾科技大学十分重视师资队伍

建设，教师入职门槛高、从业要求严，“文”要具

有高学历 （学位），“武”要有超强的实务能力。

以中州科技大学为例，中州科技大学的 43名高级

师资中，95%以上都具有博士学位，均具备实务经

验和专业证照。此外，鼓励教师开展应用研发，

同时做到研发成果的配套转化工作。校方推广教

师研发成果，使教师专利商品化，通过建置专利

资源库与授权买卖平台、鼓励教师参加各类发明

展览、参加媒合发表等方式，提升技转成效，从

而促成科研能力建设的良性发展。

6．以赛代训，高规格竞赛，成就学生技能和

学校声誉

台湾科技大学在积极参加台湾举办的技能大

赛以外，还把触角延伸至中国大陆和国际，积极

组队参加海内外技能竞赛。以赛代训，通过高规

格的竞赛，既锻炼了教师和学生，也提升了学校

的声誉。例如积极追踪国际比赛动态，选定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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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项目，制定详细的参赛办法，然后进行专业

和个人特质的考量，借用以往大赛获奖选手的经

验，积极备赛，并结合专题制作进行针对性教

学，提升获奖成功率。

7．民间力量办学为主，社会力量办学优势突出

社会力量办学是指在政府教育部门许可的情

况下，为减少政府负担，促进教育发展，集合社

会各方面力量开办学校的教育推广方式。台湾的

职业教育大多依靠的是民间力量，四技（高职本

科）在校生中就读私立院校的学生占 62.03%，二

技（技专院校）在校生中就读私立院校的学生占

81.13%。

8．务实的教学机制，完善的监控机制，确保

教学质量

台湾技职教育突出实作教学和学生的综合素

质培养。以中州科技大学为例，一是学生学习期

间偏重实作课程；二是采取本位课程推动的方

式；三是开设跨领域学程，教学资源整合共享；

四是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推广教育均与业界结

合，使学校成为以期满足区域发展之实用性科技

大学。此外，该校还采取教师教学评比机制、学

生预警机制、校外实习品质保障机制来保证教学

工作。同时，强化学生辅导服务，完善职业生涯

辅导工作，并致力于培养学生的五大素养，即伦

理素养、民主素养、科学素养、美体素养、美学

素养，使学生养成三种精神，即公共性、自主

性、多样性，将这些内容融入通识教育，毕业时

必须获得此类学分方可通过。

三、小结

台湾技职教育在诸多方面的经验和作法具有

一定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首先，在法律层面积极作为，尽快健全完善

集团化办学、校企合作等配套的职业教育方面的

法律法规，建立健全职业人才就业准入和评聘机

制，建立多元投入机制，引入社会力量办学，为

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提供实有力的法律保障。

其次，切实重视和加强职业教育宣传力度，

在全社会倡导尊重职业技能人才、重视职业教育

的风气，提升全社会对职业教育和职业人才的认

可度。

最后，应结合实际、吸收借鉴域外经验，大

胆探索和加快职教体系内部的升格建设，使职教

领域自成体系、各层次无缝对接，为职业人才的

持续培养提供空间和平台。

[责任编辑：杨理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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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

人才的竞争。基于劳动力素质对提升本国经济实

力重要性的认识，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建立了职业

资格证书制度。其中，较早实施职业资格证书制

度的英国，以其优良的运作体系和较高的证书质

量享誉世界，成为许多国家效仿和学习的榜样。

一、英国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发展历程

1．初建阶段——开发统一标准与框架，形成

国家职业资格体系证书（NVQ）
英国的职业资格证书制度起源于行业协会，

证书市场呈现自由竞争的局面。由于颁发证书行

业协会众多，标准不统一，到 20世纪后半期，出

现“600多家考试机构提供6000多种证书”的混乱

局面，证书通用性、透明性差，严重阻碍了劳动

力在不同专业和职业之间的流动。

为打破劳动力流动的壁垒，英国政府强势出

手，先后发布《一个新的培训动议：行动方案》

（1981年）、《年轻人的教育和培训》（1985年）、

《英格兰和威尔士职业教育资格回顾》（1986年）、

《九十年代的就业》（1988年） 等报告和白皮书，

来推动建立统一的职业资格证书制度。1986年英

国政府成立职业资格证书全国委员会，负责开发

全国统一的职业资格标准和国家资格框架。1988

年，正式推出“国家职业资格证书”（NVQ） 体

系，分为 5 级，涵盖 11 个能力领域和大部分职

业，英国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初步成型。

NVQ由雇主制定标准，以胜任某一工作岗位

为目标，以实际工作表现为考核依据，具有较强

的专业性和针对性，顺应了工业时代经济发展的

需求，深受广大雇主和劳动者的欢迎。不过，由

于NVQ一味强调实践操作和专业性，忽视与技能

相关理论知识的学习和通用性，不利于从业者岗

位的迁移。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NVQ被认为过

于狭窄而受到冷落。

2．完善阶段——培养一般技能，形成普通国

家职业资格证书（CNVQ）体系

进入信息化时代以后，劳动力市场越来越不

稳定，雇主从强调劳动者精专于某一岗位或某一

技能，转而要求劳动者掌握具有灵活性的技能，

便于适应岗位的流动。因此对于年轻人来说最好

的选择就是学习能够有助于培养一般技能的课

程。英国开始反思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分轨制度

的弊端，在职业教育和培训中更加注重团队合作

能力与灵活技能的培养。

1992年，普通国家职业资格证书（GNVQ）应

运而生。GNVQ的宗旨是开发广泛职业领域所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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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能和理解力，让学生在升学和就业选择方面

更灵活。为了对不同的资格进行比较， 1997
年，NQF五级框架建立，至此，英国形成了国家

职业资格证书（NVQ）和普通国家职业资格证书

（GNVQ）两大证书体系，基本上规范了劳动力市

场，提高了从业人员的职业技能质量。

3．改革阶段——简化证书等级与课程设置，

引入核心技能，形成“资格与学分框架”

GNVQ强调的是广泛职业领域的一般技能和理

解力，它并不直接指向职业能力，即通用性有余

而专业性不足，获得GNVQ证书并不意味着就能立

即胜任工作，学生往往还需要考取NVQ证书才能

顺利找到工作。所以，GNVQ 实际认可度不如

NVQ。而且，GNVQ自身也存在评估标准较为复

杂、实际评估难度大、课程设置繁杂、实际通过

率低等缺陷。这些缺陷和问题迫使英国政府先后

于 2000年和 2006年取消GNVQ高级和初、中级证

书，分别用全新职业教育证书（Vocational Edu⁃
cation Certificate,VCE） 和职业普通教育证书取

代。由此，进一步简化了证书等级及相应课程设

置，改进了整个资格证书制度的可转换性与可操

作性。为了保证技能的普适性和可迁移性，此阶

段另一改革举措是引入核心技能，主要认可学习

者在交流沟通、数字应用及信息处理方面的能

力，核心技能成为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共同基

础，考试通过者可单独颁发证书。上述两方面措

施反映了英国政府追求教育平等，推崇普职平衡

的一贯政策，是英国政府为促使普职一体化和普

职等值再次做出的积极努力。

2004年，为了和高等教育资格框架（FHEQ）
对接，响应欧洲资格框架（EQF）政策，NQF框架

被改成了9级。NQF仍然存在很多现实问题：资格

证书名目繁多，不易理解；学习内容过多，学习

积极性和完成率低等。英国政府最终同意着手实

施一个新的改革框架——资格与学分框架（Quali⁃
fications and Credit Framework，QCF）。新框架

秉持终身学习理念，努力认可各种形式的学习结

果，体现了“全纳的 （inclusive） ”资格框架目

标。2011年QCF全面取代NQF，成为目前英国各

种资格唯一认可的学分框架。

二、英国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特点与运行

经验

1．完备的法律体系，为证书制度的健康运行

提供了法律保障

英国对职业教育的干预一直做到法律先行、

有法可依。英国政府先后颁布涉及职业教育的法

规达数十部，为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有效运作提

供法律保障；英国政府专门制订了一系列政策与

白皮书，作为职业资格证制度发展的指向标，推

动其实施；为有效落实国家职业标准，统一不同

颁证机构的评估方法，英国政府还颁布了《证书

机构共同协议》和《国家资格证书规则和指导》，

用以增强职业资格证书的权威性和科学性。

这些由政府颁布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既

确认了英国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合法地位，又保

证其健康有序运行，使职业资格证书获得了社会

各界的广泛认同与尊重。

2．政府主导，自上而下建立了权责清晰的组

织管理体系

为建立统一的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英国政

府主导，自上而下建立了由教育与技能部、国家职

业资格委员会（现为资格与考试管理办公室）、产

业指导机构、颁证机构和考评中心等几个部分组成

的层次分明、权责清晰的工作机构体系，为证书制

度的推行提供了组织保障。从英国组织结构管理体

系可以看出（如图1所示），英国政府扮演的角色主

要是制定政策和立法，它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

在宏观引导、规范、监督和控制上，具体事务（如

职业标准制定、资格考评和证书颁发等）由企业和

行业协会去做。这样在英国证书市场，政府和企

业、行业协会等相关利益群体通过巧妙分工，各展

所长，各司其职、协调配合、相互监督，共同维护

英国证书制度良性运行。可见，证书制度健康发展

需要在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的前提下，正确处理好政

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充分发挥企业和行

业协会的作用。

3．企业参与，制定了以职业岗位能力为基础

的职业标准体系

职业标准是职业资格证书制度运行的起点和

基础，也是职业培训和资格考核的根本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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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以来，英国先后在150个行业和专业设置了

