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5卷 第2期
（双月刊 1992年创刊）

（总第 122期）

2016年4月20日出版

敬告读者

为扩大刊物研究信息交流与互动，本刊已被CNKI中国期刊全

文数据库、万方数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等收录。如作者对其

著作权涉及的相关问题持有异议，请在来稿时向本刊声明。

编辑委员会

JournalofTianjin
V
ocationalInstitute

学
报

主 任：董 刚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广水 王安兴 王 资 冯新广

刘志国 刘 斌 孙爱武 李洪渠

张蕴启 张慧波 陈建民 陈建华

陈秋华 杨 军 周建松 屈孝初

聂 强 崔 岩 景海河 蒋锦标

戴庆华 薛茂云

主 编：董 刚

副主编：杨理连

主 管：天津市教育委员会

主 办：天津职业大学

出 版：天津职业大学学报编辑部

地 址：天津市北辰区洛河道2号（300410）
电 话：（022）60585056 传 真：（022）60585080
邮 箱：techedu@263.net 投稿网址：http://www.tjtc.edu.cn
印 刷：天津中铁物资印业有限公司



目 录

期刊基本参数：CN12-1283/G4*1999*B*16*96*ZH*P*￥8.00*2600*21*2016-02

天津职业大学学报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Journal of Tianjin Vocational Institute 第 25 卷 第 2 期 总第 122 期2016 年 4 月 20 日 出 版

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
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
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
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
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
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

教坛广角

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
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
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
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
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
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

发展战略与对策

我国职业教育软技能研究的思考 ………………………………………… 郭华生 杨修平 吕 营（3）

新建本科院校发展高等职业教育路径探索

——大学、政府、社会三位一体 ……………………………………… 郭春荣 许 燕 张 颖（9）

高职院校教师专业发展现状的实证审视与反思 ……………………………………………… 袁 静（14）

高等职业院校师资队伍建设的认识与思考 …………………… 高汝武 郭俊宇 张国良 游志成（18）

基于众创空间建设的高职创新创业培育体系探究

——以某职业院校“乐创津成”众创空间为例 ……………………… 祖晓冬 丁桂芝 吕英芳（22）

众创空间背景下高职院校孵化式产教融合探讨 ……………………………………………… 邹德军（27）

高职生产性实训基地运行模式的实践研究

——以佛山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 夏冬梅 杨 宇（31）

我国实施现代学徒制困惑及对策研究 …………………………………… 曾树华 黄银秀 石纪虎（35）

高职学生酒店实习对其就业倾向的影响分析

——以酒店管理专业为例 ………………………………………………………………… 于海燕（39）

高职学生核心能力培养及评价体系研究

——以酒店管理专业为例 ……………………………………………………… 罗旭华 党 印（44）

高职学生科技创新能力培养的实证研究

——以CUMCM赛题为例 ………………………………………………………… 王理峰 丁润冲（49）

加拿大高等职业教育的特色分析与思考 ……………………………………………………… 宋寿剑（53）

心理弹性与归因方式的高职生职业素养培育研究 …………………………………………… 徐学绥（57）

高职院校模块化课程体系构建研究

——以电子商务技术专业为例 …………………………………………………………… 杨正校（62）

高职产教互融工作室教学模式研究

——以工程造价专业为例 ………………………………………………………………… 黄 琛（66）

英国职业院校创意设计类专业教学质量保障研究

——以英国当卡斯特学院为例 …………………………………………………………… 宋天下（70）

高职《单片机应用技术》与《电子产品设计与制作》课程融合研究 …………………………… 史长城（73）

基于三分法的高职师生教学协同模式

——以福州职业技术学院的为例 ……………………………………………… 杨学明 梁美凤（78）

校企合作开发《数控机床加工实训》教材探索与实践 …………………… 冯艳宏 王晓霞 李 焱（83）

“5S”管理法在高职院校机电类实训室中的应用

——以杨凌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学院为例 ……………………………………… 晁 阳 龙建明（86）

以学生能力为导向的英语多元化考核评价方式 ……………………………………………… 赵宇佳（91）

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
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
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
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
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
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

培养模式探索

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
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
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
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
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
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

院校管理方略

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
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
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
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
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
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

专业与课程改革



我国职业教育软技能研究的思考

郭华生 1 杨修平 2 吕 营 3

（1.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广州 510520；2. 衢州职业技术学院，浙江 衢州32400；
3.沈阳化工大学，辽宁 沈阳 110142）

摘 要：从现代职业教育的视角出发，对软技能的概念与分类及其培养模式的探索、指标体系的设

计、测评工具的开发等研究成果进行整理和分析，在此基础上结合国内职业教育的实然状态，对软技能的

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在未来所应关注的若干问题进行了思考，期望能对我国职业教育的转型升级提供一定

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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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技能概念译自国外，英文是Soft skills，也有

国外学者将之称为 Non-cognitive skill （非认知技

能）或Non-technical skills（非技术技能），是与硬

技能相对应的隐性能力。目前在国内软技能一般被

认为是衡量一个人赢得职业生涯成功比率的量表，

是一个人“激发自己潜能和通过赢得他人认可和合

作放大自己的资源，以获得超越自身独立能力的更

大成功的技能”的总和。在CNKI（中国期刊全文

数据库）中以检索项为主题且以“软技能”为检索

词进行检索，共获得相关论文206篇，同时，以软

技能最相似词汇“软能力”与“教育”为检索词进

行检索，获得相关论文 18篇。而又以“软技能”

及最相似词汇“软能力”为篇名搜索，出版的书籍

仅为 1本，是鲁鸣著的《软能力在竞争中胜出》

（北京出版社，2009年）。虽然当前国内学术界对

软技能的研究，相关论著数量不是太多，但从

CNKI的检索结果中特别是以 2008年度为分界点，

软技能现已逐渐成为我国当前职业教育学术界研讨

的重要课题，而且多数聚焦于受教育者软技能的培

养研究上。

一、对软技能概念及分类的一般界定

当前国外学术界对软技能的内涵与外延的界定

还不是统一的，不同的研究者结合不同的研究领域

往往会提出不同的内涵和外延，为此，国内研究者

在对软技能概念界定及分类归纳上，会由于引用国

外学者不同的研究成果而相应出现对软技能概念及

分类的不同界定。依据检索文献情况，目前在国内

介绍国外软技能研究现状或研究进展的学者主要有

李铁斌、付艳芬、熊通成等。李铁斌（2013）重点

介绍了国外不同学者对软技能的内涵和外延、软技

能培养及关联研究方面的成果，特别强调了软技能

通用指标要“注重细分行业、职业、职位类别”。

付艳芬等（2008）也相应介绍国外学者对软技能不

同角度的定义、构成及培训等研究成果，同时提炼

出四个共同的要素：（1）和工作有关；（2）相对于

专业操作技能；（3）非技术技能；（4）人际间的技

能。熊通成（2010）等则在国外学界横向划分软技

能类型的基础上，借鉴Costin（2002）的思想，从

纵向维度上创新提出了软技能的应用层、修炼层、

天赋层，同时他认为，这种对软技能的纵向分层符

合技能形成动态机理规律，不仅是软技能内部的

“逐次决定关系”，也是职业人“技能本身催生新的

技能”的动态成长过程。

基于软技能在职业教育中的应用研究，国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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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纷纷在国外软技能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国

内职业教育的实然状态，普遍对软技能予以重新

定义和做出新的分类。依据现有的文献分析，比

较典型的主要有隐性核心能力说、非技术技能说

或专业能力之外说、综合素质说与体系说等四种。

1．隐性核心能力说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代表有史锋、梁丽华，他

们一般从隐性核心因素出发。史锋（2013）等认

为，软技能是内隐的，是一个人潜在的精神和价

值层面的能力与素质，涉及自我认识、价值观

念、态度行为、个性品质、内在动机等要素；梁

丽华（2008）认为，高职学生软技能是指一种隐

性的素质与能力，既包含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

质和身体心理素质，也包含从所有职业活动中抽

象出来的最基本的职业核心能力。

2．非技术技能说或专业能力之外说

持此类观点的学者比较多，也是目前职业教

育 学 术 界 普 遍 使 用 的 观 点 。 具 体 如 ： 饶 屾

（2013）认为，软技能是指求职者为完成今后不断

发展变化的工作任务而应具备的跨专业、多功能

和不受时间限制的能力，以及不断地克服知识老

化而终身持续学习的能力，是纯粹的、专门的职

业技能和知识以外的职业素质和职业通用能力；

张国华（2012）认为，职业软技能无边界，是一

个既平面宽广又纵向深厚的概念，只要是专业能

力之外的，有益于个人成长进步，有益于推动个

人职业生涯发展，对社会和企业有吸引力和影响

力的能力，都可确定为职业软技能。职业软技能

主要由基本素质（道德素质、心理素质）与基础

能力（有效交流能力、团队合作能力、人际融合

能力、解决问题能力、自我建设能力、创新能力

和信息处理能力）构成。此类别的“软技能”实

际上所包含的能力要素都是企业考核人才的重要

考量标准，都共同指向非技术类的职业素质和职

业能力的范畴，实质上就是一种既满足行业企业

职业岗位需求而专业技能（硬技能）又不能涵盖

以及与职业生涯发展密切相关的软性能力。

3．综合素质说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一般不会将软技能归属在

某类某种岗位专业能力（职业能力）范畴内予以

讨论其所应包含的能力要素，普遍将之作为许多

职业的共同基础，从而逐步走向素质论。例如：

喻穹（2010）等认为，软技能是注重职业意识和

职业精神，也可称为个人的综合素质；李萍

（2008）认为，软技能则是指处于某种失业环境或

职业角色变化时所具备的整体素质。

4．体系说

杜艾芳（2013）从宏观视角出发，将软技能

的内涵体系建构为涵盖方向性、能力性、精神

性、责任性等四个方面，同时认为，职业软技能

不是具体微观的，而是由相对宽泛内容组成、牵

涉方面较多的一整套体系。既包括主观内容，也

包括客观内容；既包括方向规划性、精神培养性

技能内容，也包括素质创新性、发展性内容。而

这套内涵体系也可划分为人生理想目标、职业规

划目标、职业创新能力、社会关系协调处理能

力、解决问题能力、职业责任意识和职业精神等

多层内容。

二、对软技能培养的实践探索

从文献资料看，软技能既是社会心理学术

语，也是人力资源管理专业术语，无论是在社会

心理学科或人力资源管理专业领域内应用，都共

同表现其作为主体人能力所具有的内隐性、前瞻

性、间接性和不易被标准化、程序化，因而软技

能在企业人力资源培训及学校人才培养的过程中

应用难度较大，对软技能培养的实践探索也相应

呈现出多元化的倾向。国内有学者分别介绍了美

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等国家在

软技能培养上的实践探索，涉及到软技能的培训

模式、指标体系的设计和测评工具的开发等方面

的内容。

软技能理论的研究最早始于美国的高端军队

工作和管理工作，如在高级军官和外交官员的选

聘上，就是通过软技能测评工具进行甄别的。正

是由于美国高度重视人力软技能的开发，软技能

理论始被各大组织机构普遍应用。如美国国家航

空和宇宙航行局（VASA）就依据飞行员减少风险

和人为失误的关键性非技术技能的需求，设计和

实施了培训飞行员软技能的 CRM经典培训模式

（Company Resource Management，组织资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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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模式有一系列严格的训练步骤和基本方法，用

以打破沟通障碍、共享心智，并有效地协同解决

问题。而软技能培训在美国教育界方面，美国劳

工部即在 1990 年 2 月成立获致必要技能委员会

（Secretary Commission on Achieving Necessary Skills,
SCANS），主要提出和界定年轻人能在21世纪职场

的必要技能及参与民主社会和进行终身学习的必

备能力，包括有三大基础要素（基本技能、思考

技能、个人品质）和五大能力（运用资源、人际技

能、运用资讯、了解系统、运用科技），同时发展

出一套推广SCANS必要技能于职场、学校和家庭的

策略，特别强调学校最主要且最切实际的方法就是

将SCANS技能统整融入于学校课程和活动中。

在同属北美地区的加拿大，软技能的应用推

广同样相当普遍。依据加拿大全国产业咨询委员

会（The Conference Board of Canada）在《受雇技能

2000+》中的描述，雇员的受雇技能 （employ abil⁃
ity skills）分为技术技能（technical skills）和软技

能（soft skills）。软技能亦指出色完成某个专业工

作除技术方面要求的知识水平和技术能力以外的

技能，如表达能力、沟通能力、团队合作能力、

领导能力、自我管理与提高的能力等。在加拿大

所有的社区学院（类似我国的职业院校）都采用

这种分类和定义来培养学生，不仅对不同级别的

学生所应达到软技能的要求制定了详细的不同层

级的能力框架和建构统一评价体系，还将软技能

所需培养的要素积极融入到课程中，并要求学生

参加相关考核以获得代表技能（含软技能）不同

水平的证书，以获得在工作、日常生活和终身学

习方面都发挥关键性作用的技能。

除美国和加拿大外，澳大利亚、日本、新加

坡等国家也都非常重视员工或学生软技能的训

练。例如：澳大利亚职业教育的主体机构TAFE在

上个世纪 90年代后期就提出，把培养劳动者的软

技能作为职业教育的重要目标，不仅提出基于职

业岗位软技能的内容，还分别开发出培养这些软

技能不同水平的操作性要求，并将之整合到TAFE
的课程体系中，而且学生在入学后一年之内的时

间段里学习内容多为工作现场中所涉及到的各种

职业素质和职业通用能力；日本关于劳动力技能

形成的模式主要是学校职前教育和企业在职培训

相结合的模式，日本企业选拨学校学生成为员工

的基本原则为“软技能重要于硬技能”，其基本点

是强调职业软技能的价值，由此日本企业通过大

量的OJT（在职培训）来培训员工企业内部的管理

制度、上下左右关系和行为准则等很多软性技

能，而且特别强调“个人接触前辈”制度。新加

坡则将软技能称之为“就业必备技能”（Employ⁃
ability Skills），同时，新加坡劳动力发展局（Sin⁃
gapore Workforce Development Agency，SWDA） 在