数千个职业标准，这些标准都是由以企业雇主为

主的产业指导机构完成的。由雇主制定出来的职

业标准能灵活适应生产技术的变化，按照这个标准

进行培训和考核，证书才能真正成为劳动者职业技

能水平的“标签”，成为劳动力流动的“通行证”。

为了让能力标准具体化、可操作，在行为主

义能力观的影响下，英国采取职业功能分析法制

定职业能力标准。这种方法具有以下特点：（1）
通过陈述个人在工作情境中的行为结果（而不是

过程）作为能力评估的依据；（2）对行为结果的

说明有严格的格式要求和规则（行为、客体、条

件），概念、术语的使用必须准确一致，让所有使

用者都能获得正确的理解和认识，避兔标准在使

用过程中“失真”；（3）通过对影响工作角色的社

会和经济因素的分析，推测未来工作角色的功能

要求，从而使制定的标准具有较强的超前性、动

态性和灵活性。

另外，英国所有职业资格标准均采用共同的

模块式结构，由单元、要素、操作规范、适应范

围、知识要求及考核证据要求等六部分组成，标

准的统一保证了证书的通用性、透明性和可比

性，有利于打破劳动力市场流动的壁垒。

4．打破传统考试方法，建立以工作现场实际

表现为证据的考评体系

英国工作现场考核以学生工作现场实际表现

为证据来评定学生的职业能力，它更注重测试学

生能做什么，而不仅仅是知道多少。它抛弃了传

统考评中重理论轻实践的弊病，能保证职业标

准、培训标准、考评标准与工作标准的高度统

一。它实现了全面考核代替抽样考核，多次考核

代替一次性突击考核。这种全新的考评方式在保

证考核信度的同时，也提高了考核的效度，为人

才的培训和考核开创了新的途径。考评主要选择

在企业进行，既经济又高效。考评中心必须达到

一定标准并要经过颁证机构的审核认证，整个考

评要遵循严格的程序，职业资格委员会、颁证机

构和内外部督考员负责监督审核，整个考评过程

都体现出公平、公开。值得一提的是，考生在报

考之前，可以申请先前学习认定（APL），先前知

识、经验和技能不管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获

得，都将获得认可。APL可以避免培训和考核内容

的重复，节约社会资源。

5．严格执行资格证书质量管理制度

英国科学的标准体系和规范的考评体系，为

提高职业资格证书质量奠定了前提和基础。在英

国，证书就是质量的观念深入人心，英国政府委

托国家职业资格委员会对证书质量负总责，在全

国建立严格的质量保证体系。实行资格认定制

度，颁证机构和考评中心要经过政府资格认定；

考评员和督考员也要经过培训和资格认定，实行

持证上岗。统一所有证书机构的职业标准和考评

方法，建立考评和督考两支队伍，明确考评和督

考工作程序，有力促进了考评工作的制度化、规

范化以及考评人员的专业化，提高了证书制度的

权威性、科学性和可靠性。英国职业资格以其较

高的证书质量享誉世界。

6．建立资格框架，提升职业教育吸引力，促

进终身学习

英国资格证书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建立资

格框架，把各种证书纳入统一的框架体系。其根

本目的是为了实现资格证书和学历证书的等值，

让学习者在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两条轨道之间实

现自由切换。

2011 年 QCF （资格与学分框架） 全面取代

图1 英国组织结构管理体系

教育与技能部
（DFES）

资格与考试管理办
公室Ofqual(授权机

构)

制定政策框架

指导 规范

产业指导机
构LB（职业

标准）

颁布机构AO（授书）

外部督考员 考评中心（考核）

内部督考员

考评员
申请人

培训中心（培训）

培训与企业委员会TEC（推动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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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QF（国家资格框架）后，对学习的认可以学习单

元为最小单位（NQF中是以资格为单位），它为学

习者搭建起了一个灵活的、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学

习体系：以学习单元为单位，可以实现小步骤的

学习，学习者可以更方便地安排白己的学习、工

作和生活，而每个学习结果都可以马上得到认

可，这有利于保护学习者的积极性；相同的学分

不仅在不同的培训机构和颁证机构间转移，还可

以用于获得不同的资格，这样就避免了重复学

习，也便于学习者更换学习地点、学习机构和学

习方向等；学分的获得是完全基于是否达到相应

的能力结果的，不论学习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

方，以什么形式开展的。这样，各种非正规学习

都可纳入其中，如企业内训、社区学习等。可

见，QCF为英国建立了更加灵活、全纳的资格框

架体系，为终身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综上所述，经过多年努力，英国已经建立了

一个由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职业标

准完备、评估体系全面、证书质量较高的职业资

格证书制度。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英国关于职

业资格证书制度建设的诸多经验和做法，值得我

们学习和借鉴，以期结合我国国情建立具有中国

特色的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体系。

[责任编辑：刘晓梅]

参考文献：

[1]覃 薇.英国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研究[D].四川师范大学，2009:25.
[2]郑静姝.英国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再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12:76.
[3]陈李翔,陈卫军.英国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与鉴定技术[J].中国培训,1996(5).
[4]王雁琳.功能分析：英国职业标准开发述评[J].职业技术教育,2007(22):83.
[5]匡 瑛.我们高估了英国国家资格框架[J].江苏教育,2012(1):19.
[6]关 晶.从NQF到QCF：英国资格框架改革的新进展[J].职教通讯,2012(10):80.

Exploration and Analysis of British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 Certificate System
KONG Wei

(Heze Domestic Vocational College, Heze 274300，China)
Abstract: UK, with its early implementation of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 certificate system, is famous in the world with its good op⁃
eration system and the high quality of certificates. Based on a brief combing of the development course of the professional qualifica⁃
tion in UK, the paper introduces and analyzes its features and experience: complete legal system, clear responsibilities of organiza⁃
tion and management system, scientific and standardized system of professional standards, appraisal system by actual performance
in worksite, strict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of certificates, and equivalent qualification framework of general and vocational edu⁃
cation,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esent qualification "chaos" and help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 certificate
system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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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院校的实习生或初入职场的毕业生有时候

会发现，学校里所学知识无法或难以应用于实践岗

位，需要经过用人单位的再次培训才可上岗；或者

在工作中会遇到各种非专业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

是学校环境或课堂教学中从未遇到过或学习过的，

它影响着理论知识的应用，影响着自身的工作效

率。只有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实习、培训或适应期，

这些问题才会逐渐减少。这些问题涉及到一类知

识，即实践性知识。从前瞻性人才培养角度看，对

在校生进行有针性的实践性知识教学，将能有效避

免实践中遇到的诸多问题。

一、实践性知识意蕴

在前人对知识进行分类中，“实践性知识”一

词即已出现，如 1966 年美国大学教授陶尔士

（Towers）等人将人类知识分为描述性知识、规范

性知识、实践性知识和形式性知识，其中，实践

性的知识（Praxiological Knowledge）即对现象或

事件采取适宜行动、实践的知识。早在 1957年，

英国哲学家波兰尼（Polanyi）认为，人类有两种知

识，通常所说的知识是用书面文字或地图、数学

公式来表述的，这只是知识的一种形式，还有一

种知识是不能系统表述的，如果我们将前一种知

识称为显性知识的话，那么就可以将后一种知识

称为缄默知识。许多技能、方法、能力、交往、

态度、体会、情感等方面的知识都是缄默知识。

20 世纪 80 年代，加拿大学者柯兰迪宁 （Clan⁃
dinin）指出，“个人实践性知识”是指从经验中出

现的……和个人行动中表现出来的有意识或无意

识的信念体。它浸透并构成一个人存在的所有经

验知识。它的意义来自一个人的经验历史包括专

业与个人历史并为其所理解。

“知识”一词的复杂抽象性注定其分类及概

念的多样性。基于前人论述和职教实践，此处对

“职场实践性知识”定义为：在职场的特定情境

中，个体将所习得的专业理论知识应用于岗位实

践的工作过程中获得的经验、技巧等实效性知

识，它与理论性知识相对应，直接决定着职教学

生的职业适应与职业发展。职场实践性知识既属

于陶尔士教授所说的“实践性知识”，也具有波兰

尼所说“隐性知识”的特点，还与柯兰迪宁提出

的“个人知识或经验知识”具有共同意蕴。职场

实践性知识具有实践性、缄默性、情境性和个体

性等突出特性。实践性知识是人们在职场中参与

劳动实践的过程中产生或运用的，实践性是其最

大特点。相当一部分实践性知识难以言表，如工

人在岗位上表现出来的只可意会的“绝活”、“诀

窍”等，这就体现了实践性知识的缄默性。知识

是属于具体情境的，因为它依赖于具体的时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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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实践性知识即是在具体实践情境中人与

人、人与事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形成后也只有在

同质的情境出现时，它的应用才有价值，也就是

说，实践性知识的情境依赖性强。实践性知识是

个人知识，是个体在实践中带着个人的技能、理

解力、直觉、判断和自我反思而形成的，具有明

确的个人特色，是一种属于个体独特的知识。

前瞻性地看，初入职场的毕业生必须掌握以

下实践性知识：其一是基于技术的实践性知识，

将理论知识娴熟地应用于专业岗位，展现出高超

的技能；其二是基于组织文化的实践性知识，组

织的管理理念、规章制度、历史传承、服务宗

旨、质量意识等所形成的特有的组织文化，这对

初入职场的成员来说具有一定的约束力，如未能

全面把握，就会在工作中遇到诸多问题；其三是

基于人际交往的实践性知识，企业中的人际交往

不再如大学里那样直接、单一，初入职场的学生

要面临着较为复杂的人际网络。职业教育培养的

是面向生产、建设、管理、服务一线的应用型专

业人才，他们掌握必要的实践性知识有利于将所

习得的理论知识有效应用于实践，实现从“在校

生”到“职业人”身份的转变，有利于从学校环

境顺利过渡至职场环境，快速适应职场，为职业

发展奠定基础。

二、职场实践性知识开发的可行性分析路径

1．职场实践性知识开发的可行性分析

前瞻性地传授学生实践性知识，必须先对实践

性知识予以有效开发。尽管实践性知识具有缄默

性、情境性和个体性等特征，但开发仍是可行的。

第一，从实践性知识的缄默性来看，知识的

缄默性和显性只是描述知识在具象化上的难易程

度，难以具象化并不等于不能具象化。缄默知识

的强弱性质可以从下面这三个界限获得较为深刻

的理解。一是可以表达的东西与完全不可表达的

东西（不具有认识论意义，故不被关注）之间的

界限；二是在可以表达的范围内，存在着原则上

能够用语言手段来充分表达的知识与不能用语言

手段来充分表达的知识之间的界限；三是在原则

上能够用语言手段来充分表达的知识范围内，存

在着事实上被言说的知识和未被言说的知识之间

的界限。由此看来，知识并非不可表达，只是表

达手段不同而已。第二，从实践性知识的情境性

来看，实践性知识对情境具有较强的依赖性，但

并不是说实践性知识完全琢磨不透，而无法准确

识知。社会的、文化的、历史的情境是人们从

“信息解释”到“意义创建”的重要基础。即便最

具“超然”品格的科学，也要求“把一切普遍的

东西放回到它的特殊情境中考察，把一切抽象的

真理放回到它具体的条件中再检验”。这就意味

着，依赖于情境的实践性知识是能够得以剥离并

进行“意义创建”的。第三，从实践性知识的个

体性上看，实践性知识是个体在实践中经由反

思、总结而产生的，具有明显的个人烙印。然

而，当个人掌握了某方面的实践性知识，就会发

生知识的传递、交流与共享，如师徒间的知识共

享，这时，实践性知识就不再是个人的，而有着

群体性或组织性，这为知识的开发提供了可能。

2．职场实践性知识开发的具体路径

开发实践性知识可以循着以下路径展开。

（1）基于实习学生的感悟、反思与总结。从

知识的生成过程来看，实践性知识是个体在岗位

实践的具体情境中面对“实践问题”进行识知与

反思，并进行“自主建构”的结果。而初入职场

的大学生由于其经历、学识、思维习惯等方面的

“浅见”与“单纯”，一旦带着学校习来的专业理

论进入特定工作情境，引起的“冲突”将是深刻

而频繁的，积极的反思与自主建构也会有着丰富

的成果。因此，实践性知识开发者，完全可以利

用这些初入职场的“新人”，要求他们对当天在工

作过程中遇到的“实践问题”及其解决方式进行

回忆性识知与反思，并以书面方式（文字、图画

或符号等）详细记叙其过程以及个人的工作感悟

与经验总结。这些感悟与总结，是开发实践性知

识最为原始的资料。开发者对这些资料进行归纳

整理，一方面努力寻求这些知识的最大公约数，

在一定高度提取出普适性强的实践性知识，另一

方面，对于那些难以剥离于特殊情境的实践性知

识，可以案例的形式整体记载。

（2）基于优秀员工的经验库与记忆箱。优秀

员工是有效地应用专业理论知识，成功适应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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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情境且对岗位实践有着丰富经验的员工，他们

在多年的实践中经过识知与反思，有意或无意地

掌握着大量的实践性知识。专业实践者在具体情

境中的问题解决体现出一种艺术的、直觉的实践

认识论，而其核心就是行动中反思。行动中反思

的过程表现为：与情境的反思性对话——重新框

定问题——行动中新的发现——新的行动中反

思，螺旋式上升。这样，实践者每次新的行动中

反思的经验不断丰富了他的经验库。而且，他们

在实践中，对于一些难以言说的处理问题的方式

方法经多次重复以记忆碎片的形式深深地刻在个

人的潜意识中，并形成个人特有的记忆箱。因

此，知识开发者只要有效开启他们的经验库和记

忆箱，实践性知识就会不断显现。德国学者科若

赫提出了促使默会知识显性化的策略，即“分享

默会知识”、“创造新的概念”、“验证提出的概

念”、“建立基本模型”、“显现和传播知识”。因

此，开发者应抓住知识分享这一环节，通过小组

交流、头脑风暴等方法，使实践性知识得以表

达，进而将这些知识概念化或符号化，从而实现

知识的传播与共享。

（3）基于技术专家的成长故事与历史。以技

术专家为开发实践性知识的又一路径，其优势主

要有四：其一，随着工作环境的变迁和技术的不

断革新，从技术新手成长为技术专家，这其中积

淀了大量的实践性知识；其二，他们能成为专

家，是因为他们的经验与技能反复得到实践检

验、修正并取得成功；其三，由于他们丰富的阅

历以及成熟的思维、判断等，他们能从一定高度

对实践性知识予以把握，特别是具有规律性的实

践性知识；其四，他们对专业技术的把握达到了

娴熟于心的程度，所显示出的“绝活”对他人具

有极强的模仿价值，这为实践性知识的传递提供

了便利。可以这样说，技术专家们就如一本本充

满实践性知识的故事书，也是生动记录实践性知

识更新历程的历史书。为此，知识开发者应深入

“研读”这类“故事”和“历史”，对他们进行深

入的个案研究，亲临一线观摩他们的技能展示

等，及时记录、分析和归纳，提取出实践性知识。

（4）基于开发者的个人实践。开发者个人亲

临实践一线，历经一个个特殊情境，对各种实践

问题进行体验式观察与反思，是获取实践性知识

的又一重要途径。开发者既是专业理论的传授

者，也是实践教学的指导者。他们提前进入工作

过程，经历着学生即将要经历的一切，这不仅对

他们的课堂教学增添“实践性”成分，而且，他

们带着开发知识的目的进入职场，能积极深刻地

感受着“陌生”的情境，对“实践问题”作深层

次的探究与反思。虽然开发者和学生各自进入职

场所获得的感悟、反思及其结果会有不同，但开

发者的体验在为学生解决实践问题提供参考上仍

具有一定意义。开发者个人实践应成为工作过程

的一分子，而不能只是旁观者。当前，在大力提

倡校企合作的背景下，开发者可以此为平台，建

立不同专业领域的实践性知识开发团队和长效机

制，在长期的亲身实践与观察、反思中，积累实

践性知识，并对其进行反复验证，成为活生生的

具有实用价值的知识。这不仅是获取实践性知识

的有效途径，也是打造“双师”型教师、提升教

学质量的重要策略。

三、实践性知识教学策略

将开发出的实践性知识有效地传递于学生，

在教学中还必须贯彻一定的教学策略。教学内

容、教学形式和教学方法是教学策略的构成要

素，以下就其作些论述。

1．内容型策略

教学过程中如何有效地提供学习内容是教学

策略的核心内容。当前，职业教育的课堂教学

中，多以传授系统的专业理论知识为主，理论脱

离实际，以至于学生进入岗位需要经历漫长的适

应期或专门的入职培训。要改变这一现状，就必

须将紧贴工作过程的实践性知识纳入系统的理论

教学之中，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为此，

必须重新解构系统的理论知识，以工作过程为主

线，打破理论知识原有的系统性，使理论知识和

实践知识在穿插交错中以集群的形式同时呈现，

实现教学内容工作过程化，理论知识项目化。这

不仅能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还能培养学生

的实践意识，有效习得实践性知识。从工作过程

建设课程，课程不再只是以静态的学科体系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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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出现，而更多的是着眼于蕴含在动态行动体系

之中的隐性实践知识的生成与构建。总体上看，

可以两种方式呈现实践性知识，其一为点式渗

透，其二为面式铺开。前者以课堂教学和实践教

学为载体，点点滴滴潜于其中；后者则在课堂教

学和实践教学的过程中有针对性地集中进行，二

者点面结合，相互补充。

2．形式型策略

将实践性知识有效地传递于学生，还必须在

教学组织形式上采取一定策略。实践教学在职业

教育中占有一定比例，实践性知识来源于实践。

因此，有效开展实践教学，一方面能让学生获得

一手的实践性知识，另一方面能将课堂上间接习

得的实践性知识予以验证、巩固与提升。在实践

教学中，充分利用校企合作平台，组织好顶岗实

习，让学生在工作一线中去体验、反思，经教师

有意识的指导，学生能快速习得实践知识。教师

组织学生进入工作一线，观摩工人的操作、感受

企业的文化等，同时进行及时的解说、分析与总

结，也能让学生较好地掌握实践性知识。学徒制

教学形式兼顾顶岗和观摩的优势，在习得实践性

知识上发挥着重大作用。波兰尼十分强调传统手

工业时代的学徒制形式在当代教育中的借鉴作

用。他认为，不能够详细描述的技巧，也不能通

过规则的方式加以传递，因为它并不存在规则。

它只能通过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加以传递。知识的

习得离不开组织内部的沟通与分享，知识的创造

发生在组织学习与知识共享过程中，而这对于难

以言表的实践性知识而言，更是如此。因此，开

展分组教学是又一形式策略。将学生分成若干个

学习小组，在工作实践中建立小组汇报制，通过

小组成员间的相互沟通、探讨，从而实现知识的

传递与共享。

3．方法型策略

方法型策略是在传递实践性知识时以教学方

法和技术为中心的策略。在传统的课堂教学中传

授实践性知识，显然不能靠“灌输”和“填鸭”，

这样学生难以有效“内化”并“构建”起自己的

个人知识。实践性知识产生于实践，产生于个人

的“内省”与“体验”，这就决定了所运用的教学

方法必须具有行动性、情境性，有利于将岗位工

作引入课堂教学并实现“做中学”。在这一原则

下，可供选择的教学方法有情境教学法、体验式

教学法、案例教学法等。情境教学法通过创设特

定情境，引导学生进入这一情境，从而激活学生

思维，积极寻求解决问题办法，从而获得实践性

知识。体验式教学法与情境教学法相似，但更注

重学生的情感体验，不仅要创设并引导学生进入

某一情境，更要让学生“扮演”情境中的人物角

色，让学生在角色的体验中，在情感的刺激下获

得并强化实践性知识。案例教学法也需要创设问

题情境，其中包括一个或多个疑问，让学生进行

分析、演绎、归纳、推理，在最终解决实际问题

中获得新知。

四、结语

学生掌握了实践性知识，不仅能将理论知识

有效应用于专业实践，也有利于从学校环境顺利

过渡至职场环境。为此，必须对在校生进行实践

性知识教学，必须深入工作过程对实践性知识予

以开发。开发实践性知识应基于学生实习的反思

与总结、基于优秀员工的经验库与记忆箱、基于

技术专家的故事与历史以及基于开发者个人的亲

身实践等。开展实践性知识教学，内容上必须打

破现有知识系统结构，将实践性知识纳入其中；

形式上认真组织好实践教学，广泛采用顶岗实

习、现场观摩、师徒制、分组学习等教学形式；

方法上增强教学的行动性、情境性，努力实现

“做中学”。

众所周知，国外职业教育体系中学生的专业

实践占了学习时间的绝大部分，如德国的“双元

制”等，这样学生在真实的实践情境中能习得大

量的实践性知识。而我国校企合作尚未全面深

入，传统的课堂教学仍占主导地位，这无疑影响

着学生对实践性知识的把握与实践能力的提升，

这也决定了开展实践性知识教学的必要性。当

然，要真正而彻底地解决问题，还必须进一步深

化校企合作，通过改革建立起以岗位实践为主、

课堂教学为辅的人才培养机制。

[责任编辑：邢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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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and Teaching of Practical Knowledge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NING Ye-qin