2004年便开始实施劳动力技能资格系统 （Work⁃
force Skills Qualifications，WSQ），其中就包括由工

作读写系列（WPL）、工作计算系列（WPN）和工

作技能系列（WPS）等三大培训模块构成就业必备

技能体系（ESS），不仅要求学生和雇员参加就业

必备技能体系课程培训，还对受训者参加培训后

所掌握的技能进行考核认证，最后授予合格证明

（成功完成某项培训模块即可获得），或职业预备

证书（完成就业必备技能所有培训模块）。这是一

种单独考核专业技能（硬技能）之外即软技能的

培训考核认证模式，新加坡对软技能的训练实践

虽然看似仅对专门性或技术性的特定行业或职业

技能的一个补充，但正是这套强调就业通用素质

和职业通用能力且操作性强的软技能培养模式，

切实让各个层次的职业工人能适应于更具挑战和

复杂多变的环境，也是新加坡促进和保持高技能

及具有全球竞争力水平劳动力的最重要策略。

而在软技能测评工具的开发上，国外学者普

遍运用心理测量技术进行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

如美国的工作能力评价法（JOB COMPETENCY As⁃
sessment,JCA），可对各种专业工作、管理工作和

军队工作中行为表现的软技能状态作出水平预

测，其主要运用了知识内容、认知能力和人格变

量的纸笔测验、上级和同伴的等级评定、观察者

的等级评定等三种方法，对被测者的软技能能力

程度进行评定。同时，还有一些经过国外学者实

证研究所开发的量表，如Riggio的社会技能量表，

Friedman等的沟通效果测量，Takai等的日本人人

际交往能力量表、菊池章夫的菊池式社会技能 18
项目量表，Baron和Markman的30个项目的社会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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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表等，但这些量表都是针对软技能的某一方

面能力相应进行测评，较之系统对软技能绩效进

行 评 估 的 则 有 Kantrowitz 博 士 所 开 发 的 SPQQ
（Self-and Supervisorratedversions） 量表 （SPQQ 量

表分自我评价和管理者评价两部分，七个维度），

主要阐述了个性、动机和自我功效对软技能绩效

的重要性。

国内对软技能培养的实践探索则更多聚焦于

职业教育领域。在一份成都某职业院校关于学生

软技能的实证调查结果显示，高职毕业生的 35项
基本能力在优势象限里仅有2项，为财务管理和理

解他人；同时约一半左右位于关键改进象限里，

在这些软技能要素里集中在理解与沟通类约占

71%，管理类约占55%，应用分析类约占40%，科

学思维类约占25%。而对于在实践中如何去提升职

业院校学生的软技能，很多学者则结合具体的专

业及学生的软技能现状分析，提出了许多软技能

培养的具体途径或方式，如大力推进“能力本

位”职业教育的基本思想，加强校企文化融合，

建立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校企共同参与软

技能训练，重视软技能隐性课程教育平台的搭

建，开发软技能系列课程和培训教材，将软技能

加入考核体系，加大实践教学的软技能培养环

节，实施软技能导向的项目化教学，结合就业指

导和成功心理素质训练进行软技能的训练，等

等。与之相应，国内对受教育者软技能的水平测

评主要是先通过对软技能指标体系的构建，再因

素权重或量化比率来进行。目前国内的何玲和付

艳芬对此研究较为先行。何玲（2011）根据我国

高等职业教育的特点，尝试开发能适应我国国情

的软技能指标体系，具体分为四级指标体系，其

中一级指标为思想素质（技能）和职业素质（技

能） 2项，思想素质（技能）项二级指标即为法律

意识，共包括懂法、守法2项三级指标，职业素质

（技能）项包括基本职业技能、个人管理能力、人

际关系技能 3项二级指标及 12项三级指标，还对

三级指标具体制定了四级指标，在评估上采用模

糊式的等级制（优、良、中、合格、差）来评估

学生软技能的状况水平。付艳芬（2013）则结合

护理专业，通过函询专家的方式，建构了包含社

会技能和个人技能等 2项一级指标、5项二级指标

（人际关系技能、组织管理技能和自我管理技能、

职业情操、认知技能）及 20项三级指标的护理软

技能构成体系。

由此可见，与国外软技能培养的实践成果相

比，国内这些实施软技能培养的具体途径或方

式、指标或工具虽然能产生一定效果，但明显缺

乏系统性、程序化和标准化，同时，也缺失确定

的考核认证体系，未能从根本上确立有效的软技

能培养策略。

三、软技能研究必须应对的问题

Stanford研究所和Carnegie Melon基金会所做的

一项研究表明：长期工作的成功，75%依赖于人际

间的技能或软技能，只有25%依赖于技术技能。可

见，软技能对于个体职业生涯发展起到至关重要

的影响，亦对提升职业院校学生就业质量起到关

键的推动作用。同时，鉴于新职业主义时代下复

杂多变工作任务的职场域，对职业劳动者所产生

的动态影响必然要求职业劳动者具备能处理更复

杂多变工作任务的职业通用素质和职业通用能

力。因而在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中，人才培

养内容和课程设置体系不应仅限于专业技能（硬

技能）。单一的专业技能（硬技能）是无法使受教

育者真正达到高技能专门人才的层次，这就必然

要求从根本上创新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模式及课

程体系，多元多渠道地融入软技能的内容和方

法，才能实现职业教育“更好的技能、更好的生

涯、更好的生活”的目的。为此，随着软技能的

培养在职业教育实践上的逐步深入，必然会带来

诸多的疑惑，这亟待思考和完善。

1．职业教育领域对软技能的界定

当前在职业教育领域内对软技能概念的描述

显得多元、宽泛和庞杂，并且存在很大的争议，

同时还有大量在字面上相似或相近的概念，如德

国社会教育学家梅腾斯（Mertens）提出的关键能

力，或国内职业教育学者们大量使用的综合职业

素质、职业素养、职业能力、就业技能等。软技

能与这些词汇在概念表述上会不会有所差异？若

有差异，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又在哪里？从所

获的文献资料看，无论是软技能词汇或其他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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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表述的其实都是同一抽象的本质，只是现象

的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因而对软技能的本质进行

探究是不可回避的根本性命题。从模糊数学的哲

学范畴出发，一切事物都可二维区分为精确性概

念或模糊性概念，软技能无疑应归属于模糊性概

念，由此，对软技能概念的界定必然会呈现出不

清晰及亦此亦彼的特征，要想对软技能概念划出

一条“绝对分明和固定不变的界限”，是无法予以

精确描述的。“一个事物是它自身，同时又在不断

变化，它本身有不变和变的对立——这就是矛

盾”，软技能概念的界定就应在这种矛盾性及其模

糊化的逻辑思维上进行新的模糊集合，而不是沿

用绝对思维方式的二值逻辑去思考和建立，但无

论软技能进行何种探析和厘定，现代社会企业对

人才软技能的需求将越来越被重视，软技能的重

要度代表着现代技能发展的趋势。

2．软技能的构成要素和指标体系

软技能的构成要素和指标体系，是可以跨专

业技能构建的，还是依据不同的专业或特定的职

业岗位来生成要素和具体指标？职业教育的逻辑

起点是职业工作，职业教育中受教育者软技能的

培养始终是回避不了职业工作的基本内核因素：

基于工作过程的技能训练。而目前在职业教育中

对软技能的构成要素的界定大都过于宽泛，很难

把握具体标准的设计和实施。从实用主义的职业

教育哲学视角出发，以工作本位的够用性为度，

应将职业教育中软技能的构成要素和指标体系限

定在基于职业岗位工作过程所涉及的职业素质和

职业通用能力的范围内，同时，职业院校还要把

注意力放在个体职业生涯的未来发展上而不仅限

于满足具备当前完成工作任务的职业素质和职业

通用能力上。因此，软技能的构成要素和指标体

系至少应考量以下因素：（1） 职业岗位归属；

（2）职业岗位特定工作的时空环境；（3）基于工

作过程的需要；（4） 与硬技能的协同匹配；（5）
个体职业生涯发展的需求。

3．软技能培养的实践探索意义

对软技能培养的实践探索不仅是未来职业教

育界满足行业企业对高技能专门人才大量需求的

有力回应，也将是职业院校对软技能培养行动的

真正着力点和落脚点。目前国内职业教育已基本

探索出一套对培养专业技能（硬技能）成熟的体

系、机制和方法，如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基于

工作过程的课程开发、项目教学、合作学习等，

那么在对软技能培养的实践探索上，是完全模仿

硬技能培养体系、机制和方式来进行，还是由于

软技能培养具有特殊性而予以其他的体系、机制

和方式来展开呢？软技能是可在学校仿真环境下

重复训练形成的，还是要在真实的职场中锤炼而

成？以及有没有一些内在的形成机理可寻？有无

可能建构相对独立和完善的课程教学体系呢？这

一系列实践性的命题必须回到职业教育的实践中

予以找寻答案，但无论对软技能培养作何种的实

践探索，从软技能的表现形式来看，对职业岗位

真正有用的“能”才是对软技能培养实践探索的

主要内容和目的，即要使受教育者获得对职业岗

位本身、职业岗位内外环境、职业岗位的客体及

职业岗位工作过程的中介所具有的决策、计划、

组织、实施、控制、反馈及协调的能力。由此，

对软技能指标体系的设计、培养模式的探索以及

测评工具的开发则应紧紧围绕这真正有用的

“能”来展开，而且其所展开的贴合度将成为软技

能培养能否取得成效的主要考量内容。从当前域

外的实践经验看，新加坡为培养提升受教育者软

技能所构建的就业必备技能体系（ESS），由于具

有较强的操作性和完备性，值得我国职业院校重

点学习和借鉴。

总而言之，随着各种新技术的不断更新及市

场全球化趋势日益增强所带来现代工作现场的骤

变，作为以培养高技能专门人才为目标的职业教

育未来必然要对硬技能和软技能的培养进行有机

的结合，才能真正有效实现受教育者职业发展的

一体化。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

得主詹姆斯·海克曼在《提升人力资本投资的政

策》中指出，“新技术的出现使中国更需要有一支

更为熟练的劳动力队伍”，并提醒中国“软技能更

是我们提高效率和赢得成功的重要决定因素”。因

此，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在职业教育中应

重点展开对软技能培养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

使得软技能所蕴含的诸多疑惑得到逐渐释疑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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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回应，从而逐渐搭建起一座从教育场域通往工

作场域的无障碍式立交桥，进而有效推动现代职

业教育的快速转型。

[责任编辑：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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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makes an analysis of the research achievements of soft
skills including the defini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soft skills, exploration of the training mode, design of the index system and devel⁃
opment of the measurement tools, etc. 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is with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China’s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 pa⁃
per has a reflection on the coming issues concerning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soft skills in the future in or⁃
der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China’s vocational education.
Key words: vocational education; soft skills; practical exploration; 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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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发展现状及所处政策环境，以新建本科院校发展高职教育在内涵

归属、培养目标及社会责任三方面的契合性为切入点，科学定位新建本科和高职院校教育，在此基础上提

出新建本科院校发展高职院校教育的路径，即形成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贯通机制，同时基于利益相关者

理论，从政府、高校及社会等角度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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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调整战略的关键时期，

国家迫切需要既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又具备系统

运作技能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而肩负大众

化高等教育任务的新建本科院校面临着定位选择、

特色发展、大学转型等诸多挑战；与此同时，作为

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基石的职业教育正遭遇社

会地位低、毕业生就业错位、发展前景不明等诸多

困境。在此关键时期，国务院做出了“关于加快发

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14]19号）。习近

平总书记就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做出重要指示，强调

要高度重视、加快发展职业教育，努力培养数以亿

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努力让每个人

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因此，贯彻落实指示精神，

突破种种桎梏，提升职业教育层次；改革创新，推

进新建本科院校实现内涵式发展；科学优化人力资

源结构、扭转劳动力就业市场发展极不平衡的状

态，这一系列紧迫的改革任务是当前中国教育发展

肩负的历史使命。实现这一历史使命的必由路径是

大学、政府与社会三位一体，形成合力，遵循教育

规律，破除体制机制的障碍，打通职业教育和普通

教育的通道，稳步持续发展专业学位教育，从而实

现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协同发展。

一、新建本科院校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契合性

1．内涵归属的一致性

新建本科院校是指国家为实现高等教育大众

化，承接大规模扩招的生源，于 1999年后通过合

并、重组等方式兴办的一大批本科院校，大多属于

市属或省市共建类院校。有学者认为新建本科院校

的“新”有两层涵义：一是时间角度的新，二是空

间概念的新，即“新型”。新建本科院校在产生背

景、地缘基础、与行业产业关系等方面均与传统高

校有所不同，因此，在办学理念、办学模式、培养

模式等方面有很多发展空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

于《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 ISCED》将高等职业教育

界定为实践型、技术型和职业专门化的高等教育，

即 5B类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共同构成当代世界

高等教育体系。根据《教育大辞典》，高等职业教

育解释为“属于第三级教育层次”，即与高等教育

同义。因此，无论依照国际标准还是国内共识，高

等职业教育都兼具“高等性”与“职业性”双重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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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5 卷第 2 期
2016 年 4 月

Vol.25,N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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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包括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两大部分。新建本