(Ningbo City College of Vocational Technology, Ningbo 315100, China)
Abstract: Practical knowledge is relative to theoretical knowledge, and it’s implicit in the specific working situation. Only after de⁃
velopment and well-directed teaching of practical knowledge, can students gain practical knowledge. Through the feasible analysis
of practical knowledge development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explores its developing path, the paper proposes that developer can
start from internship students, excellent staff, technical experts and developers themselv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practical knowl⁃
edge teaching should be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 content strategy, form strategy and method strategy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i⁃
ciency.
Key words:vocational education; practical knowledge; developing path; teaching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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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上是为市场需要服务，这就必须

受到经济规律影响；职业教育也要对知识与技术

进行建构，这样必然受到学科逻辑的制约。当职

业教育发展到高职教育，又出现了高等性的特

征，而高等性必然预示着知识与技术层级的提

升。这样，就对学科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使学

科与排斥学科的逻辑博弈出现了新的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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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Logic of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PEI Yun

（Guangdong Mechanical & Electrical College，Guangzhou 510515，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always three kinds of logic in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one is the logic of occupation,
which reflects the external social needs; two is the technical (skill) logic, which reflects the inherent tension of knowledge; three is
the main body logic, which reflects self consciousness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 above logic reflects the fact that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pushed by modernity, has risen up. The interaction among all the logic shapes the pattern of current higher vo⁃
cation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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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校企合作搭建平台，落实现代学徒制，可有效提升职业教育服务区域经济的能力。基于

企业和学校两个层面，分析现代学徒制在校企合作中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从加强制度建设、创新运行机

制两个方面，提出了基于现代学徒制创新校企合作机制的若干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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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服务发展、

促进就业的办学方向，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

各层次各类型职业教育模式，坚持产教融合、校

企合作，坚持工学结合、知行合一，引导社会各

界特别是行业企业积极支持职业教育，努力建设

中国特色职业教育体系。”李克强总理也在会见全

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代表时发表讲话指出：“要用

改革的办法把职业教育办好做大。让现代职业教

育助推经济社会取得更大更好发展。”在新形势背

景下，如何通过校企合作搭建平台、落实现代学

徒制，促进职业教育提升服务区域经济的能力，

从而为培养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提供有效保障，

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主要问题。

一、创新校企合作运行机制的必要性

1．有利于实现校企技术对接

我国产业在快速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劳动密

集型快速向技术密集型的转变导致了一线劳动力

对先进技术的适应能力与企业对人才的需求产生

了脱节。劳动者需要具备全新的知识、技术和技

能结构成为社会的需求。对于职业教育来讲，通

过校企合作平台，构建现代学徒的培养体系，能

够从人才培养的层面有效解决这一矛盾。通过学

校与企业的深度融合以及教师、师傅联合培养，

将有助于解决企业对员工要求与学校培养不对称

等问题，也有利于适应区域经济产业升级、企业

发展的需要。通过创新校企合作运行机制，运用

现代学徒制形式，实现学校人才培养模式的再创

新，最终使得学生在学生和学徒身份相互交替中

紧密对接行业、企业技术要求。

2．有利于实现教学过程的动态管理

在现行的学校教学组织模式和管理体制下，

真正意义上实现工学交替就需要不断创新校企合

作机制，建立行业、企业与院校联合培养的有效

机制。选择合理的教学组织方式，实行“柔性

化”的教学管理模式，校企双方共同参与、共同

确定课程体系、共同评价授课效果，建立起良好的

信息反馈机制，以确保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的不

断提升，为实现现代学徒制奠定管理上的基础。

3．有利于实现教师的角色转换

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背景下，要落实现代

学徒制，必然使得高职院校的教学模式发生改

变，高职教师不仅仅要传道授业解惑，具备扎实

的专业理论知识，还要熟悉专业所对应的主要工

作岗位的工作过程，具备较强的实际操作、实践

能力。而企业技术能手作为学校兼职教师也不能

只是扮演目前的“师傅”这一角色，还要具有相

应的职业教育教学理念和教育教学方法，以提高

综合执教能力，确保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而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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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对校企合作中的运行机制、管理机制转变

提出了必然要求。

二、当前校企合作存在的问题

1．从企业层面看

一是企业的积极性不高。很多企业认为培养

人才是学校的责任和义务，企业只需要根据自己

的需要从学校选择合适的人就可以了，一般不愿

意过多地参与人才的培养。校企合作只是停留在

学校培养、企业选人的简单层面。另外，企业作

为市场参与者，经济利益也是影响企业深度参与

人才培养的考虑因素。目前，在校企合作中双方

利益没有明确的机制保障，政府机构也没有对校

企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进行必要的监督和约束。单

靠学校一方来维护、协调双方合作中由于运行机

制、文化差异导致的不协调，很难从根本上解决

企业积极性不高的问题。而政府机构在校企合作

中对企业的激励政策的缺失是目前校企合作中的

软肋。要实现通过现代学徒制方式培养人才，就

要激活学校和企业的双方兴趣，才能积极参与和

深入融合。

二是企业对学生的技能认可度不高。作为用

人企业来讲，除了要获得直接的经济利益外，学

生所掌握的知识、技术技能水平与企业工作岗位

的匹配度也是企业非常关心的要素。当前的校企

合作并没有达到深入融合的程度，学生培养质量

的保障体系中缺少企业的参与。名义上的合作和

实际的操作存在着真空地带，那就是没有赋予企

业参与设计可操作性、针对性强的技术技能训练

项目，导致学生不能很好满足行业企业的技能要

求。另外，企业作为用人一方，在学生的选拔、

培养、考核过程不参与或者参与很少，也导致了

最终企业对学生技能的怀疑态度。因此，建立良

好的沟通机制，赋予企业参与学生培养的全过程

的权利和义务，加强信息交流、信息反馈，对于

增强企业对学生培养效果的信心是十分必要的。

2．从学校层面看

一是学校自身认识存在偏差。合作中对于企

业解决学生校外实训、顶岗实习和教师企业实践

方面学校一般都比较重视，但是对于合作双方的

共同发展、合作共赢认识不够。只注重从企业的

“拿来”而忽略了对企业的“反哺”，在服务行业

企业方面做的还不够深入甚至于没有开展技术研

发、员工培训等工作。另外，在校企合作中过多

关注人脉关系而忽略了机制建设，一定程度上影

响了合作的可持续发展。

二是学校课程设置没能与企业需求实现有效

对接。学校在课程体系建设中对于将工作岗位上

的技能、知识的需求实施有效转化方面做的不

实，学校的实践过程与企业岗位标准要求不一

致，直接导致了学生的理论知识的迁移能力和在

工作岗位上的适应能力大打折扣。很多情况下，

实现校企共建、共享、共赢只是停留在文字上和

口号上，学校在这方面还需要真正的塌下心来，

充分发挥企业参与课程建设的主观能动性，以提

升自身内涵建设，满足企业现实需求。

三、基于现代学徒制，创新校企合作运行机

制的举措

1．加强制度建设促进校企合作深入发展

虽然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要 （2010-2020）》 中确定了政府主导、行业指

导、企业参与的职业教育办学机制，明确了通过

制定校企合作办学法规，推进校企合作制度化。

作为地方政府应根据国家政策及时的制定职业院

校在校企合作中的实施细则、指导条例，明确校

企合作各方利益主体的地位、责任。对各方的权

利和义务进行制度性的规定，加强引导和约束各

利益主体在校企合作中的动机和行为。引导行

业、大型企业、示范性职业院校牵头组建职业教

育集团。推动职业院校与行业企业共建产品研发

中心和技术创新平台，强化职业教育的技术技能

积累作用。创新校企合作的形式和内容，开展现

代学徒制试点，实施校企联合招生、联合培养。

2．创新校企合作运行机制，促进深度融合

（1）搭建校企互动育人平台。成立校企互动

育人工作小组，行业企业广泛参与人才需求调查

研究，明确办学方向和培养目标，根据行业发展

对人才的具体需求，开设专业、制定课程体系，

从而提高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校企通过

深度融合，制定教学标准和考核标准，细化师

资、设备、教学要求，明确实习目标、实习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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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实习岗位和监督考核办法，共同推进校企互

动育人。校企共同制订发展型、复合型、创新

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方案，加强专业建设与课

程改革中的互动沟通，开发一批与产业发展同

步、符合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规律的优秀教材；开

发基于企业生产实际的教学案例库，提升学生实

习实训水平，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零距离”上

岗。制定和完善兼职教师的聘用和管理办法，搭

建校内校外教师沟通和交流平台，提升学校教师

的技能水平和校外兼职教师的执教能力。制订并

规范相应的考核与评价指标，以适应合作企业及

其所在行业的发展需要。

（2）建立校企共育、共担的现代学徒体制。

依据“共育、共担、共享、共赢”的原则，校企

双方可以建立“校中厂”、“厂中校”，按照谁投入

谁负责的运作方式进行合作。“校中厂”由学校负

责管理，主要承担校内理论课程和校内实训课程

的实施，主要由校内教师和厂内技术骨干承担培

养任务。“厂中校”由企业负责管理，主要承担学

生顶岗实习培训内容，由一线师傅承担在实际工

作中承担培训任务。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学生具

有学生与学徒的双重身份，通过“校中厂”与

“厂中校”的循环学习与实践，通过校内教师与企

业一线师傅的联合传授技能与知识，使得学生能

够紧密结合工作岗位，获得理论知识与技能水平

的螺旋式上升，以便于学生在毕业后更快地进入

角色和适应相应工作岗位。

（3）依托信息反馈与激励机制，优化校企资

源，深化合作层次。建设以“校企共定人才培养

方案，校企共选学生，校企共享教学资源与生产

设备，校企共管教学过程，校企共监教学质量”

为目标的校企合作管理平台，制定校企合作考核

评价指标体系和等级标准，通过工作联系单、电

话会议、工作例会等方式保证企业全程参与人才

培养方案的实施。时刻关注市场变化以及校企双

方管理规范的变化，及时获取、评估相关信息，

及时沟通，确保专业设置的适应性和课程内容的

针对性得到充分的落实。另外，通过建立以用人

单位评价为主，兼顾行业企业要求的教学评价与

质量保证机制及激励机制，促使校企双方共同努

力以保证企业市场目标与人才培养目标的一致性。

总之，要使得现代学徒制落到实处，就要在

政府切实执行宏观指导和规范下，不断细化过程

管理、优化运作模式、创新合作机制，建立起贯

穿教育教学运行与管理各个环节的校企合作运行

机制及管理制度。通过引进行业企业标准、技术

与设备，形成以“教学合作、管理参与、文化融

入、学徒培养、社会培训”为主要内涵的校企深

度合作培养模式，实现校内培训与社会培训并

举，提高人才培养的职业化和开放性。

[责任编辑：杨理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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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uilding platform to realize modern apprenticeship through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can promote the ability of vo⁃
cational education to serve regional economy. Based on the two levels of enterprises and schools, the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of
modern apprenticeship in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is analyzed.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measures of innovating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mechanism based on modern apprenticeship from the two aspects of strengthening system construc⁃
tion and innovating oper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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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训教学的过程模式

1.“过程方法”的内涵

在 ISO9000:2000中，过程被定义为“一组将

输入转化为输出的相互关联或相互作用的活动”。

一个过程的输出是下一个过程的输入，过程与过

程之间通过输出、输入的接口衔接，形成一个不

间断的过程链。过程链有横向、纵向以及其他各

种形式，这些相互关联、纵横交错的过程链就构

成了过程网络。过程方法是管理过程网络的方

法，即系统地识别和管理组织内所使用的过程，

特别是这些过程之间的相互作用，强调过程不是

简单的入口到出口的移动，而是输出相比输入实

现了功能转化、价值增加，即增值。

2．实训教学的过程模式

实训教学是将各项输入按照工作流程、规范

操作转化为满足学生家长社会需要输出 （产品）

的活动过程。其输入包括教师、学生、实训教

材、实训场地、实训设备、实训工具、管理制度

等，输出包括学生职业技能的提高、实训教学经

验的增长、教学成果的获得和实训教学过程的记

录等。相比较普通企业产品，实训教学过程的特

殊性在于输出、输入的增值（即质量）不能立即

判定或验证，可能要在实训完成后很长一段时间

才能体现出来。若采用传统的对最终结果评估的

方法来控制实训教学过程有很强的滞后性，不仅

影响质量管理的效果，还会造成很大的成本浪

费。将过程方法运用于实训教学质量管理在于确

保每个过程的增值，从而实现实训教学质量管理

目标。

二、基于过程方法的实训教学质量管理体系

的构建及其意义

1．构建基于过程方法的实训教学质量管理体系

质量管理体系是一个有机整体，有其独特的

组织架构。实训教学质量管理体系主要由实训管

理职责、实训资源管理、实训教学提供、实训教

学测量、分析和改进四大过程组成。四大过程

中，实训教学提供是主过程，是整个体系输入、

输出增值的直接过程，实训管理职责、实训资源

管理和实训测量、分析、改进均为支持过程。实

训教学提供是教师有效利用实训资源，指导学生

获得知识技能素质的过程，包括拟定实训教学计

划和实训教学方案、下达实训教学任务、实施实

训教学并对实训教学进行考核。这一过程通过提

供实训教学服务，生产出“产品”（学生技能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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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学经验、教学成果、教学记录等）来满足

学生、家长、高校和社会的需求并使其满意，是

实训教学质量管理体系的核心环节。实训教学管

理职责是实训教学质量管理体系的指挥系统，在

市场调研的基础上，按照学生、家长和社会的需

求制定实训教学质量管理方针、目标，明确管理

职责，合理分配管理权限、管理各职能间的接口

和工作，并对整个质量管理体系的适宜性、充分

性和有效性进行评审。实训资源管理过程是物质

保障系统，根据实训教学质量管理方针及时配备

资源并加强人力资源管理、实训设施管理、营造

良好的教学环境，从而充分利用资源，减少或避

免浪费。实训教学监测、分析和改进的过程是前

三个过程的方法支持，管理者通过监视、测量获

得相关信息，并分析这些信息数据，决策是否需

要改进及如何改进，从而控制不合格并为调整修正

实训管理职责提供依据。四大过程首尾相连，前后

输入输出形成一个封闭循环，螺旋上升、不断提

高，促使质量管理体系持续改进（如图１所示）。

2．构建基于过程方法的实训教学质量管理体

图1 实训教学质量管理体系

系的意义

近年来，实训教学形成校内实训和校外实训两

种类型，校内实训主要是利用业务软件系统，让学

生在实训室模拟内勤岗位业务；校外实训主要利用

实训基地，让学生到企业顶岗实习外勤业务。两种

实训形式各有优势、互为补充，有力提升了实训教

学质量。但传统的静态教学质量管理理念、实训教

学改革的功利性造成管理职责不清、资源配置不当

等实际问题也影响到实训教学质量。对此，过程方

法在实训教学质量管理中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可

以消除或减少以上弊端，具有积极意义。

（1）有利于树立正确的实训教学质量管理理

念。传统的静态教学质量管理主要是依据学生的分

数、“双证”通过率等指标来衡量实训教学质量，

忽视学生在输入、输出过程中的进步和提高。但

是，每个实训生的基础参差不一，用同一衡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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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评价实训教学质量，对教师、学生都有失公

允。过程方法强调输出、输入的增值、过程活动

前后的变化，更多的考虑到学生的起点水平、师

资力量的差异以及实训资源投入的不同，因而，

更能真实、客观地反映教学质量高低，更能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能动性，也更能激励教师的教

学创新热情。

（2）有利于克服实训教学改革的功利性。职

业技能竞赛是实训教学的重大转变和技术革新，

但近年来职业技能竞赛的功利性愈演愈烈。部分

高职院校过于追求竞赛成绩，偏重于训练竞赛选

手而忽视全体学生参与，偏重于强化竞赛技能而

忽视整体职业素质提升，甚至用竞赛取代正常实

训课程。这种有悖于职业技能竞赛初衷的做法严

重影响了实训教学质量。过程方法强调全员参

与、系统管理，体现了教育的公平性，有利于学

生全面技能的培养、整体素质的提升。

（3）有利于明确实训教学管理职责。实训教

学中的教师、学生、实训场所、实训设备和工具

等输入不仅和行业协会、企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

系，在高职院校内部还分属于系部、教务、实训

中心、总务等各部门。如果管理职责不明确，就

会导致谁都管、谁都不管，有利益谁都管、遇到

问题谁都不管的窘境。过程管理通过科学设置组

织机构、明确管理者职责和管理权限，有效整合

各方智慧和力量，共同实现实训教学目标。

（4）有利于合理配置实训教学资源。高职院

校在实训资源配置过程中往往热衷于校内实训

室、校外实训基地等硬件建设，而对投入成本

高、建设周期长的师资队伍、规章制度等软件管

理兴趣寥寥。基于过程方法构建的实训教学质量

管理体系则认为教师是极其重要的人力资源构

成，是实训教学提供的重要输入，直接影响着实

训教学质量。作为管理层应高度关注师资队伍建

设、规章制度的制定执行，坚持软硬两手抓，双

管齐下方能取得最佳实训教学质量。

三、基于过程方法的实训教学质量管理体系

的应用

应用基于过程方法的实训教学质量管理体系

的实质是将实训教学“四维”体系中的目标体

系、管理体系、内容体系、支持体系按照产品生

产的过程模式分解、重组并系统化，对实训教学

进行全要素、全过程的管理。在应用这一质量管

理体系时，应重点关注以下几点问题：

1．系部管理机构的设置问题

实训教学质量形成于教学管理的全过程，每

一个教学管理环节、各层次参与人员都会直接或

间接影响到教学质量。按照过程方法的“坚持全

面性”要点，要保证实训教学质量，就需要建立

完善的实训教学管理机构，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

力量。作为实训教学的基层管理，系部设置合适

的实训教学质量管理机构尤为重要。系部应成立

由系主任、系书记、分管教学的副主任、分管学

生工作的副主任、教研室主任等组成的实训质量

管理委员会。该委员会除了密切配合学院教学督

导的工作以外，其主要职责是决定专业定位和办

学思路、确定实训教学目标、构建实训教学课程

体系、明确各部门的职责、权限，并定期自我评

估，其总负责人是系主任。教学质量管理委会下

设实训教学资源保障、市场调研、实训教学管理

和监控、实训教学质量跟踪和实训教学质量改进

等部门。其中，资源保障负责人是系主任，负责

教学制度建设、教学改革探索、实训室建设、教

学经费投入、教师队伍建设等；市场调研、了解

行业人才需求主要由教研室主任负责；教学管理

副主任是实训教学管理和监控的负责人，主要承

担课堂实训教学监管、定期实训教学检查、实训

考评、实训教学档案整理保管；学生管理副主任

负责教学质量跟踪，包括学生信息搜集、毕业信

息调查、学生评教评学、生源质量分析等工作；

系书记负责实训教学信息反馈、实训教学改进措

施等。质量管理委员会各部门责任明确、各司其

职，均对系主任负责。

2．实训师资队伍的建设问题

师资队伍建设是实训资源管理的重点，也是

影响实训教学质量的关键因素之一。如何建设一

支理论扎实、实践能力强劲的实训师资队伍，简

单来说就是“走出去、请进来、留得住”。“走出

去”是指校内教师走出校门，积极参与社会实

践，了解行业最新动态的同时提升业务技能。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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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院校可以通过派送新进教师到行业培养、挑选在