科院校与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均隶属于高等教育的

发展，发展目的均为实现高等教育普及化。

2．培养目标的同一性

新建本科院校是推进高等教育地方化、大众化

的主力军。发展应用型教育，培养第一线急需的既

掌握一定科学技术知识又具有很强专业技能，能把

先进的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高级应用型工

程技术人才，实现高等教育的均衡发展，既是社会

赋予新建本科院校的责任，也是新建本科院校战略

发展的需要。显然，新建本科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

与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社会一线岗位需要的高技能人

才，并强调应用性、运作性、职业性及地域性等特

点是同一的。此外，由于新建本科院校主要为高职

高专院校升本或由多所高职高专院校合并而成，而

且它们在升入本科之前已经积累了多年成功的高等

技术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教育经验，使得它们近期在

发展应用型本科教育的教学观念、专业设置、实践

基地、课程设置、校企合作、毕业生就业渠道等方

面有先天优势，能够实现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对

接。新建本科院校大多位于地级城市，与地方政

治、经济、文化联系紧密，在调整应用型学科专

业、产学研合作、为地方输送应用型人才等方面，

均占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

3．社会责任的协同性

无论是新建本科院校还是高等职业院校，服务

地方社会经济都是其重要功能之一，学校专业建设

的前提条件是与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相一致。因

此，高等职业教育办学之初即根据其所在地区地方

社会经济发展需要来确定发展目标、建设重点与办

学特色；特别在当前时期，高等职业教育承担着为

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具备综合素质的高技能人才培养

重任，因此，服务地方经济的社会责任尤其重要。

新建本科院校通过为地方经济建设源源不断输送优

质劳动力资源，促进当地经济持续发展；同时其毕

业生源也发挥劳动力蓄水池及储备库的作用，有效

的调整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新建本科院校通过

产学研合作、兴办科技产业等形式，促进科技成果

向地方转移；作为本地的最高学府，新建本科院校

逐渐成为地方各类专业技术人才实施学历教育、继

续教育、终身教育的教育基地与培训基地，不断

提高地方劳动者素质，增强劳动者的创新能力。

因此，新建本科院校在实现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

目标的同时使高等学校经历了走向社会中心，适

应社会，服务社会的历程；社会在不断地了解、

认同、参与、支持的过程中形成与高校互融共生

的有机发展模式。新建本科院校不断有效实施学

校、社会与市场关系协调的社会化变革与自我改

造，进而推动我国高等教育社会化的进程。肩负

着大众化高等教育重任的新建本科院校与高等职

业教育的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成为社会发展

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二、新建本科院校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实现路径

1．科学定位

（1）新建本科院校教育的科学定位。如何进行

科学定位是新建本科院校向新型本科院校迈进过程

中首要解决的问题，即如何培养服务地方经济社会

的高级应用型人才的问题。我国新建本科院校转型

发展是一次整体性、系统性的教育改革，是从过去

单纯向学术型大学迈进转向建设现代应用技术大

学。因此，要树立坚定的职业教育意识、就业意

识、应用意识、实践意识、产业意识、行业意识、

服务意识。正如潘懋元先生所言，新建本科院校培

养的是工程师、医师、教师……“师”字号的人

才，理论要适当加强，但是实践不能削弱，不能完

全跑到另外一头去。经过一定时期的探索，根据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分类标准法》（1997年
修改稿），新建本科院校目前大多定位为专业性应

用型本科 （5A），其中 5A类主要培养理论人才，

并设置有硕士学位教育，培养目的是使毕业生能够

从事高级研究项目或高技术要求的专业。5A类可

进一步划分为5A1与5A2两类，其中，5A1是按照

学科分类，高等教育一般是为研究做准备的，培养

专门的学术型人才；5A2则是按照行业分类，主要

培养各行各业所需要的专业人才。由此看来，新建

本科院校大多应定位于5A2类，应以专业性应用型

的高等教育为发展方向。

（2）高等职业教育的科学定位。我国的职业教

育如何向高层次方向发展，即为发展高等职业教育

问题。实际上，高等职业教育进行科学定位只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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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它的本真，回归其高等性与职业性；体现高

等性需要打通职业教育的上升通道，建立相应的

副学士、学士、硕士及博士专业学位体系，从而

保持职业教育体系的层级性与完整性，扭转职业

教育低层次化的社会观念；体现职业性需要充分

发挥职业教育与社会经济的动态耦合关系，即双

方只能不断的从对方发展中延续并拓展自身的发

展空间。因此，高等职业教育应当依据产业链价

值体系进行动态科学定位，将产业转型升级的要

求与职业对知识与能力的要求对接，实现结构调

整、质量提升的内涵发展；并通过人才需求预

测，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对经济发展的带动引领作

用，为经济发展提供合理的高等教育结构和完整

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支撑。同时，高等职业教育

一定要体现其普及教育的功能，突显其服务大众

的属性，从而为职业教育发展源源不断注入内在

驱动力。

2．形成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贯通机制

实际上，普通教育体系与职业教育体系两者本

来应为融会贯通的有机整体，但是我国以往的教育

体制、社会观点及高等教育主体的一些做法导致它

们长期处于一种割裂状态。现在的任务则是打通设

置在两者之间的隔阻，使广大的受教育者能够顺畅

的接受两种教育体系的培养。为此，一些学者认

为，专业学位教育本属于高等职业教育，现阶段，

将专业学位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进行有机衔接是社

会经济发展、高等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

的现实需要。新建本科院校转型成为应用本科院

校，衔接职业专科教育，在明确自身发展方向的同

时打通了职业教育向高层次发展的通道，与此同

时，应用本科院校通过一定时期的积累、发展、积

淀提升为应用技术大学。

三、新建本科院校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策略

1．政府设计科学有效的激励机制

（1）政策和制度激励。新建本科院校的转型

发展需要国家和各级政府做好顶层设计，在方向

上给予准确定位，在发展和运行上提供原则性的

指导，并给予相应的政策和制度支持，使新建本

科院校通过政策导向逐渐明晰改革的方向。为此，

教育部提出引导全国新建本科大学根据所处的社会

经济环境及办学特点向应用技术大学转型、文理学

院方向发展、城市大学三个路径进行转型发展。为

了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教育部联合各相关部门启动了系

列“卓越计划”，前两批进入该计划的新建本科院

校共有17所，支持新建本科院校培养生产工程师、

服务工程师等。此外，国务院及教育部还出台了一

系列支持高等教育发展的政策规定，见表1。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对于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中政府的作用，我国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时间

2014

2010

2008

2007

2006

2005

2004

2002

1996

1990

名称
《关于加快发展现代
职业教育的决定》，
国发[2014]19号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
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
《高等职业院校人才
培养工作评估方案》(教高[2008]5号
《教育部财政部关于
实施高等学校本科
教学质量与教学改
革工程的意见》教高(2007) 1号

“国家示范性高等职
业院校建设计划”

《关于大力发展职业
教育的决定》国发
〔2005〕35号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
全面开展高职高专
院校人才培养工作
水平评估的通知》(教
高厅[2004] 16号)
《关于大力推进职业
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
定》国发【2002】16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
业教育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
等教育法》

内容

明确提出到2020年形成现代
职业教育体系。

到 2020年，基本实现教育现
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
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

围绕影响院校人才培养质量
的关键因素，通过对《高等职
业院校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
据采集平台》数据的分析，全
面了解学校的实际情况 。

通过质量工程的实施，使高
等学校教学质量得到提高。

“十一五”期间，教育部将支
持 100所高水平示范院校建
设。
把发展职业教育作为经济社
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教育工
作的战略重点。

为了推动高等职业教育持续
健康发展，教育部从 2004年
开始正式启动高职高专院校
人才培养水平评估工作。

深化教育和教学改革，适应
社会和企业需求。

建立、健全职业学校教育与
职业培训并举，并与其他教
育相互沟通、协调发展的职
业教育体系。职业学校教育
分为初等、中等、高等职业学
校教育。高等职业学校教育
根据需要和条件由高等职业
学校实施，或者由普通高等
学校实施。

根据不同类型、不同层次高等
学校的实际，推进高等教育体
制改革和高等教育教学改革。

表1 国家出台的高等教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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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专家认为：职业教育的“天”是国家和

政府的各项政策方案，“地”则是一线的职业院

校：只有了解社会现状、与实践相结合，才能倚

靠“立地”来“顶天”，这充分说明了政府在高等

职业教育发展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实际上，最近

十几年来关于职业教育发展中的争论焦点，我国

199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已

经给出了明确的指示：职业教育包括高等职业教

育并且可以由普通高等院校实施。关于职业教育

的发展，国务院及教育部出台了一系列的决定、

意见及方案等，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加快发展

现代职业教育”，这些举措促进了高等职业教育的

发展。在新的历史时期政府应当发挥更加关键的作

用，出台有针对性的政策，如把专业硕士点向新建

本科院校倾斜和转移，一定时期内给新建本科院校

毕业生及高等职业教育毕业生，在就业、创业上以

特殊政策支持，出台校企合作激励政策等。

（2）财税及资金激励。职业教育的职业属性

要求企业能够积极地参与到职业教育中来，新建

本科院校培养高级应用型人才离不开产学研合

作，但是，转变我国企业参与热情低的不利局面

单凭学校的力量是不行的，政府必须进行合理调

控，如借鉴国际职业教育的成功经验，以财税政

策激励企业或对相应的企业给予补助，使积极参

与职业教育的企业获得较高的声誉。国家在新建

本科院校转型发展及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起步阶

段制订充足的经费预算，并对各项拨款和资助引

入竞争机制，经费可以直接用于企业主动接受大

学生进入企业学习、实训，或资助校企协同创新

项目、重点学科专业硕士点建设等。国家要拿出

足够的经费支持地方高校转型及高等职业教育发

展。如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形式鼓励企业积极主

动地接受大学生进入企业接受培养；资助校企协

同创新项目，支持重点学科专业硕士建设，对校

企合作取得突出成绩的高校给予奖励性支持。

（3）组织机构激励。目前，我国的高等职业

教育进入发展的关键期，需要政府以组织形式介

入并加以引领，为此，可以借鉴加拿大Co-op教育

模式的成功经验。加拿大设有国家Co-op教育鉴定

委员会，该组织的主要职责是鉴定教育机构的

Co-op项目的质量，并为其提供 Co-op教育指导；

此外，加拿大还设立代表政府、雇主、学生和教

育机构的全国性的非营利组织——Co-op教育协会

(CAFCE)及由政府、行业组织、企业代表、教师、

学生共同组成的Co-op教育合作企业库。借鉴上述

经验，我国可以设立以政府主导的高等职业教育

委员会、高等职业教育协会及高等职业教育联盟

等组织机构，发挥政府在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中的

引领作用，凝聚社会各方力量形成合力，助推我

国的高等职业教育进入与产业发展动态耦合的良

性循环。

2．高校发挥创新实践主体的作用

（1）构建开放式应用人才培养体系。由于大

多数新建本科院校具有成功的专科教育经验，拥

有大众化的教育理念，而且在长期的专科教育过

程中通过产学研合作形式与地方经济社会密切合

作，积淀了一定的应用本科教育的成功经验。新

建本科院校在新的历史时期，需要提炼、提升，

丰富教育内涵，在科学进行应用型本科定位的基

础上发展特色教育，注重创新知识与服务社会的

协同发展，无缝对接地方经济，提高学生的应用

化水平，建设具有中国教育特色的应用技术大

学。开放式的应用人才培养体系包括人才培养目

标、人才培养模式、学科专业结构、课程体系

等。新建本科院校应当不断推动学科专业结构调

整，培育成长型特色学科专业；坚持校企合作、

工学商结合，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强化实践教

学，创新教学方法，推行基于素质提升的评价体

系；通过完善教师资格标准，提升教师专业化水

平，建设应用型教师队伍。

（2）推行双向驱动人才培养模式。目前新建

本科院校的主要培养模式仍为“推式”，即以计划

驱动式，计划招生、计划培养，然后将学生推向

市场就业，来满足市场对人才资源的需求，所以

常常造成所培养的人才与市场需求错位现象。在

新的经济发展时期，作为人力市场需求的主要供

应主体，新建本科院校应当立足地方及区域经济

发展，逐渐由“推式”转向“拉式”来培养人

才。“拉式”人才培养模式是指根据当地企事业单

位需求，依照企业所下各种“人才需求订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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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培养企业所需要的特定人才，即按照市场需求来

驱动人才培养。充分考虑市场机制、供求机制、竞

争机制及风险机制等因素，在保证学生就业的基础

上，高校与地方经济社会形成一种双向作用的合作

伙伴关系，促进两者的良性循环发展。

（3）建设与产业链发展相协调的人才链。许多

研究都表明：高素质劳动力注入产业链低端可以提

高产业升级的加速度，产业结构的波动终究会回归

到就业结构的调整上。在我国转型发展进入拐点时

刻，作为承担大众化高等教育任务的新建本科院校

必须肩负起提高中国人才资本丰盈度的历史使命，

建设与产业发展相协调的人才供应链体系。为此，

新建本科院校的教育与管理人员需要深入企事业单

位进行广泛的调查，掌握各类人才的需求情况；同

时明确高等院校的人才供给情况，从而对人才的供

给与需求的匹配度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根据地

方经济与产业发展的实际需要更新学科与专业，形

成中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层级式职业教育体

系，架构多阶职业教育人才链。

3．社会构建持续良性的发展环境

（1）形成全社会支持高等教育事业的环境。高

等教育只是个人成长的一个阶段，而其大部分时间

要与职业生涯为伴，所以，高等教育是为社会经济

服务，社会中的企业是人才培养的重要利益相关

者。因此，企业要充分发挥教育主体作用，积极参

加到新建本科与高等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事业中

来，在办学模式、人才培养模式及具体的教学过程

中出谋划策，在实训基地、“双师”建设及学生就

业方面给予充分的支持。如此，社会上少了旁观

者，多了建设者；少了指责者，多了合作者，而这

恰恰形成了源源不断促进高等教育发展的动力。

（2）促成与经济发展相融合的教育模式。教育

模式在实质上是一种社会集体选择的结果，因此，

新建本科院校转型发展应当选择与社会经济发展相

融合的教育模式。所以，社会应当形成整体合力促

进新建本科院校转型发展方式，调整人才知识结

构，转型人才培养模式，调整学科专业结构，为社

会培养产业链高端的应用技术人才，才能实现提升

产业科技含量，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目标。

[责任编辑：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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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f the Path to Develop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by New Undergraduate Colleges
—Trinity among College, Government and Society