职教师到企业挂职锻炼、有计划的组织实训教师校

内校外技能培训等方式鼓励专职教师“走出去”。

“请进来”是指高职院校要加大实训教师的引进力

度，特别是企业的技术骨干，从而改善师资队伍的

学缘结构和知识结构。另外，从聘请行业专家技术

骨干、创业明星等组建兼职教师队伍也是“请进

来”的好办法。“留得住”是指高职院校通过完善

实训教师队伍管理机制来留住人才，可通过明确实

训执业资格认证标准、适当增加职称评审中实训考

核占比、设立技能大赛奖励经费、奖励顶岗锻炼等

制度建设来增加人才吸引力。

3．实训教学过程的设计问题

秉承“分段教学、逐层培养”的原则，实训教

学过程应按照基本技能-专业技能-职业技能的思

路来设计。在大一时，可开设一些认知性实训课程

让学生较快了解基本业务，学会常用专业软件操

作。大二时，通过开设一些验证性课程对学生进行

专业知识的培训，这个阶段可适时聘请企业人员现

身说法更有说服力。大三上学期要强化课程实训，

将专业课程教学全面纳入实训教学中。如保险专业

在寿险理财实训时，要求学生按照寻找准客户-电
话约谈或访谈-寿险规划与建议书制作-建议书讲

解以促成交易-售后服务的顺序来模拟，在模拟过

程中，将保险需求调查、风险管理、寿险业务、保

险营销、文字处理及软件操作等技能糅合进去，通

过开设设计性课程提升学生的专业技能。大三下学

期时，依托校外实训基地，让学生走进企业实习，

零距离接触并掌握实际业务流程、业务处理方法

等，综合训练学生的职业技能。

4．实训教学信息的传递问题

实训教学质量管理体系的运行过程就是实训信

息传递的过程，无论实训教学过程活动与学生、家

长、社会的互动还是实训教学过程活动内部的运

转，都建立在信息畅通传递的基础上。在实训教学

质量管理活动中，信息传递主要通过两条渠道进

行：一是教师-实训室-教务人员（教学办公室） -
教学副主任-系主任，二是学生（家长、社会） -
班级-辅导员（学生管理办公室） -学生管理副主

任-系书记-系主任。在保持这两条渠道畅通无阻

的同时，还应不断拓宽其他信息渠道，如学校督导

信息反馈、合作企业信息反馈、行业主管部门或行

业协会信息反馈等。教学办公室、学生管理办公室

协助收集汇总整理相关信息，并及时报告分管领

导，由分管领导分类审核后快速反馈给实训教学质

量管理委员会，便于及时分析、纠正和处理体系中

存在的问题，强化管理，提升实训教学质量。

[责任编辑：兰春]
参考文献：

[1]洪生伟主编.教育服务质量管理体系[M].北京:中国计量出版社,2004.
[2]（美）微斯纳,（美）斯坦利著.过程管理[M].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2010.
[3]姚洪略.基于 ISO标准的实训基地实训教学质量管理体系建设[J].高等职业教育-天津职业大学学报,2006(2).
[4]王东娇.高职商贸专业群校内实训建设与管理保障研究[J].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4(12).
[5]丁莉萍.论高职院校校内实训基地建设的关键要素[J].职教论坛,2014(25).

Exploration and Analysis of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of Practice Training Teaching Based
on Process Approach

BAO 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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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cess approach is a method to manage process. Its application in the quality management of practice training teaching
is conducive to establish correct concept of teaching quality management, to overcome utilitarianism in the teaching reform, to clarify re⁃
sponsibilities of practice training teaching management and reasonable allocation of practice training teaching resources. This paper, by
introducing the concept of the process approach explores the process mode of practice training teaching, and further analyzes the quali⁃
ty management system of practice training teaching and its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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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职业院校示范性实训基地，应是职业教

育理念先进，以培养学生针对特定职业岗位群所

需的基本操作、专业发展应用与产业发展适应等

能力为目标，在完成学生系列岗位操作实训基础

上，面向社会开展在职人员专业培训与技术咨询

服务，集教学、科研、培训、技能鉴定、技术服

务为一体的产学研有机融合多功能实训基地，并

以其教育教学改革力度大、实验实训装备水准

高、校企合作融合度广、优质资源共享度深起到

示范引领效应。浙江省教育厅自 2009年开始启动

了省级示范性实训基地建设计划，浙江金融职业

学院（以下简称“学院”）银行业务实训基地作

为首批 83个建设点之一，在目标定位、内涵建

设、社会服务、师资培养等方面做了积极地探索

与过程实践，以期在专业人才培养定位与技术技

能型金融应用人才培养质量方面凸显特色性。

一、财经类高职院校示范性实训基地建设目标

作为国家示范性建设财经类高职院校，银行

业务实训基地更是其建设的重点任务，建设目标

应突出提升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打造国内领先、

共建共享型高职院校示范实训基地。

1．成为金融行业技术技能型应用人才培养的

教学示范基地

银行业务示范性实训基地可以依托校内现有

实训场地建设，以营造效果逼真的职场环境与工

作过程体验为宗旨，通过搭建仿真银行营业大

厅、配备仿真银行业务操作系统、设计仿真银行

业务处理情境模拟等，开展“教学做练考”一体

化的教学项目改革。教学要求涵盖银行从业人员

职业技能水平与专业岗位适应能力等多方面，从

专业角度强化对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实现学生

毕业与上岗零过渡。

2．成为银行从业人员专业培训与岗位资格认

证的社会服务基地

依托银行业务示范性实训基地实践平台，为

金融行业各类从业人员进行岗位业务培训与岗位

职业资格的认证辅导与考核服务。内容包括：汉

字录入、电脑传票录入、点钞等银行基本职业技

能的培训与等级考核认证；银行反假货币资格证

书认证培训与考核辅导、银行业专业人员职业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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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认证的培训与考试辅导、银行新员工岗前业务

培训与考核、银行各业务岗位专项培训与考核等

等。银行业务示范性实训基地要为银行新员工提

供岗前职业技能与专业培训、为银行在职员工提

供银行业专业人员职业资格认证考核辅导、为银

行在职员工参加行业组织职业技能竞赛提供技术

指导，强化示范性实训基地的社会服务功能。

3．成为金融专业教师教学能力与科研水平提

升的改革实践基地

依托银行业务示范性实训基地，金融专业教

师应密切关注金融行业发展动态，认真探讨基于

就业导向的金融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与过程实

施。校企合作共同编写出版系列基于银行业务工

作过程导向的项目化教材与实训练习资料。对接

行业需求、对接岗位标准开发基于学生岗位职业

能力提升的业务操作与技能训练软件操作系统。

积极探索与实践基于“教学做练考”一体化的专

业核心课程课堂教学与过程评价改革创新，不断

提升职业教学能力、科研能力与社会服务能力。

二、财经类高职院校示范性实训基地建设思路

1．职场再现

通过对金融专业人才面向的主要就业岗位进

行实训场景设计，力求再现目标岗位群的工作环

境、职场氛围。如银行营业大厅按照客户休息

区、大堂经理区、现金业务高柜区、非现金业务

低柜区、后台业务处理区等环境格局设计。在实

训过程中为学生提供银行业务营业大厅前台高柜

现金业务操作处理、低柜非现金业务操作处理、

后台各类内部业务操作处理、大堂经理岗位的模

拟真实实训场景。银行业务管理部门则按照公司

业务部、个人业务部、财务部、银行卡部、风险

管理部等区位划分设计，可以给学生一种直观的

业务分类的视觉冲击，营造一种身临其境的实训

效果。

2．流程仿真

财经类院校专业实训的内涵体现在业务操作

流程与操作规范的过程体验上，为此在实训基地

各实验室设计建设过程中，需要按照行业的业务

处理标准设计实训操作流程过程，设计具体的实

训操作步骤。例如一笔客户的银行汇票申请业

务，从客户提交业务委托书申请、到银行临柜人

员接票审核、验印、记账、签发汇票、再到复核

人员复查、编押、盖章、直至送别客户后银行内

部业务凭证整理归档等全过程的设计安排，全部

按照银行的实际业务处理过程进行模仿，以增强

专业教学实训与行业企业真实业务处理过程的一

致性，提高学生岗位的适应能力。

3．设备同步

各类实训项目的开展离不开各种实训设备、

实训用具的辅助。在示范性实训基地建设过程

中，实训设备用具的设计标准与配置也是重要的

建设环节之一。职业教育的实用性特色必然要求

教学与实践零距离，校内实训基地设备使用也必

须与行业企业保持高度一致，尤其是在各种先进

技术、先进设备层出不穷的当今，建设的高起点

以及后续的持续更新性对示范性实训基地建设提

出了更高要求。银行业务实训基地主要的设备与

实训用具包括银行印章、业务凭证、业务终端、

操作软件以及点钞机、捆钞机、复点机等各种专

用机具。在制定采购标准时应参考几家大型国有

银行的使用标准确定，突出代表性与广泛性，甚

至可以在品牌、供应商或生产厂家方面保持相同

性，强化一致性。

三、财经类高职院校示范性实训基地建设途径

1．完善功能建设，扩建实训场地

银行业务示范性实训基地建设是在部分原有

专业实验室基础上进行的功能深化与服务延伸，

需要进行场地扩建，以期在校内专业学生与订单

班学生职业技能考核、职业技能鉴定功能的基础

上，对接行业需求、对接岗位标准，完善银行一

线业务操作的实训练习与考核功能体系，强化基

地的社会服务功能，为各类金融机构开展银行岗

位职业技能培训与鉴定、职业资格考证培训辅导

与认证考核提供支持，并具备组织开展银行在职

员工技能集训、比赛、承接大批量银行员工岗位

培训的功能。

2．对接行业标准，更新实训设备

对接行业标准，要求密切关注行业发展动

态，跟踪行业的业务发展变化，并及时融入到专

业教学过程中，尤其要注意实训教学环节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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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对接。根据行业企业的最新发展情况，及时