GUO Chun-rong XU Yan ZHANG Ying
（Ningbo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Ningbo 31521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situation and policy environ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this pa⁃
per begins with the analysis of conjunction between new undergraduate colleges and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three aspects
of connotation, training target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makes scientific orientation of new undergraduate and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educ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analysis, the path to develop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by new undergraduate colleges is put
forward, that is forming cut-through mechanism of gener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meantime, based on the stakeholder the⁃
ory,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government, universities and society are put for⁃
ward.
Key words: new undergraduate college;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realization path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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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国家大力倡导发展职业教育的大背景下，教师专业发展已逐渐成为高职院校教育改革和发

展的关键问题。基于高职院校为特定场域的教师专业发展现状的实证研究，发现教师专业发展过程中存在

专业伦理遵循错位、专业知识结构断层、专业实践能力缺乏、专业发展意识欠缺等问题，在进行归因分析

的基础上，从理念、政策、服务管理等多方面提出高职院校教师专业发展的促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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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不是简单的重复性操作行为，它是一种

充满无限可能性的实践活动。教师作为获得教育

实效性的主导要素在教育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

用，因此教师专业发展已逐渐成为教育改革和发

展的关键问题。在国家大力倡导发展职业教育的

背景下，以高职院校为特定场域的教师专业发展

已不仅仅是教师个体成长的内在诉求，更成为一

种回应国家政策倡导的社会期待。如何有针对性

地促进高职院校教师专业发展，需要基于以高职

院校为特定场域的教师专业发展现状的实证研究。

一、研究设计

1．方法与对象

问卷调查的对象为江苏省内6所高职院校的专

任教师，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调研采取随机抽样

的方式，共发放问卷 400份，回收有效问卷 382
份，回收率为95.5%。

2．研究工具的编制

高职院校教师专业发展调研指标的构建需建

立在对教师专业发展内涵的深刻理解上。参照权

威学者的理论并结合高职院校实际，确认教师专

业发展包含专业道德伦理、专业理论知识、专业

实践能力、专业发展意识等结构性维度。以此为

基础进行一级指标与二级指标的构建，并进一步

细化设计生成调查问卷。问卷共设置了 20道选择

题和 10道是非题，以此来了解教师的专业学习与

发展现状以及专业发展的需求等情况，同时根据

需要设置了一道开放性问答题，征求教师对于教

育行政主管部门以及学院相关部门的想法、意见

或建议。问卷回收后，采用专业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处理和分析。

二、高职院校教师专业发展的问题与归因分析

1．专业伦理遵循错位

专业伦理是指教师在教学育人的过程中所遵

循的信念、准则和规范。专业伦理在教师专业成

长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教师对学生的积极

信念是与学生建立建设性关系的前提和基础，教

师在履行角色时以高标准来规范自己的言行对于

教学策略和教学目标的达致有深远影响。

在调研中，绝大多数教师认为专业伦理的遵

循对于自身的专业发展十分重要。当被问及面对

学生的感觉时，46.3%的教师能以“理性、平和”

的态度面对，28.5%的教师觉得有“厌烦”等负面

感觉，仅有25.2%的教师有“愉快、欣赏”等正向

感受。这说明大多数高职院校教师对学生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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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是不够的。与此同时，分别有 21.6%和 61.8%的

教师认为职业压力“非常大”和“比较大”，只有

6.6%的教师认为职业压力“一般”。尽管如此，教

师们对于自己的要求仍然维持在不低的水平，八

成左右的教师认为周围同事的工作态度“很积

极”或“积极”。

从上述调查数据可以发现高职院校教师对于

专业伦理的遵循喜忧参半：教师能以较高的标准

来规范和约束自己的行为，但对学生的认同感不

强。客观上，社会对于高职生的认知有一种“隐

形”的歧视，认为高职生源质量差。此外，问卷

调查数据显示，逾七成教师觉得自己的教学工作

量“较重”或“非常重”，大多数教师只能停留于

完成教学任务，无暇与学生进行深入的交流沟

通，也就无法更多地发现学生的闪光点，没有更

多时间和精力思考教师自身的专业发展问题。入

职后，教师培训多集中于专业知识方面，而心理

学、教育学等相关引导教师深入了解教育对象的

培训甚少甚至几乎没有。这些成为对学生的认同

感不强、教育信念正能量缺乏的主要原因。

2．专业知识结构断层

高职教师的专业知识结构具有多层复合的特

征。该结构的最基础层面是有关科学、人文等方

面的基本知识，这是教师与学生初步建立建设性

关系并胜任教育者角色所必须的。第二个层面是

专门性的学科知识，这是教师胜任基本教学工作

的必备知识。第三个层面为教育科学，该层面主

要是帮助教师认识教育对象、教育过程的专门性

知识。

问卷调查数据显示，教师在平时的生活与学

习中，认为最主要的专业学习手段为“阅览期刊

资讯等”。而被问及学习内容时，高职院校教师对

与教学相关的专业知识所倾注的热情与关注最

多，科学、人文等最基础层面的知识关注次之，

对教育科学知识的关注和钻研是最少的。

高等职业教育教师个体专业发展的一个重要

体现是学科专业与教育专业均应得到适切的发展,
并在两者之间保持合理的张力。教师由于教学工

作量大且缺乏对教育科学的深层次认知而选择只

聚焦于学科专业知识，而相关教育行政管理部门

在设计此类教师培训时，尽管也包括第三层次的

知识，但大多停留在一般理论与具体的教学技术

方面，缺乏对教育工作内涵的解读和重视，特别

是对人的基本认识、教育哲理的形成、教师与学

生互动影响机制、教学规划与设计等深层次内容

关注较少。而这一层面的知识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是支撑教师学科专业知识的基础，只有将上述三

个层面的知识通过教师个体的内化与重构进行融

合，才能更好地推进教学质量和效果的提升。

3．专业实践能力缺乏

高职院校教师的专业实践包括与教学相关的

系列组织管理实践，与其专业相关的技术操作以

及科研实践。

问卷调查数据显示，在被问到“高职院校教

师最重要的能力或素质”时，专业实践能力在五

个选项中高居第一位。由此看来，专业实践能力

是从事高等职业教育的教师们最看重的能力。而

与此同时，绝大多数教师认为在现阶段教学工作

中存在的最主要问题是“缺乏专业实践经验，教

学效果不太理想”，这说明专业实践经验缺乏已在

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教学效果的提升。

高职院校师资的主要来源是高等院校或科研

院所的毕业生，他们在校期间的课程设置大多重

理论轻实践，而职前教育环节又缺乏有针对性的

凸显高等职业教育特色的内容设置，这就使大多

数高职教师在完成从学生到教师的身份角色转换

时缺乏娴熟的实践操作技能和一定的岗位实践经

历，因此也无法取得高水平的职业资格证书和具

备丰富的实践经验。绝大部分高职教师在参加工

作后常常忙于教学科研任务而缺少进入企业进行

实践锻炼的机会。

4．专业发展意识欠缺

高职院校教师的专业发展意识是指教师自觉

的职业规划意识，对自我专业发展的态度、认识

和理解，是教师为了获得自身专业发展而自觉调

整、完善自身教育理念与行为的意识，是教师对

自身实践活动及教育理念的一种省察和反思，即

对教师自身发展的反省认知。

从总体上来讲，高职院校教师对专业发展的

认知是矛盾的，绝大多数教师都听说过教师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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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这个概念，且认为教师的专业发展很有必

要，但对于其具体内涵的理解深度还远远不够。

对于自身的职业规划和专业发展，不到一半的教师

选择“经常思考自身专业发展规划”，约三成教师

选择了“不常思考，听从安排随大流”或“从未思

考”。可见，教师们在自身的专业发展意识上相对

处于被动的状态，缺乏自主发展的规划和理念。

从高职教师专业发展的现状来看，发展意识

的欠缺既有教师自身原因，也有学校的工作氛围

等外在专业成长环境的作用。高职教师的自主发

展绝对离不开强烈的自主发展意识和明晰的发展

目标。而教师以专业实践能力为依托的教学能力

和水平难以提升往往使得教师的自我效能感降

低，从而导致教师自身内在动力不足。在开放性

问答题中部分教师表示学校对教师的考核评价体

系不健全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教师的积极性，从

而影响了他们对专业发展的追求。

三、促进高职院校教师专业发展的审视与反思

通过对问卷数据的量化分析以及非结构性访

谈资料的质性研究发现，促进高职院校教师的专

业发展是一项系统的、复杂的结构性工程，应从

理念、政策、服务管理等多方面着手进行推进。

1．理念先行：加强对高职教育的舆论引导

高职院校在高校招生录取过程中的批次、分

数等因素，造成社会大众对于高职教育的认知有

所偏颇，认可但不被认同。一种职业给劳动者带

来的尊严感的强弱与幸福指数的高低不仅仅与职

业本身的劳动性质以及创造的价值相联系，同时

还与社会对这种价值、性质的认同与需求状态相

关。因此，在当前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大背

景下，相关部门应加强对高等职业教育的舆论把

握，改善对高等职业教育的认知，提升对高职院

校教师这一群体的专业身份认同。这也是保障高

职教师获得本体性安全的基础性前提，能在一定

程度上防止高职教师的专业角色和身份被边缘化

的状况发生。在此基础上，教师也应确立对高职

教育的理性认识，调整对自己的职业认知，增强

对自身角色和身份的认同感，以积极的心态面对

高职学生在文化素质方面的现实，以真诚、尊重

的态度接纳学生，构建良性的师生互动关系，更

好地遵循专业伦理，以自己的事业实践提升自己

的社会职业声望和社会职业形象。

2．政策保障：完善高职教师专业发展的制度

体系

制度和政策保障是实现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

环境和制度依赖。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应进一步加

强对高等职业教育的规划，制定符合高等职业教

育特点的高职教师专业标准并建立严格的高职教

师专业资格认证制度；省级教育主管部门应在国

家专业标准的指导下结合省内经济社会发展实际

加大对教师培训的统筹规划，建立特色鲜明的高

职教师教育培训体系，根据教师来源进行分类入

职引导，力争将入职教育、职后培训打造成科学

化、规范化的教育培训体系，培训体系在内容设

置上应重视人文、社科、教育类知识的融合和补

充。进一步细化高职教师的国内外访学、企业实

践、校外挂职锻炼的细则，建立教师培训档案，

构建培训反馈跟踪机制，切实提升在职培训的针

对性和有效性。同时，各校应通过专题调研对教

师工作量进行调适，并在此基础上积极探索科学

有效的教师考核指标体系，分类激励不同发展取

向的教师，关注评价中的沟通和反馈，建立发展

性的评价机制以全方位多视角地对教师的专业发

展进行考核评价。

3．管理支撑：构建多样化的学习社群

学习社群是在具有共同愿景和价值共享的组

织中为了完成某种使命以学习方式而形成的共同

体。教师专业发展是在学习社群中完成的，没有

一个教师会离开学习社群而获得发展。各高职院

校可在多个层面构建教师的学习社群，打造多维

立体的教师交流和学习发展平台。首先，可充分

利用微信等新媒体技术建立学生的学习社群，充

分了解学生需求并及时排解学生发展中出现的问

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达致“教学相长”的目

标。其次，高职教师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形成了

以教研组或教研室为单位的基础学习社群。通过

该基础学习社群，教师可以更好地听取同行的建

议，通过客观的分析、研究和总结，对自身的教

学实践做出深刻的反思从而形成一种基于实践反

思的理性认知框架。各院校应充分重视该基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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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社群的作用，为丰富该学习共同体的教研活动

提供物质保障和技术支持，确保以规范、高效的

教研活动为载体的学习社群充分发挥应有作用。

再次，教师应积极管理好、利用好在各类培训、

访学以及企业实践中所积累的专家人脉，使其成

为有效的持续性学习社群。与此同时，高职院校

应成立专门的教师专业发展机构，根据教师发展

的现状制订契合实际的教师发展规划，协调校内

教务等相关部门为教师做好教学服务工作，充分

发掘优质资源，不断为教师开拓新的发展路径，

为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提供管理支撑。

4．行动支持：树立自主发展的主动意识

教师发展的本质是发展自主性，发展是教师

不断超越自我的过程、不断实现自我的过程，更

是教师作为主体自觉、主动、能动、可持续地建

构过程。高职教师树立明晰的自主发展意识并将

其落实到行动是其实现专业发展的基本前提。第

一，在专业发展中教师应注重不断提升自己的情

绪涵养，恪守情感承诺与专业伦理，从情感、信

念等方面不断储备正能量从而为开展各项自主行

动奠定良好的情绪基础，这将有利于高职教师增

强幸福感并提升工作效能。第二，教师在平时的

工作中应主动参与基础学习社群的对话并根据自

身能力和专业发展需求积极投身于学院的教育教

学改革以及各项专业实践和教研活动，在实践中

善于积累和把握有利于自身专业发展的核心要素

和关键事件，尤其是要主动出击到行业企业进行

“跨界”的实地锻炼，接受“重要他人”的影响，

不断提升自身实践操作能力使其与理论知识更好

地进行“视界融合”。第三，教师在平时学习中要

注重在专业知识结构的全面平衡发展中培养和升

华自身学术旨趣，在超越教师专业界限与障碍的

过程中达成自身专业知识结构的解构与重构。第

四，教师在工作中应注重对自己进行有意识的、

有针对性的自我反思和评价，对自己在实践中的

经验、行为进行剖析和反思，在促成自身内在心

灵和外在技术成长和发展的基础上提升教育教学

质量以应对复杂、独特且充满不确定性的现实教

育情境。

总之，教师专业发展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在

这一过程中，教师通过探究——反思——重构的

模式培育专业情意、发展专业自主、增长专业技

能，从而达致专业成熟的境界。对于高职院校的

教师来说，专业发展更是着眼于教师实践智慧的

成长，是贯穿教师职业生涯始终的教师个体与学

校、行业企业、政府持续互动的过程。

[责任编辑：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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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Research and Reflection on the Present Status of Teachers’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YUAN Jing
(Nantong Shipping College, Nantong 226010, China)

Abstract: The teachers’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has gradually been a key problem of the education reform and development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hina’s advocating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Based on the empirical research of
the present status of teachers’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special field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t is found that during thei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rocess the teachers have problems on dislocation of following professional ethics, fault of professional
knowledge structure, lack of professional practical ability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al awareness. Based on attribution analysis,
some measures in the dimensions of concept, policy and service management to promote teachers’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n high⁃
er vocational colleges are put forward.
Key words: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empirical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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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师资队伍是职业教育培养目标实现的重要保障，只有学校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才能激励全

体教师重视理论学习、实践锻炼、学术研究等综合能力的提高，全面提升教师队伍的素质，为职业教育的

健康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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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高等职业教

育也越来越得到政府、企业和社会的重视和认

可。具体的表现形式是政府的投入不断加大，社

会的认可度不断提高，企业的参与力度越来越

大。通过国家政策的扶持和广大教育工作者努

力，高等职业教育已经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半壁

江山，是国民经济发展和 2020现代制造战略的重

要支撑。作为培养技能型应用型人才的高等职业院

校，对师资队伍的要求也不同于其他类型的院校。

而绝大部分高等职业院校都是在原来中职的基础上

升格或整合组建的，尤其组建时间较短的院校，师

资队伍普遍存在着学历、职称和学术水平较低等问

题，以及实践工作经验和教育理论水平欠缺的问

题。因此要适应教学的要求，必须有计划的、长期

的进行师资队伍的培养与建设，才能够满足高等职

业教育本身的人才发展战略需求，更好的实现人才

培养的整体目标。

二、高等职业院校教师的素质要求

基于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目标和特点，要

求高职院校教师不但要有从事教育事业必备的基本

素质，还要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实践工作能力。从

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目标要求来看，要培养出能使用

最先进的生产设备、从事高技能的工作岗位的一线

优秀人才，高职院校的教师必须具备：（1）要有系

统的本专业理论知识，是本专业毕业并经常性的参

加与从教专业相关的新知识、新技术的培训；（2）
具有教育理论知识和教学技能：掌握教育的基本规

律，熟练掌握表达、板书、授课的基本功，熟练使

用现代教育手段和方法；（3）对自己从事的职业有

着广泛深入的了解，知道学生应该学什么，自己应

该教什么和如何教；（4）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和专业

水平，对专业有深入的探究，具有渊博的知识

（5）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三、提升教师素质和水平的主要对策

师资队伍建设是高等学校的重要工作，是实

现人才培养的重要保障，国内著名大学有许多成

功的经验，例如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华中科技

大学（原华中工学院）在朱九思校长的策划倡导

下，有计划地强化师资队伍建设，对全体教师进

行基础理论系统学习，加大外语教学力度，大力

引进师资，派出大批教师外出讲学与进修，1979
年至 1984年,学校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共派了 450名
留学人员和访问学者出国，这一系列的措施使学

校的师资队伍素质全面提升。特别是一大批从国

外留学访学回来的教授学者，他们在教学和科研

上引进了许多新种子、新思路，在许多领域深入

学习、涉足世界先进的科技水平，华中科技大学

由此在国内科技界处于领先地位，也因此成为建

国后建校的大学里发展最快最好的一流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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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动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政府主导了办学

水平评估、国家和省级示范性院校建设、示范性

现代职业院校建设等系列促进工程，在评估指标

体系和示范建设项目中，师资队伍建设都是极为

重要的指标和重点建设的内容。回顾总结高等职

业院校评估和示范建设的历程和经验，职业院校

师资队伍的建设应注意：

1．提高师资队伍的整体理论水平

教师是知识的传授者，这就首先要求教师队

伍具有系统的专业理论知识和较高的学历。现在

大部分高等职业院校新进教师都具有硕士研究生

以上的学历，这就为教师队伍的理论水平奠定了

基础。许多高等职业院校及其骨干专业引进具有

博士学位的教师，对提升队伍建设和增强专业建

设的深度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提高教师队伍的理论水平仅靠引进新教师是

远远不够的，原有教师队伍是学院办学的重要支

撑和中坚力量，他们大都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和

娴熟的教学技巧，激发这支队伍的学习兴趣，更

新他们的知识结构，对教师队伍的整体建设极为

重要。因此，学校要：（1）定期组织教育理论和

现代新技术的培训学习，使教师队伍跟上新技术

发展的步伐，适应新形势的教育教学要求；（2）
加大外派培训和进修学习力度，使绝大部分教师

都能有足够的时间参加较为系统的学习，补充新

的知识，保持队伍的活力；（3）大量选派优秀教

师到国内国外、境内境外学习交流和担任访问学

者，提高专业素质，学习别人的优秀办学理念和

教学方法。

2．加强专业教师实际工作能力的锻炼

实践是教学创新的动力，强化高校师资队伍

的职业实践能力是师资建设的核心所在。职业院

校培养面向一线的高素质技能型职业人才，这就

要求教师本身就是优秀的职业工作者，但是现实

的情况是不少老师习惯于传统的教学模式，重视

课堂教学，忽视现场教学和技能培养，特别是刚

毕业的年轻教师工作经验不足，职业经历欠缺，

因此教师本身职业能力的提升尤为重要。

建立产教融合的校企合作机制，要求和鼓励

专业教师深入企业一线，熟悉企业的生产流程，

掌握企业的生产工艺，学会企业设备的操作使

用，甚至承担企业部分工作，才能使职业院校的

教师真正成为职业专家，真正成为合格职业教育

工作者。依靠学校的专业优势成立直接进行技术

服务、技术推广和技术创新的校办产业，既是发

挥院校优势，实现高校社会服务职能的重要载

体，亦是提高锻炼教师职业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有

效平台。

3．提升师资队伍的学术水平

科研工作是职业院校的短板，大多数职业院

校对科研工作的认识和重视不够，科研项目少且

集中在少数教师手上，甚至觉得只是职称评聘的

条件而已。但是实际工作中，科研工作是提升教

师理论水平、学术能力的重要途径，科研实力是

学校的硬实力和核心竞争力。高等职业院校应加

强师资队伍的科研能力，承担科研项目时注重理

论性实践性和服务社会。

职业院校科研工作应注意：（1）通过科研项

目对课题、项目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取得对某

个领域、某项技术和某个工艺或者某项工作的技

术成果，获得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提升参与者

的专业能力、理论深度和研究能力；（２）学校的

各项工作都有各自的特点和做法，在工作的同

时，提炼优秀的工作方法和总结工作经验，对工

作的促进和提升也十分重要，通过各级各类教科

研成果的总结，进一步改进提升工作；（3）鼓励

和要求职业院校的教师撰写发表学术文章对教师

水平的提高有很大的作用，科技论文的撰写需要

作者对学科中的某一课题进行深入的探索研究，

提炼出成果并准确清晰地表达，论文的水平也就

体现了作者的专业水准，而对于专业课程建设和

教学方法的文章也就代表了教师的教育理论水平

和教学技巧的水平。

4．实施各级名师项目建设形成优秀团队

人才的培养工作不仅仅是由教师单纯的个体

进行的，而是由系列课程和实践环节在专业群或

者专业教学团队引导共同实施的。各个院校必须

依据专业设置情况建立起年龄、学历和职称结构

合理的教学团队，每个教学团队形成一到数个专

业知识扎实、学术造诣深厚和教学经验丰富的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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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领军人物。

优秀的教学团队要有杰出的带头人、合作敬

业的团体、全面专业素质的组合，这就需要学校

根据师资情况、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要求，对既

有师资进行有效的组合，并进行长远的师资建设

规划。建立学校内部的教学新星、教学名师和优

秀团队评选的长效机制，培养团队带头人和专业

骨干教师，在政策和资金上给予大力倾斜，促进

和培育更多后备骨干人才。要根据专业和课程建

设的需要，建立由国家、省和学校教学名师领衔

的名师团队和名师工作室，通过团队和名师项目

带动师资队伍的良性发展。发挥名师带动作用，

加强对年轻教师培养与帮助，形成优秀团队发展

的良性循环。

5．大力引进兼职教师促进校企融合

现代职业教育不管是德国的双元制还是现在

大力提倡的二元制培养模式，其实都是强调职业

教育与产业的融合，都是突出职业能力的培养。

二元制是在学生获得学籍的同时取得企业的员工

的身份，这自然将人才的培养作为企业、学校共

同的责任，学校会在集中的时间里为学生建立起

系统的专业理论基础和基本实践技能，企业按严

格的生产流程和职业规范对学生进行职业能力训

练，这样培养出的就是真正的毕业和就业无缝对

接的好用人才。

系统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和实际工作能力，

教师作为职业教育者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但是

只经过学校的教育，毕业后很难直接走上工作岗

位。建立一支具有一定理论水平和丰富企业工作

经验的兼职教师队伍是解决这个难题的有效途

径。学校在大型企业中挑选、聘任一定数量的兼

职教师，充分发挥他们的优势和作用，有利于人

才培养工作的针对性，同时也可以很好的控制办

学成本。

四、教师队伍素质提升的思考

有优秀的师资队伍才能培养出一流的人才，

才会有高水平的学校。因此不论是什么水平的学

校，不论在任何时期，师资队伍的建设都是关系

到学校发展和生存的头等大事。在国内著名大学

中，山东大学师资队伍建设举措别具特色，以

“国内合作研究经历，海外学术进修经历和校外社

会工作经历”三种经历为主线的青年教师提升行

动计划，使学校师资队伍和学术水平得以大幅提

升，山东大学也因此成为进步最大的国内著名大

学。师资队伍的建设工作除了要内培外引，多种

渠道培养和激励机制外，还应注意：

1．建立科学评价体系促进队伍良性发展

建立科学的教师评价机制，正确、客观、准

确地评价教师的工作能力、业务水平和教学效

果，只有方法科学、项目完善、标准合理的评价

机制，才能对教师的工作进行准确的评价，才能

使评价机制对教师的发展起到引导和推动作用。

比如增加对科研成果和论文的权重，可以促进学

术水平的提高，进修学习和继续教育的要求能使

教师队伍知识不断更新，企业专兼职工作经历的

要求促使专业教师不断深入生产一线。

2．创建产教融合机制，促进教学亲近产业

创建产教融合的机制，主要可以通过建立校

内产业和加强与知名企业的深度融合。在有条件

的职业院校利用专业优势创办具有特色生产、技

术开发和社会服务的实体，既为专业教师队伍提

供发挥专业特长、创造生产价值和增加收入的机

会，又可以锻炼培养年轻教师的实践技能，同时

也为在校学生创造参与实际生产操作的便利条

件，更好的促进职业能力培养。职业院校应该结

合自己的核心专业和特色专业，有选择地寻找同

行业内影响力较大、技术设备先进和产品质量性

能优越的企业深度合作，选择有工程实践背景的

高级工程师或企业中高层管理者担任学校的兼职

教师承担起人才培养的重任。专业教师承担企业

的技术和管理工作，实现教师、工程师的双重职

责和身份，从而形成企业、学校高度融合联合

体，使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亲近产业、融入产业。

3．成立教师发展基金，保证教师素质提升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要有制度的保障和完善的

评价考核机制，但更重要是要有资金的支持，设

置专门的教师发展基金才是师资队伍水平提升的

重要保证。因此职业院校要安排充足的专门资

金，为教师理论提升、访学交流、实践锻炼、学

术研究、团队建设和兼职教师聘任等项目提供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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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保障。并通过基层教学机构和师资管理部门合

理安排使用资金，管好用好教师发展基金，推动

师资队伍水平不断提升。

五、结语

教学质量是职业教育的生命线，教师是教学

过程的实施者，一流的学校必须有一流的老师，

培养一流的学生。因此打造优秀的教师队伍是学

校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学校工作的永恒主题。特

别是对于培养适应现代产业发展需求的高技能应

用型职业人才的高等职业院校，要在组织机制、

评价考核和培养资金上给予保障和支持。通过健

全良好的机制促使全体教师重视自身素质的提

升，严格客观的考核推动队伍整体水平提高，卓

有成效的激励机制鼓励教师主动进取，真正建成

品德高尚、业务娴熟、学术精湛、教学优良的高

素质职业教育师资队伍。

[责任编辑：陈保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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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standing and Thinking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Staff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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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aching staff is the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the realiz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raining target. Only the school pays
great attention to it and takes effective measures accordingly, the teaching staff can be stimulated to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improvement of comprehensive abilities from the theoretical study and exercise in practice to the academic research, to comprehen⁃
sively enhance the quality of teachers and lay the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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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职院校创新创业培育体系的众创空间，在创业培训、创业实践、资源整合、科技驱动等多