进行相应实训设备的更新，购置银行主流业务操

作机具与实训用具，自行开发或新购买银行业务

实训操作软件，以期在示范实训基地的软硬件设

备配置上体现行业发展的最新变化，为校内专业

实训教学改革与社会职业培训提供支撑。

3．基于岗位需求，改革课堂教学

依托示范性实训基地实践平台建设，专业教

师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教学改革，积极探索实践课

堂教学创新模式，开展了基于银行业务工作过程

导向的专业课程教学改革。通过融“教学做练

考”一体化的专业核心课程项目化课堂教学与过

程评价改革创新，强化对专业学生岗位职业能力

的提升，突出技术技能型金融应用人才培养的目

标定位。

近几年，学院金融专业总就业率保持在 97%
左右，到银行证券等金融机构工作的学生比例为

80%左右，就业对口率高，用人单位满意度高，历

届毕业生对母校、对专业的认可度高。

4. 强化能力提升，建设教学团队

学院依托银行业务示范性实训基地，密切校

企合作，构建“互渗式”双师结构教学团队，聘

请金融机构一线业务专家全程参与指导专业建设

与课程建设，形成校内专业教师定期到金融机构

挂职实习锻炼的长效机制，通过常态化的交流学

习方式，强化专业教学团队的职业能力。

专业教师设计开发的电脑传票练习与考核系

统、反假货币上岗资格考核系统获得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家版权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专业

教师编写的《商业银行柜面操作技能》荣获教育

部 2011年普通高等教育精品教材，《现代金融基

础》、《商业银行综合柜台业务》、《商业银行会

计》等教材已经列为教育部“十二五”规划教材

并出版发行，“现代金融概论”“银行会计实务”

“商业银行综合柜台业务”三门专业核心课程已经

成功申报为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建设立项，金融

专业国家教学资源库建设一期工程已经顺利通过

教育部专家验收。专业教师在金融行业内部培训

教材的编写、部分岗位用工招聘考核出题、银行

内部培训师选拔考试、部分领域专业横向课题研

究等方面深度参与，社会服务效果明显。

5. 凸显示范特色，拓展服务功能

依托银行业务示范性实训基地实践平台与专

业特色，积极拓展系列社会服务功能。为各类金

融机构订单班级学生开展前置式岗位无缝对接的

职业技能培训考核、开展针对性的业务流程操作

训练与考核；承担各金融机构新员工职业技能与

岗位业务专项培训考核工作；承担各类银行职业

资格认证培训与考核工作；开展各类金融专题知

识普与宣传社会活动；为同类院校专业实验室建

设与课程教学改革提供借鉴参考等等。

学院依托银行业务示范性实训基地实践平

台，进一步拓展完善了社会服务功能。主要开展

的项目内容包括：金融机构订单班学生的业务培

训与岗位适用性训练、金融机构新员工的岗前基

本职业技能、职业礼仪、基层业务的知识培训与

操作训练、银行专业职业资格认证的考前培训辅

导与认证考核、银行客户经理以及基层网点负责

人的专项业务培训工作、银行专题性课题的研究

等，年均服务社会人次（包括技能鉴定、社会培

训等）已到 20000多人次，年均社会服务产值近

600万元。

四、总结与思考

学院省级示范基地---银行业务实训基地的建

设以就业为导向，以岗位适应能力为核心，在建

设理念与建设措施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改革与实

践，建设成效明显，建设目标功能已经逐步显

现。但是依托行业需求、以就业为导向的实训基

地建设应是一项持续的、循序渐进的建设过程，

在建设过程中还需要重点关注以下几点：

1．高度关注行业标准

高标准、高起点建设的示范性实训基地，其

目的在于提高学生的就业能力，而行业企业的规

范标准就应是示范性实训基地建设的规格标准。

为此银行业务示范性实训基地在建设过程中，要

组成团队对省内、省外其他部分地区的主要银行

网点机构进行调研，看布局、看设备、看外在组

合、看内在流程，试点银行培训网点的校内化，

由学院提供场地，所有的设计装饰以及设备等全

部由行业企业负责，先引进一家银行在校内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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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全真的用于行员真情实景下的业务培训点，并

以此为样板，陆续引进两家甚至更多银行的校内

培训点的建设。有了这些培训点的支撑，行业企

业每年进行的业务人员培训班，带给学院的是持

续不断业务变动信息和企业岗位标准的无缝对

接，也会对整个银行业务实训基地建设质量提高

起到积极的影响与促进作用。

2．深度融入企业要素

深度融入企业要素，是职业教育的特色使然。

财经类高职院校培养的学生在专业综合素质上应该

有更高的行业企业标准要求，在一些制度规定基础

上，对一些业务处理的临场应变能力显得更为重

要。承载学生实践动手能力培养的实训基地建设尤

其需要融合企业的各类要素。除了行业企业的专用

仪器设备、各类业务处理配套办公用具、各业务岗

位的操作标准与操作流程之外，行业企业的师资要

素显得更为重要。企业一线的技术标兵、操作能

手、业务专家等等，他们所具有的阅历与处事应对

能力是基于多年业务实践的磨练，行业教师的言传

身教对职业院校的学生而言，针对性强、真实感

强，往往具有事半功倍的作用。

3．大力营造双赢格局

职业院校的发展离不开行业企业，职业院校

的实训基地建设更需要依托行业企业的过程参

与，但是行业企业参与职业院校办学的积极性一

直处在低温状态，这成了各类高职院校发展面临

的主要问题。因此，谋求职业院校发展的可持续

性，谋求示范实训基地建设的可持续性，必须寻

求校企合作共赢的模式。财经类专业岗位面对的

就业单位对学生诚信品质的要求高，企业的准入

门槛高，企业用人的风险大。如果依托示范性实

训基地，通过订单式人才培养进行定身打造，同

时融入企业文化、企业制度等岗前学习教育，融

入职业礼仪、职业道德等培训与职业资格辅导等

系列内容，在增加学生就业竞争力的同时，减少

企业人才培养成本的付出与用人风险，将会对企

业形成一定的合作动机，并且可以在后续的合作

中不断优化合作方案，最大限度实现校企合作的

双赢，谋求共建共享的全方位可持续发展模式。

[责任编辑：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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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Demonstration Practice Training Base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Taking the Construction of Banking Business Practice Training Base as an Example
DONG Rui-li ZHU Wei-wei

(Zhejiang Financial College,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The construction of demonstration practice training bas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promotion of constructing level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practice training base and advancement of work-study combination talents training mode reform.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constructing target of demonstration practice training base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larification of its constructing thinking and taking the construction of demonstration banking business practice training bases in Zhe⁃
jia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he concrete constructing approaches are put forward from the aspects of expanding practice training
site, updating equipment, reforming classroom teaching, constructing teaching team and expanding service functions, etc.
Key words：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anking business; demonstration practice training base; applica⁃
tion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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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工学结合课程的改革是实现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模式转变的关键。结合工学结合课程的特点，

以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的具体实践为例，从课程教学目标定位、教学内容构建、教学模式改变、教学评

价改革以及师资队伍和课程资源建设等方面阐述了表面组装技术（SMT）生产实训课程的改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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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学结合是一种将校内学习与实际工作相结

合的教育模式。2006年教育部 16号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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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大力推行工学结合，突出实践能力培

养，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即把工学结合作为高等

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重要切入点。2014
年国务院 19号文件《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

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坚持校企合作、工学结

合，强化教学、学习、实训相融合的教育教学活

动。多年来，我国高职教育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

也充分验证了这一教育改革理念，重点体现在高

职教育制度建设和校企合作等宏观层面上。但随

着高职教育改革往内涵建设方向发展和深入，人

才培养模式转变则更多需要体现在课程改革和教

学模式改革等微观层面。工学结合课程建设与改

革正是实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这一转变的重要承

载体，也是提高高职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

工学结合课程以培养职业能力为教学目标，

以生产过程为课程设计基础，其教学内容来源于

职业岗位能力的要求，教学过程以典型工作任务

和真实项目展开教学，再现了生产过程，实现了

教学做的一体化，其重要特征是职业性、开放性

和实践性。

表面组装技术（SMT）生产实训课程是高职院

校应用电子技术专业的核心课程，要求学生掌握

现代电子产品制造技术的理论，并熟练掌握电子

产品生产的操作技能和职业能力，课程重要的特

点是实践性，吻合了工学结合课程改革的基本特

征。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以下简称“学

院”）在该课程的建设和改革中，始终坚持工学

结合的理念，形成了教学内容上工作任务项目

化，教学模式上教学做一体化，课程评价过程化

以及课程资源建设多样化的特点，课程改革实践

也充分表明工学结合模式课程改革适应当下高职

教育改革发展趋势，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热情的同

时，收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一、职业工作岗位定位课程目标

工学结合课程凸显教学过程与工作过程的融

合，工作岗位及其分工是生产过程必要组成部

分，生产过程决定了生产工作岗位，要实现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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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的无缝融合就要确立职业工作岗位定位课程

目标的理念，坚持以职业为导向，以职业能力为

课程培养目标。因此，在课程改革目标上首先明

确课程培养所对应的职业工作岗位，并分析岗位

所需技能要求，以此来训练学生使其掌握职业岗

位能力。学院通过对行业企业的调研，毕业学生

的就业岗位的调查，确定了企业所需的 SMT技术

人才以及所对应的职业岗位工作，明确了不同岗

位的职业能力要求，并将此定位为课程改革的目

标，见表1。
表1 SMT生产实训课程工作岗位与岗位能力对照表

二、校企共同开发实施课程

工学结合课程的改革不仅仅体现在行业企业

工程师参与授课，或学生定期的顶岗实习，而是

行业企业全程参与到课程的开发、建设与实施

中。首先，要改变以教师为主导的课程开发模

式，确立企业行业在课程开发中的地位，建立行

业、企业、学校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课程开发模

式。其次，行业企业专家参与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制定，参照行业规范、企业标准，构建合理的课