个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也是联系高校、企业、政府及其他社会因素的纽带。某职业院校以众创空间

建设为基础，在创业教育培训、师资建设、创业实践、服务管理和交流互动等方面提出建设思路和方法，

为构建现代化高职院校创新创业培育体系提供了参考依据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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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

规划建议》中指出，要“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推

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

给，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加

快实现发展动力转换。”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

增强发展新动能、促进社会就业、提高发展质量

和效益的重要途径，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

重要支撑。而“众创空间”作为实现“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的重要载体，具有特殊的意义。

那么什么是众创空间呢？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

中的定义，众创空间是指顺应网络时代创新创业

特点和需求，通过市场化机制、专业化服务和资

本化途径构建的低成本、便利化、全要素、开放

式的新型创业服务平台的统称。这类平台，为创

业者提供了工作空间、网络空间、社交空间和资

源共享空间。目前国内涌现了一大批定位多样、

功能完备、特色鲜明的众创空间，已经成为众多

创新创业者实现创新创业梦想的重要阵地。而高

等职业教育肩负着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发展技

术技能的使命。在当今形势下，如何发挥高职教

育工学结合、知行合一优势，整合教育、科研、

实训等多方资源，形成具有高职特色的众创空

间，是探索新型的高职创新创业培育体系、加快

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

新的突破口。

一、高职院校众创空间的建设基础

1．高职教育具有鲜明的人才培养特色

高等职业教育以培养技术应用能力为主要目

标构建教学体系和培养方案，同时以灵活多样的

人才培养模式为手段保障高等技术应用型人才的

培养。这些是生产第一线的技术人员技术创新和

应用的基础力量，众创空间建设对其培养创新创

业意识，提高创新创业能力具有特殊的意义。

2．高职教学强调能力突出实践教学

实践教学是高职教育的核心竞争力和立足之本，

是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及实践技能的重要途径，同时

也是实现创新创业的唯一手段。发挥高职实践教学体

系优势，努力培养学生的专业实践能力也是实现学生

成为技能型人才、创新型人才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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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高职专业具有应用特色且与相关行业产业

紧密结合

高职教育的一个特点是依托行业产业，强调产

学融合、校企合作。相对于其他的高等教育形式来

说更易于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更易于推动专业设置

与产业需求、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教学过程与生

产过程对接，实现职业教育与技术进步、生产方式

变革以及社会公共服务相适应。

4．高职院校具有“双师型”专业教师队伍

“双师型”教师要求既具备高等学校教师的

共性，又要具备进行技术应用与开发的特质，是

集普通教师素质与工程师等专业人员素质于一体

的、既能从事专业理论教学，又能指导专业技能

训练的新型教师，即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具有双

重专业技术职称的复合型教师，是具有一定学术

背景并接受专业实训的职业教师。“双师型”专业

教师有丰富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并且在技术

转化与应用方面有独到的见解，能够切实提高学

生创新实践技能和创业能力。

二、建立高职院校众创空间的现实意义

高职院校众创空间是为大学生创业者提供创

业政策指导，多方搜集创业资讯、引导具有发展

潜力的创业项目，促进和规范项目运营过程，减

少学生创业风险，为学生提供必要的硬件和软件

支持的交流平台，也被形象地称为学生创业项目

成功的孵化器。以高职院校众创空间为平台，发

挥职业教育与产业紧密相结合的优势，强化创业

资源融合，对于构建新型创新创业培育体系具有

非常重要的实际意义。

1．众创空间提供实践平台，实现人才多渠道

发展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多样化和个性

化的新型人才需求日益增加，多样化人才观愈发

受到重视。建立国家创新体系，走创新型国家建

设之路，已成为我国建设发展的重大决策。创新

的事业呼唤创新的人才，多样化的人才观核心是

培养创新型人才，创新型国家需要的是创造力教

育模式。而以适应社会需要为目标，以培养技术

应用能力为教学目的的高等职业教育更应该顺应

社会发展需要，实现多样化、创新型人才培养的

转变。在目前“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态势

下，高职教育更应该紧扣时代脉搏，助推学生创

新创业实践，丰富教育手段，实现创新型人才的

培养。

高职众创空间作为学生创新创业实践的平

台，是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高校众创空间的规范管理下，学生创业者能够

享受“量身定做”的创业服务，最大程度上享受

创业优惠政策和服务，减少创业风险，提高创业

成功率。越来越多的学生在校期间通过创新创业

获得从事挑战性工作带来的成就感，实现自我价

值，得到社会认可。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通过

创业实践能够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创业意识，实

现创新型复合型人才的培养，促进多渠道多形式

就业，以创业带动就业，增强就业稳定性，这也

是努力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具体体现。

2．众创空间整合多方资源，降低“双创”成

长成本

众创空间作为连接政府部门、高校、孵化器

等创业机构以及其他社会力量的纽带，能够强化

技术，进行人才、政策、资金等创业资源的融

合，多管齐下，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并在其创

业的不同阶段、不同方面为学生创业者提供多种

指导和帮助。首先，专业技术服务是众创空间的

核心服务功能之一，高职众创空间充分发挥高职

教育“职业性、应用性”的优势，建立多元主体

协同机制，推动职业院校和企业产学研协同创

新。与此同时，强调高职教育教学能力突出实践

教学的特点，围绕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推动大学

生创新创业。其次，高职院校“双师型”专业教

师队伍拥有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同时高职教

育与产业密接结合，具有包括管理型、研发型、

生产型、营销型等广泛的人才基础。因此，高职

院校更加具有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土壤。再次，高

职教育拥有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实训设备和基地。

实际上在校企合作的路上，高职教育一直走在各

种教育形式的前列，而校企深入合作的基本前提

是具有完备的设备场地等硬件基础。全国各种形

式的产学结合、校企合作的基地不胜枚举，而其

中也涌现出了许多学生在实习实践过程中进行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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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创业的案例。最后，众创空间作为创业政策信

息的交流平台，可以第一时间收集并发布最新科

技资讯，创业赛事活动信息，房租补贴、税收减

免、贷款贴息等创业政策以及其他各种创业信

息。大大优化了学生了解政策、掌握信息的过

程，降低了其创新创业的时间成本，为学生创新

创业提供了便利。

3．众创空间科技创新，催化科技成果转化

高校众创空间的优势在于紧密依托学校的学

科建设和研发资源，推动跨领域跨行业的协同创

新。以创新为学生团队创业和企业发展的驱动力

能够抓住创新先手优势，占领先机，从而实现创

新驱动性成长。另外，通过创业使科技成果变成

现实的生产力，促进科技成果资本化、产业化，

特别是形成规模效益则会大大催化科技成果的进

一步转化，激发创新热情，促进学科建设发展与

产业进一步紧密结合，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4．众创空间助推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促进

开放型、创新型经济发展

高校众创空间的具体目标是培养一批科技型

中小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产品技术含量比较

高，具有核心竞争力，因此在国民经济中是最有

活力和潜力的一股力量。高职院校众创空间拥有

科技型中小企业所需要的创新环境、专利等知识

产权资源以及人才资源等，这为科技型中小企业

的培育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而科技型中小企业的

进一步发展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促进产品、服

务创新和技术创新，进而为我国深化改革，促进

开放型、创新型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三、以众创空间建设为中心的创业培育体系

广义来讲，建立以众创空间建设为中心的创

业培育体系，是实现高职教育培养大量多功能、

创造型人才培养目标的大胆尝试。在“教学培养

——实训实践——就业发展”中间加入创业实践

一环，形成“教学培养——实训实践——创业实

践——社会发展”的新式链条，为学生的多面发

展提供更多种可能。同时，以众创空间为纽带，

可以更紧密地将学校与孵化器等创业平台相联

系，优势互补，形成从专业知识技能传授，到科

技创新、再到创业实践的无缝对接，使学生在更

大程度上能够学以致用、活学活用，促进人才培

养发展的良性流动，这也是高职教育以社会人才

市场需求为导向的体现。具体以某职业院校“乐

创津成”众创空间建设为例，创新创业培育体系

是通过以下五个方面来构建的。

1．以创新创业培育课程建设为基础，营造创

新创业氛围

创新创业培育课程针对不同的受众群体分为

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普及性的创新创业基础知

识课程，面向大一、大二学生。该层次课程以创

新创业基础理论为内容，旨在普及创新创业知

识，提高学生兴趣，使其勇于展示自己的创新创

业想法，训练学生掌握创新创业的基本技能要

求，如组建创业团队，进行创业规划，撰写商业

计划书等。同时在专业课堂中结合专业学科内

容，穿插创新创业案例，打开学生创新创业思

路。第二层次是面向入驻众创空间的创业团队和

企业的专业性创业培训，旨在培养学生创新创业

的核心能力。该类课程以创立企业与企业管理为

核心，如工商注册、税务登记、市场营销、财务

知识、政策宣讲等，针对创业中可能遇到的问题

给予专业培训，另外针对突出问题开设相关专题

讲座，邀请社会成功创业人士分享创业心得，使

学生在思想、心理、能力上有充足的准备。第三

层次即是针对众创空间内初创企业发展过程中的

具体问题，帮扶创业导师进行“一对一”定期或

不定期的专门创业指导。帮扶创业导师为初创企

业提供经营管理建议，帮助其塑造企业文化，确

立商业模式。通过一对一帮扶，帮助和保护初创

企业“第一步”的发展，为初创企业最困难时期

的发展保驾护航。上述三个层次的创新创业培育

课程存在逐步递进的内在联系，针对学生创业的

不同阶段，通过不断实现阶段性目标，逐步提升

学生创业者的创新创业水平和能力，增强创新创

业信心。

2．以创新创业教师队伍建设为抓手，提高核

心竞争力

要保障创新创业培育课程的作用，就需要一

支数量充足、专兼结合、结构合理、素质优良，

符合高技能人才培养目标要求的“双师型”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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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建立集政策咨询、技术指导、创业分析指

导等多功能的创业导师库。其中创业导师主要包

括以下类型：创新创业课程指导教师——为学生

提供创新创业课程指导；专业技术咨询指导教师

——为学生提供技术咨询，甚至可以技术入股成

为创业者的一员；创业服务指导教师——为学生

创业者提供企业管理咨询服务；阶段性“一对

一”帮扶指导教师——帮助学生初创企业渡过初

创风险期。与此同时，建立“学生创业家俱乐

部”，吸纳成功的学生创业者为学生创业导师，分

享创业经验。当前大部分创业指导教师队伍面临

着创业理论知识不足、创业实践经验缺乏等种种

问题，因此就需要一方面加强校内教师的培养，

要求专任教师定期到企业中挂职锻炼，实施创业

专项培训计划。其目的在于使其精通专业知识的

实践应用、善于抓住行业创业机会，培养其专业

素养、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等。另外一方面聘请

社会优秀的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为创业者提供指

导，同时吸纳政府部门政策专家、风险管理专业

人士等多方人才进入创业导师队伍，提升创业导

师队伍的综合指导能力和水平。与此同时，建立

相应的考评及激励机制，提高创新创业指导效能。

3．以学生创新创业实践为依托，激发创新热情

某职业院校众创空间的创业实践分为以下三

个层次：第一，专门为学生设立的“学生科技创

新基金项目”。基金项目面向全体在校学生，鼓励

学生自己动手发明创新。旨在提高学生的科学素

养和人文素养，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创业意识

和创新能力，鼓励和支持学生尽早地参与科学研

究、技术开发和社会调研等创新活动。第二，定

期和不定期举办的创业活动。包括组织校内每学

期一次的“创业训练营”和每周三的“创业课周

三汇”等创客活动。组织创业团队和企业参加企

业展洽会，积极推广学生创业项目，以此达到交

流碰撞，汇源融通的目的。组织指导创业团队和

企业参加各类创业赛事活动等。这一系列的活动

为学生创业者积累丰富的创业经验提供了平台。

第三，入驻众创空间的创业团队和企业在众创空

间中注册公司，以公司运营的方式践行创业思

想。目前入驻众创空间的团队和企业涵盖 3D打

印、珠宝首饰设计加工、APP校园服务、网络云印

刷等多方面的内容，既实现了学生的创业梦想，

也为有创业想法的学生起到了榜样作用。

4．以创业服务为保障，推动创新创业行动实践

要切实实现众创空间的功能，推动创新创业

实践，最根本是以服务为保障。众创空间以“创

业服务中心”为综合服务平台，为学生创业者在

不同阶段及不同方面提供多方位多层次的服务。

真切向缺乏商业经验的学生创业者提供工商税务

咨询、企业经营、商业策划、技术指导等服务，

帮助其解决创业初期面临的实际困难；对自主创

业的大学生提供人事代理服务，解除创业大学生

的后顾之忧；为创业企业提供知识产权转化、品

牌建立推广等与企业发展息息相关的知识产权咨

询服务；为学生创业者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增强

大学生维权意识，充分保障其合法权益，降低法

律风险；为创业初期的创业团队和企业提供种子

基金扶持政策，对众创空间内的初创项目给予原

则上额度不超过 5万、期限不超过 2年的借款扶

持，解决资金需求的燃眉之急等。

另外，众创空间的服务管理是众创空间顺利

运营的保障，其体制创新、制度创新也是众创空

间不断顺应社会发展、与时俱进的必然要求。发

动学生力量，推动学生创业社团建设，建立“大

学生创业家俱乐部”，通过学生服务学生的方式使

创业服务的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这也是创业服

务方式的新的探索。

5．以互动交流平台为载体，融汇创新创业资源

众创空间本质上是一个技术、人才、项目、

资金等资源整合交流的平台。建立以众创空间为

中心的互动交流平台，使多方资源互通交流，对

不同来源、不同层次、不同结构、不同内容的资

源进行识别与选择、汲取与配置、激活和有机融

合，使其具有较强的条理性、系统性和价值性。

在此，强调学校、企业、政府部门之间的协作共

赢，三方联动，发挥协同作用，汇聚多方资源，

从而达到共享共通的效果。

技术方面，依托高职院校专业学科建设优

势，通过众创空间学生创新实践，鼓励技术创新

革新，凝练优秀科学技术，打破学科界限，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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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学科、跨行业、跨部门的科研合作创新，把跨