程体系和课程标准；按照企业岗位知识、能力、

素质要求，制定课程标准；依据职业标准，分析

典型工作任务，合理选取课程内容，实现职业标

准与课程内容的对接。最后，在校企合作的框架

下，保证校企双方人员共享、设备共用、信息互

通，学校和企业共同完成课程的教学与考核。如

聘请企业的专家和工程师为兼职教师，完成课程

部分的教学任务，如借助校外实训基地，把生产

现场作为教学的课堂，以企业行业真实的工作任

务为载体，来完成课程的教学任务和学生的培养。

三、构建基于典型工作任务的项目化教学内容

在课程教学内容的组织方面，坚持实现职业

标准与课程内容对接的理念。按照课程目标所对

应的职业岗位，进一步细化岗位的工作任务，并

归纳出其所需要的知识与能力要求，见表2。在此

基础上，按照 SMT工作体系构建课程教学内容，

将课程分为 5个项目教学内容，分别是 SMT制程、

SMT工艺、SMT设备与维护、SMT品质管理与顶岗

实习。并根据生产过程进一步细化成 16个生产子

任务，见表 3，实现了以工作任务承载学习内容，

课程学习内容与真实工作任务的结合。

表2 SMT生产实训课程岗位工作任务、知识与能力要求

序号

1
2

3

4

5

6

7

8

工作岗位

工艺
工程师

制程
工程师

设备
工程师

程序员

产线
作业员

物料
管理员

品质
管理员

设备
技术员

岗位技能

具备SMT技术基本理论，SMT工艺设计及
管理，SMT生产流程设计及管理，SMT设
备及操作，生产质量和生产效率管控等方
面的知识、能力和实践经验。

具备 SMT生产设备的操作、测试以及编
程的能力。

具备 SMT生产中典型设备（印刷、贴片、
焊接、检验、清洗等设备）的操作以及各个
生产环节的具体操作技能。

具备 SMT 生产相关物料识别、检验、入
库、包装、出库的能力。

掌握电子产品生产品质管理知识，具备产
品生产全过程的检验、品质控制和品质管
理的能力。

掌握 SMT生产设备运行原理，具备 SMT
生产设备的安全管理、调试、保养、维护和
维修的能力。

岗位工作任务

1、负责对生产过
程中的物料状况
的掌控。

2、负责 SMT生产
线的生产状况，
保证生产正常运
行。

3、负责产品的品
质保障，并参与
工艺文件的制定
与编写。

4、参与生产线所
有不良品的技术
性原因分析，提
出改善对策。

知识

1、认识 SMT生产环
境，掌握 SMT 元器
件与工艺材料知识。

2、掌握 SMT 印刷、
贴片、回流焊、波峰
焊以及检测等工艺
知识。

3、了解 SMT生产设
备的工作原理、操作
以及编程方法。

4、了解 SMT生产品
质管理与检测方法。

5、了解 SMT的行业
标准，如 IPC-9850、IPC-610C-A等。

能力

1、具有熟练操作、维
护SMT生产主要设备
的能力。

2、具有熟练应用 SMT
工艺组织管理生产的
能力。

3、具有现场解决 SMT
生产中常见问题的能
力。

4、具有撰写工艺指导
书、生产报告以及收
集处理工艺信息的能
力。

5、具有组织管理、沟
通协调技术工作及人
际交往的能力。

表3 SMT生产实训课程内容工作项目设计

序号

1

工作项目

SMT制程

工作子任务SMT生产准备SMT模板印刷SMT贴片SMT再流焊SMT波峰焊SMT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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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深化教学做一体的教学模式

坚持以培养学生职业能力为课程核心，以生

产实训基地为平台，采取项目导向，任务驱动等

教学方法，构建职业式的教学环境，进一步深化

教学做一体化的教学模式。在教学环节上，设计

了项目教学、生产性综合实训以及顶岗实习三种

形式形成教学环节，从学习、训练到真实操作三

维一体的培养学生职业能力和职业素养；在教学

方法上，以工作过程为导向，开展任务驱动型教

学，按照提出任务—分析任务—实施任务—任务

检查—任务评价的步骤开展任务驱动式教学。在

教学中，坚持以学生为中心，全面参与教学的全

过程，通过各种行为活动，引导学生积极思考、

敢于实践，教师则是教学过程的组织者。在教学

环境上，构建了集理论教学场所、生产实训基

地、校企合作企业于一体的职业教学场所，在完

成知识传授、实训操作训练、实习功能的同时，

实现职业环境中的教、学、做一体化。通过教学

做一体化教学模式的进一步深化，实现了理论与

实践的无缝衔接，课程内容和生产过程的融合，

学习与工作的同步，也促进了学生在知识、能

力、文化、素质等方面的形成与发展。

五、建立过程化考核评价方法

过程化考核是一种注重能力培养的课程评价

模式，它的实质是将考核分布到教学全过程中，

旨在全面考核学生的学习过程，激发学生的成长

进步和发展。本课程考核评价采用了将过程考核

与目标考核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学习态

度与操作技能相结合，校内教师评价和企业兼职

教师评价相结合，全面考核学生能力。具体成绩

评定方法包括三部分：平时成绩 （包括学习态

度、平时作业和考勤情况等） 占总成绩的 20%、

实践成绩（项目技能操作考核、任课教师包括企

业指导教师、工学结合总结等） 占总成绩的

60%、期末笔试成绩占总成绩的20%。这样的评价

方法既强调教学过程与考核过程统一，学习过程

与学习结果的统一，又强调实践运用能力，体现

课程培养学生职业能力和职业素养的目标。

六、加强校内外实训基地建设

为了保证工学结合课程的顺利实施，必须加

强对配套教学环境的建设，为学生创设一个尽可

能真实的工作环境。在这个工作环境中，学生使

用仪器设备，通过与工程技术人员的合作、沟

通，完成一个具体的工作任务，并学到相应的专

业知识和技能，也实现了教学环境和企业环境的

对接。一方面，学院在校内国家财政支持建设的

微电子实训基地中，按照现代企业自动化生产车

间的模式，建设可同时容纳百余人实训的校内生

产性实训基地，投资近百万，引进装配有手动和

自动两条 SMT生产线，生产线配备了先进的仪器

设备和工具，执行企业的操作标准和管理制度，

融入企业文化，营造企业氛围。目前，校内生产

基地可以承接产品代加工或引厂入校。另一方

面，通过校企合作，学院在校外共建成了3个稳定

的校外实训基地，满足学生定期定岗实习和毕业

实习的需求。通过这两方面的工作，建成了校园

文化与企业文化、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学习过

程与工作过程为一体的教学场所。

七、加强课程师资队伍建设

教师是实施课程改革的主体，也是教学活动

的管理者和组织者。教师只有参与课程建设与改

革的全过程，才可能对工学结合课程有深刻理

解，因此师资队伍建设显得尤为重要。按照“走

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学院建成了一支由教

师、企业家组成的分工协作、职能互补的课程团

队。一方面，定期选派教师到企业工作、工程实

践，学习企业的管理模式和操作标准，参与企业

技术研发，解决生产以及工艺难题，在提高实践

能力同时提高科研能力。教师积极参与行业企业

组织活动，参加各种技能培训，了解行业发展最

新发展趋势，不断更新教学内容，尽可能做到教

学内容更新吻合技术发展。另一方面，聘请企业

专家和能工巧匠来学校担任兼职教师，参与人才

培养方案制定、专业建设、课程体系建设、实验

续表3 SMT生产实训课程内容工作项目设计

序号

2

3

4
5

工作项目

SMT工艺

SMT设备与维护

SMT品质管理

顶岗实习

工作子任务
编制工艺方案
工艺文件编制
生产工艺管理

印刷机维护与保养
贴片机维护与保养

再流焊机维护与保养
元器件及生产材料检测

SMB检测
质量保证体系
遥控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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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训室建设，并加强对兼职教师的教学理念和教

学能力的培训，提高兼职教师的教学水平，加强

对兼职教师的管理和考核，切实建立起一支优秀

的“双师型”教学团队。

八、建立完备的课程教学资源库

随着高职教育课程改革的深入，教学资源库

建设也成为课程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对于工学

结合课程，通过资源库建设可进一步深化和促进

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同时通过整合各种

教学资源，实现优质教学资源共享，促进了学生

自主和个性学习，也为教师的教学提供了信息化

平台。目前，学院课程资源库涵盖课程标准、单

元设计(教案)、教学视频、教学课件、习题集、试

题库，形成了包括文本、图片、视频、3D虚拟仿

真等形式的数字信息资源库。在资源库建设中，

学院注重与行业企业的工程师的交流合作，以职

业标准为切合点，整合各种教学资源，确保建设

质量，真正做到行业企业的参与，形成了一整套

的行业标准文件，如 IPC标准（《IPC9850表面贴

装设备性能检验方法》，《IPC-A-610D电子组件的

可接受性条件》等），还配套行业标准视频以及企

业岗位操作视频，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课程教学

资源库建设。

两年多来，学院工学结合 SMT生产实训课程

改革的实施，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参与

性，在掌握了 SMT工艺技术的同时，也提高了工

艺管理、生产管理和质量控制等现代电子制作技

术水平。此外，学院通过在企业的顶岗实习，接

受了现代企业的管理和企业文化的熏陶，为自己

将来的工作打下了很好基础，可以说是全面提升

了学生的职业能力和职业素质，受到了企业的欢

迎。另一方面，通过工学结合 SMT生产实训课程

的实施，使教师对现代职业改革发展的有了新的

认识。通过对教学内容的重新梳理，实训项目的

设计，教学环节的设置，教学环境的构建等方

面，加深了对课程改革的理解，也提升组织协调

和科研能力，为今后的课程体系建设、专业建设

乃至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定打下了扎实基础。

对于 SMT生产实训这门课程的改革来说，仍

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不断深入和努力，一是“课

证融通”教学模式的开发，将 SMT职业资格证书

的考核内容、考核标准融入课程的教学中，进一

步提升学生的职业能力。二是将现代信息技术引

入课程教学，用虚拟仿真技术模拟生产实际，建

立 SMT生产线系统的仿真模型，在提高学习效率

的同时也节约了实训教学成本。三是如何进一步

密切校企合作，建成长期稳定的校外实训基地，

校企共赢长效合作机制有待于进一步创新。

[责任编辑：邢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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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orm and Practice of Higher Vocational Work-study Combination Course of SMT Production Practice
Training —Taking the College of Jiangsu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s an Example

XIA Yu-guo SUN Ping
（The College of Jiangsu Information Technology, Wuxi 214153, China）

Abstract: The reform of work-study combination course is a key to achieve the change of talents training mode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Combined with the features of work--study combination course, and taking the practice of the College of Jiangsu Infor⁃
mation Technology as an example, the paper explains the reform measures of SMT production practice training course from the as⁃
pects of teaching goal setting, teaching content organization, teaching mode changing, teaching evaluation reform, teaching faculty
construction, and teaching resources building, and so on.
Key words: work-study combination; curriculum reform; SMT (surface mount technology) production practice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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