学科知识变成解决问题的创新能力。人才方面，

通过众创空间的交流功能，实现创新创业人才结

构的合理配置，激发人才的动力和潜力，为真正

好的项目找到最合适的人才。项目方面，研发技

术和成果只有通过转化才能融入经济建设主战

场，同时科技成果的成功转化也激励着创新能力

的提高，这也是实现创新驱动引领型发展的必然

要求。另外政策、资金等方面对接政府部门、社

会企业、融资机构等，集合多方优势，产学研相

结合，形成合力，共同构建众创空间的交流平台

体系，实现资源交流融通。

四、结语

以众创空间为平台建设高职创新创业培育体

系是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的新探索，面临着运

营管理、体制创新、资源整合等多方面的问题，

但是以高校众创空间为职业教育创新体制改革的

突破口，促进产学研结合，促进成果转化，促进

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责任编辑：陈保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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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Higher Vocational Cultivation System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Based
on the Construction of Maker Space

—Taking“Lechuangjincheng”Maker Space in a Higher Vocational Institute as an Example
ZU Xiao-dong DING Gui-zhi LV Ying-fang
（Tianjin Vocational Institute, Tianjin 300410, China）

Abstract: Maker space, which is the cultivation system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entrepreneurship training, business practices, resources integration, and technology driven, etc, and is the bond
among universities, enterprises, government and other social factors. A vocational institute, on the basi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maker
space, puts forward constructing thought and methods from the aspects of entrepreneurship training, teaching staff building, business
practice, service management and interaction in order to provide basis and refere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ultivation system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Key words: maker spac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ultivation system;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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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职院校培养创新创业型人才的关键在于提供实验技术创新和商业形态创新的市场环境，产

教融合是高职院校利用市场资源的有效途径。针对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提出通过孵化式产教融合培养创新创

业型人才，即面对广大青年学生开展创新创业教育，充分利用社会实验场所、创新创业导师团队和设备设

施进行创新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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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教育是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交集，

肩负着为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培养人才的责任。

产教融合是高职教育培养人才的重要途径。我

国经过 30多年改革开放，取得了丰富的经济发

展成果。同时我国环境承载能力达到了上限，

必须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方式。科技创

新是改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途径，而科技创

新的动力来自于数量庞大的、不断涌现的小微

企业。构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众创空

间”是我国应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未

来我国经济发展的途径。这为高职院校产教融

合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要求高职院校建立

与之相适应的产教融合模式。

一、众创空间对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提出新要求

1．我国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创新型人才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产业结构即将发生重大

变化，通过创新创业推动我国产业走向高端提高

经济增长质量需要培养高质量人才队伍，而高质

量人才需要高质量教育培训。2014年以来，李克

强总理多次强调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蕴藏着无穷

创意和无限财富，要强力推进改革，减少对创新

活动的干预，释放民智民力，推动社会纵向流

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打造中国经济未来增长

的新引擎。2014年末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

调，要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形成经济社会发展

的新驱动力。具体来说就是要加快转变政府职

能，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以构建“众创空间”

为载体，有效整合资源，落实政策，完善服务模

式，培育创新文化，让创业者的奇思妙想与市场

需求充分对接，从铺天盖地的初创企业中培育出

顶天立地的“小巨人”，促成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可见众创空间是国家顺应社会经济发展规律

而大力倡导的发展模式。

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经验也表明，社会经济发

展到一定程度，特别是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

以后，科技创新和新商业形态大多来自于小微企

业和社会大众。众创空间的打造和建设，促使我

国的产业结构将发生重大变化，将会孕育数量庞

大的创新型企业，引导社会成员发现新的商业形

式来开展创业。在“中国制造”基础上发展“中

国创造”的众创空间将会需求数量巨大的创新创

业人才。大规模、基础技术层面的职业岗位将逐

步让位给种类繁多、小批量、高等级技术职业岗

位。众创空间将会加快技术更新和商业形态更新

的节奏。企业等经济组织必须不断开发新技术、

新产品和新商业形态才能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地

位。众创空间与非众创空间对人才需求的差异情

况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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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众创空间与非众创空间人才需求状况的差异

2．企业生产的发展需要创新型人才

众创空间将会提高创新创业的规模和速度，

需要扩大创新和创业实施者的范围。创新创业将

从大规模企业扩大到小微企业，从社会的精英层

面扩大到社会大众。众创空间不仅孕育新的经济

发展机会，而且包含社会进步的动力。创新创业

需要不断进行广泛地实验各种各样新技术和新商

业形态，也就需要能够不断开发新技术和新商业

形态的人才。从企业等经济社会组织使用人才的

角度来看，需要员工能够不断适应新技术和新商

业形态。那么，用人单位有两种解决途径：一是

随着技术和商业形态更新，淘汰不能适应变化的

员工，聘用能够适应新技术和新商业形态的新员

工。其前提条件是市场存在巨大的潜在应聘人

员；二是培养和拥有具有创新精神的员工，使之

能够随着技术和商业形态更新而不断更新自身知

识与技术，甚至能够走在技术和商业形态更新之

前储备相关技术和知识。显然，拥有创新精神的

员工更能够适应众创空间下的各项工作，能够产

出更多更好的效果。从社会发展来看，社会大众

寻求新技术和新的商业形态，并转化为实际生产

力和社会财富，将会持续推动社会进步。

3．众创空间发展需要创新型人才

众创空间需要的创新创业人才，这种人才不

仅要具有完成某项工作的能力，而且具有创新精

神，能够从工作中发现社会需求；而且还要掌握

工作技术和人文素质，能够在自身的工作中寻求

连接社会需求与供应；他们不仅是工作体系运作

过程中被动接受单一任务的事务处理者，而且是

能够主动思考整体工作任务中蕴含的技术创新和

商业形态创新的创新者。在众创空间环境下，创

新意识成为用人单位对员工的基本要求，创新创

业意识成为社会的要求，也是人才自身进步和发

展的内在要求。人才需求的变换必然推动人才培

养模式的变换。众创空间对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人才培养质量需要进一步提高，不仅需

要增加创新创业的元素，也需要扩大人才培养的

时间和空间。

可见，众创空间要求将创新创业从社会精英

扩大到社会大众，必然要求通过高职院校提供相

当大量的具有创新创业意识和能力的人才。

二、产教融合培养创新创业人才存在的问题

1．众创空间下高职院校培养创新创业人才依

赖产教融合

众创空间下培养创新创业型人才需要有一定

条件。首先，有活跃的市场环境，存在巨大的市

场空间，能够给予创新创业者许多市场机会来不

断试验和应用新技术和新商业形态。没有巨大而

活跃的市场，就没有足够的市场机会。其次，存

在数量庞大的、具有创新创业精神的潜在群体，

他们有活跃的思维，不受固定思维方式约束，具

备发现市场新机会并拥有足够的创新思想实现这

些新技术和商业形态。这部分群体掌握某项或者

多项产业链及其环节上的高端技术技能，能够完

成符合市场需要的产业定位和适当的技术技能条

件准备。他们还能够相对聚集，形成相互促进、

共同进步的文化氛围。第三，拥有便捷快速实验

新技术和新商业形态的条件，包括开展新技术研

究开发和使用检测的设备设施，快速接受新商业

形态的社会消费群体。第四，具有完备的鼓励创新

创业的市场政策法规体系。是国家宏观层面制定的

完整鼓励政策和法规体系，既需要具体的社会成员

尊重创新创业者，也需要与之相关的政策和法规执

行者能够在具体事务中切实贯彻国家鼓励政策和法

规体系。最后，还需要有宽松、鼓励创新创业的社

会文化氛围，形成创新创业者受到尊重、允许创新

创业失败、创新创业能够获得社会全体成员认可、

保护和支持的社会环境。

当前国家大力倡导创新创业，而高职院校拥

有数量众多的思维活跃者——学生，高职院校作

为教育教学机构需要做的主要工作是如何将市场

因素植入创新创业型人才培养过程。产教融合是

学校利用市场资源的有效途径，通过学校与企业

紧密合作、资源互通、人员共用，从而高效地实

现从学生实践训练与职业岗位工作相融合、教师

教学工作与职业团队指引相融合、教学实践设备

类型

非众创空间

众创空间

技术技能
等级

基础级

高等级

种类

少

多

规模

巨大

小

更新周期

长

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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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职业工作设备相融合、教学管理程序与职业工

作程序相融合。高职院校要培养创新创业型人才

必须通过产教融合才能有效地将市场因素引入教

学过程，使学生在市场时空环境下进行创新创业

实践训练。

2．当前产教融合方式不能适应众创空间人才

培养要求

产教融合需要相关主体紧密合作才能实现教

学活动与产业活动融合。当前和过去一段时间我

国高职院校开展产教融合，以使用基础技术、某

个特定的大规模职业岗位和学校特定专业作为产

教融合的实施范围。这种产教融合模式适合我国

过去一段时间的产业结构，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

间，产业构成以大规模使用基础技术的低端产业

为主，经济发展的驱动力是投资和出口。投资是

由相关产业发展形成了巨大规模，尤其是钢铁、

水泥、装备制造等基础设备产业，但极少占据产

业链高端环节，自主创新能力薄弱、缺乏核心技

术和自主品牌。我国服务业贸易量小而且质低，

许多产品的前端研发设计与后端的销售服务环节

都依赖国外企业。可见，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我国在各产业发展上以大规模应用基础技术技

能，相应的人才需求也以大规模基础技术技能人

才为主。

就产教融合效率来看，大规模、基础层面技

术技能人才需求空间和时间范围要优于小规模、

高技术技能人才。从产教融合效果来看，基础层

面的技术技能与职业教育教学内容比较吻合，教

师和企业员工都比较熟悉，学生比较容易掌握，

需要的设备设施及教学、工作成果比较容易实现

市场价值。从产教融合投入成本来看，稳定的大

规模的职业技术技能人才需求使得产教融合的前

期设计、设备等固定投入能够分摊在更大的范

围，降低整体成本。在此背景下只要人才需求条

件允许，存在足够规模的基础技术技能职业岗位

人才需求，高职院校尽可能选择规模较大、基础

层面技术技能人才的企业作为产教融合合作对

象，以追求最大的办学社会效益。而当时社会大

规模基础技术层面人才需求，也满足了学校产教

融合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高职院校不需要寻

求成本更高的小规模、高技术层面的企业开展产

教融合。当产业结构发生变化，众创空间需要千

万创新创业人才，其业态环境和人才要求都不同

于以往社会，那么当前以大规模基础技术技能职

业岗位人才培养为目标的专门岗位化产教融合方

式难以适应众创空间对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需

要。因此，应建立新的产教融合方式以适应产业

结构发展趋势。

三、众创空间下高职院校主动孵化方式产教

融合

1．主动孵化式产教融合培养创新创业型人才

众创空间推动科技持续进步、转化为生产

力，基础技术岗位需求的人才将会大规模减少，

而高技术岗位人才需求会逐步扩大。许多中小企

业有与高职院校开展产教融合的愿望，但是缺乏

创新创业的能力，尤其是知识和技能储备。大企

业拥有足够知识和技能储备，但是缺乏与高职院

校开展产教融合的意愿。不论大企业还是中小企

业，企业所有者、管理者希望拥有创新人才但不

希望员工创业。尽管社会需要数量众多的创新创

业人才，但企业所有者，特别是大企业所有者并

不欢迎许多竞争者。我国高职院校承担为社会进

步培养人才的责任，在众创空间需要千千万万创

新创业人才情况下，高职院校可以利用自身优

势，通过主动孵化的方式开展产教融合。

主动孵化式产教融合的参与者有高职院校、

企业、学生和教师。其中高职院校是主导方，为

引导创新创业的产教融合活动提供各种具体支持

和帮助，包括政策咨询、技术指导，提供低价场

地、设备设施，帮助创新创业主体申请相关补贴

和税费优惠等。创新创业主体是学生，他们缺乏

许多条件，但是他们数量众多、拥有创新创业意

愿和必要的知识技能准备，能够突破原有观念限

制，形成具体的创新创业项目和方案。企业难以

拒绝能够带来巨大市场机会的创新与创业项目，

企业也有各种资源能够快速将学生创新创业思想

对接市场需求和供应，从而转化为现实的社会生

产力和财富。教师是学校的工作人员，直接面向

学生和企业开展具体的产教融合项目，通过产教

融合促成众创空间。显然，高职院校在主动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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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产教融合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主导作用。

2．主动孵化式产教融合培养创新创业型人才

的条件

我国高职院校经过 30多年快速发展，办学规

模快速扩大，办学质量显著提高，基本具备了孵

化创新与创业的条件。第一，高职院校拥有数量

庞大的青年学生。这些学生大多数处于 17-22岁，

是人生中思想最为活跃的年龄阶段，开始接受职

业工作相关知识、素质训练，开始思考社会、职

业和技术等众多领域，天然具有创新创业冲动。

第二，高职院校学生职业定位明确、掌握了一定

专业技术技能，同时紧密面向市场，具备了创新

创业的必要知识和技能准备。第三，高职院校拥

有开展创新创业的社会实验场所。我国很多高职

院校都处于城镇社区范围，而且自身拥有数千甚

至上万学生群体，甚至有的地方集中了多家高职

院校，这些高职院校及其社区构成了小型的社

会，而其成员是代表未来的青年人。因此，高职

院校及其社区已经是良好的创新创业实验场所。

此外，电子商务发展给予了高职院校创新创业团

队无限广阔的社会实验空间。第四，高职院校拥

有创新创业导师团队和新技术实验所需设备设

施。近 20多年高职院校在政府引导、市场驱动下

形成了办学特色，学校整体实力壮大。我国开展

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建设了一批

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和国家骨干高职院校，许多

省份也开展省级示范校的建设，高职院校办学条

件得到整体提高。许多高职院校拥有部分产业链

上高端技术环节的高素质双师队伍和高水平的设

备设施。第五，当前国家大力倡导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给予创新创业者许多政策，各地方政府

积极响应，也有许多创新创业成功的典范。

综上分析，高职院校具备了创新创业的主要

客观条件。因此，在众创空间背景下，高职院校

更应采取主动孵化式产教融合培养创新创业人才。

[责任编辑：陈保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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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Fusion of Incubating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aker Space

ZOU De-jun
(Guangdong Polytechnic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 Guangzhou 510510, China)

Abstract: The key to cultivating innovative and entrepreneurial talent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lies in providing experiment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the market environment of commercial form innovation. Fusion of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is an effec⁃
tive way to use market resource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herefore, according to higher vocational talents training, cultivating
innovative and entrepreneurial talents through fusion of incubating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is put forward. That is, carrying out in⁃
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for the majority of young students, and making the best of social experimental sites, mentor
team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nd equipment facilities to cultivate innovative talents.
Key word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incubation; fusion of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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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生产性实训基地运行模式的实践研究
——以佛山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夏冬梅 1 杨 宇 2

（1.佛山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佛山 528137；2.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韶关 512126）

摘 要：针对众多产学研合作模式中存在的缺乏协同创新问题，佛山职业技术学院以实习工厂为依

托，以“现代制造技术服务中心”为主体，以“知识协同”和“管理创新”作为改革产学研合作的核心途

径，以“技术研发”模式和“经济合作社”模式为研究对象，进行“产学”、“产研”和“产教”协同创新

实践，构建产学研生产性实训基地运行模式的组织架构和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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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协同创新内涵建设已成为当下高职教育工

作的重中之重。针对高职教育产学研合作众多模式

中存在缺乏协同创新的问题，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以下简称“学院”）与区域产业深度合作，建立

以中央财政支持建设实训基地和教学实习工厂为依

托的“现代制造技术服务中心”，并将这个生产性

实训基地作为协同创新的载体，以“知识协同”和

“管理创新”作为改革产学研合作模式的核心途

径，以“技术研发”模式和“经济合作”模式为研

究对象，构建其组织架构和管理机制，推动高技能

人才培养和区域产业服务的战略融合，积极探索

“多元、融合、动态、持续”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新

范式。

一、生产性实训基地协同创新的理论基础

1．知识协同

知识协同是指知识管理中的主体、客体、环境

等达到的一种在时间、空间上有效协同的状态。知

识主体之间或“并行”、或“串行”地协同工作，

在恰当的时间和场所（即空间，包括实体空间和虚

拟空间），将恰当的信息和知识传递给恰当的对

象，并实现知识创新的“双向”或“多向”（也包

含“单向”）的多维的动态过程。知识协同是知识

管理的高级阶段，具有时间上的准时性、目标（对

象）的准确性、知识流的多向性等特性。

在以“知识协同”为主要标志的知识管理协同

化发展阶段，大多数组织是以协同 （协作）、共

享、合作创新为主题，实现知识的协同和交互，努

力进行知识创造，并最终形成有价值的成果。

2．管理创新

信息技术引领的现代科技发展强调知识集成、

知识管理的作用，推动了管理创新。激发创造力的

组织，可以不断地开发出做事的新方式以及解决问

题的新办法。创新体系由以科学研究为先导的知识

创新、以标准化为轴心的技术创新和以信息化为载

体的现代科技引领的管理创新三大体系构成，知识

社会新环境下三个体系相互渗透，互为支撑，互为

动力，推动着科学研究、技术研发、管理与制度创

新的新形态。

管理创新包括管理思想、管理理论、管理知

识、管理方法、管理工具等的创新。按功能将管理

创新分解为目标、计划、实行、检馈、控制、调

整、领导、组织、人力九项管理职能的创新。按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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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组织的系统，将创新分为战略创新、模式创新、

流程创新、标准创新、观念创新、风气创新、结构

创新、制度创新。

管理创新主体必须具备一定的能力：核心能

力、必要能力和增效能力。核心能力突出表现为创

新能力；必要能力包括将创新转化为实际操作方案

的能力，从事日常管理工作的各项能力；增效能力

则是控制协调加快进展的各项能力。

3．产学研合作

产学研合作是指教学机构和产业两个属于不同

领域的行为主体，通过相互影响产生协同作用，进

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化，由此产生一定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的活动。因此，它既是一种经济行为，又是

一种创新活动，也是提升各自发展潜能的一种合作

过程。

高职院校的产学研合作更多的是指政府、教育

集团、学校、企业四方机构之间的合作，一般由政

府提供平台，以企业为人力资源、技术需求方，以

教育集团、学校为人力资源和技术供给方。各方在

合作创新过程中对资本资源、人力资源、科学技术

资源实行资源共享，风险共担，使其整体利益超过

个体利益之和，在产学研合作的系统工程中，就形

成了产学研合作利益共同体。

产学研之间的合作有着多种模式，技术市场模

式与产业规模性之间的互动机制是产学研合作的基

础。因此，只有知识协同、管理创新，才能更好地

进行产学研合作。

4．生产性实训

生产性实训基地，以实现真实生产环境、完整

工作过程、产品（商品）生产为目的，形成跨越多

个传统组织的边界、虚实结合、网状组织模式。无

论学校主导还是企业主导，构建培养学生实践技

能、提高学生综合职业能力的实践性教学模式是生

产性实训教学的基本精髓所在。生产性实训基地作

为协同创新载体具有先天的优势：

（1）具有职业教育要素和生产要素的优势互

补、资源配置效益最大化特点。（2）通过校企合作

承接企业生产加工业务、参与企业生产和产品研

发，把学校日常实训教学融入企业生产线，使教学

与生产、学生与企业“近距离”接触，学生在真实

生产环境中完成实训与生产任务，使动手能力和创

新精神得到训练。（3）通过生产性实训基地，多方

机构积极合作，达到协同创新的目的。

二、生产性实训基地协同创新的思路

1．建设原则

（1）平等、自愿、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互利

原则。（2）统一目标、内容明确、责权分明、各方受

益的协调原则。（3）知识协同与管理创新相结合，产

学研联动原则。（4）坚定不移地依托区域产业，寻求

共同点和最佳结合点，服务人才培养的原则。

2．构建协同创新平台与机制

以实习工厂为依托，以“现代制造技术服务中

心”为主体，构建生产性实训协同创新平台，将

“知识协同”和“管理创新”作为改革产学研合作

模式的核心途径，以“技术研发”模式和“经济合

作社”模式开展产学研合作。协同“技术研发”，

改造“现代制造技术服务中心”，突出“产研联

动”；创新“经济合作模式”，改革“实习工厂”的

管理与运行，突出“产学联动”；以“产”为桥

梁，贯通“产学研”，构建全新的生产性实训基地

的运行管理机制。

3．协同创新载体运行管理模式

（1） 以生产性实训基地作为协同创新的载

体，根据学院和专业的具体情况，进行学院内部的

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将研究对象聚焦到生产

性实训运行机制和产学研的组织管理运行，进而提

升产学研水平。通过改革校办实习工厂，并以此为

依托，成立“现代制造技术服务中心”，分别构建

产学联动机制和产研联动机制。

（2）以工学结合为切入点，进行教学做一体

化教学模式改革，开展实训基地项目建设。提高实

训基地使用率，提高实训基地的投入产出效益。力

争将实训基地建设成集教学、培训、职业技能鉴定

和技术服务为一体的高等职业教育多功能中心。

（3）以资源共享为突破口，积极寻求校企双

方的利益共同点，建立“学校（企业）使用，企业

（学校） 获益，教育行政主管部门 （区域产业组

织）认可”的校企合作创新机制。面向校内、高

校、企业、研究机构、社会开放协同创新实体，全

方位增强服务区域产业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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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以价值实现为评价标准，通过研发项目

和生产任务，践行现代契约精神，强化知识产权

保护与激励，打通知识转化为价值的路径；在价

值生成过程中，实现人力资源的培育，构建产

研、产学融合机制，降低项目边际成本的同时降

低教学成本，获得产研和产学联动的源动力。

（5）以效益最优为平衡点，顺应行业发展趋

势，针对区域产业发展需求，集中经费投入，倾

斜资源配置，聚焦教科研项目，建设教改力度

大、装备水平高、示范辐射效应强的生产性实训

基地；通过基地对外提供技术培训和加工产品，

获得经济效益；通过积极寻求外部资金支持，使

实训基地能够持续运行；通过创新管理体制和运

行机制，使基地获得长效、健康、稳定的发展。

（6）以人才培养为目标，培养知识、能力、

素质“三位一体”的复合型的高技能优秀人才。

科学论证实训基地的建设规划和设备选型，使基

地具有一定规模的真实生产能力、以企业技术人

员和专业骨干教师为主体，提高学生参与度，提

升自主设计开发产品水准、丰富产品系列。按照

见习、实验、基础实训、专业综合实训、顶岗实

习、生产、研究、社会服务等分阶段的实践教学

要求，建立和完善“技能岗位—技术岗位—管理

岗位”三个实践教学平台，既能资源共享又能有

所侧重，体现校企多样化功能服务能力。

三、生产性实训基地协同创新的实践探索

学院以“协同创新”理论为指导，以实习工

厂为依托、“现代制造技术服务中心”为主体的生

产性实训基地为载体，立足区域产业服务，与企

业进行深度合作，进行“知识协同，管理创新，

构建产学研联动机制”的生产性实训基地运行模

式的积极探索与实践。

1．改革实习工厂，构建产学联动机制

以“产学”结合为重点，创新“产学研合作

模式”中的“经济合作社模式”，重构实习工厂的

管理与运行，打造全新的生产性实训模式。如图1
所示。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校办实习工厂最初只开

展面对企业的备品备件加工，没有自有知识产权

的产品，产值和利润一直徘徊在较低水平，学生

的生产性实践和校内顶岗实习也因为生产任务不

多而流于形式。为此，我们改革人才培养方案的

实践教学体系，按生产计划设计和组织生产性实

训和顶岗实习，加强教学过程的实践性、生产性

和职业性；按生产任务定工艺工序确定教学项

目，制定生产教学双向任务安排表；出台相应激

励机制，统一安排生产和教学任务；推进教师的

产研融合，在学校设立企业大师工作站，在企业

建立教师工作室，消除教师与企业员工的身份界

限；积极参与和组织国家级、省级职业技能竞

赛，提高教师学生技能。

学生参与生产，获得实践能力提高和人力成

本降低的双赢；教师参与生产，获得技术转化度

提高和边际成本降低的双赢；设备参与生产，获

得纯教学耗材减少和设备的“用进废退”而成本

消散的双赢。实习工厂的“经济合作社”模式还

处于磨合中，但其“产学联动”所带来的产学双

赢局面已开始形成。

2．成立“现代制造技术服务中心”，构建产

研联动机制

以“产研”结合为重点，运用“知识协同”，

创新“技术研发模式”，成立“现代制造技术服务

图1 生产性实训组织形式和执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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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如图2所示。

管理目标：秉承“知识协同，创新管理”理

念，协同各方、优化环节和综合过程。

管理功能：协同共享人、财、物、信息四资

源，实现产学研联动。

管理结构：跨越多个组织边界，构建虚实结

合的网状组织形式。

运行模式：以技术项目为载体，契约精神为

基石，进行研发、交易、分配三协调。

运行机制：重新设计资源整合、人才培养、

人事管理、联动合作、研发评价五机制。

运行保障：营造创新氛围，完善激励机制，

构建信息平台，打造创新团队。

3．生产性实训基地运行机制

以“知识协同，管理创新，构建产学研联动

机制”的生产性实训基地运行模式，突破了生产

与教学的结合点、校企互利盈亏平衡点等瓶颈。

在管理架构上，实习工厂为法人平台，统筹

现代制造技术服务中心的管理。在功能架构上，

为中心提供法律、财税、人事等技术经纪服务；

为中心的资金投入提供论证并实施产供销渠道建

设，环评及知识产权等行政审批综合服务；在管

理模式上，实施全过程成本管理与控制，对管理

者进行期权激励，利用经济杠杆产生产学研的

人、财、物融合等。如图3所示。

4．生产性实训模式辐射范围

基于协同创新的生产性实训基地产学研联动

机制，将教学中心、研发中心和技术服务中心有

机相融，成为可量化服务能力的教学生产实体，

辐射相关专业群，对我院制造类专业群建设的产

学研建设给予强有力的支撑，为人才培养拓宽培

养路径，最终服务于区域产业经济。如图4所示。

生产性实训基地建设为高职教育开展协同创

新提供了有效载体，“知识协同，管

图2 现代制造技术服务中心组织脉络
图3 生产性实训基地运行机制

图4 生产性实训模式辐射范围

为三个中心提供法律、
财税、人事等技术经纪
服务；为三个中心的资
金投入提供论证并实
施；产供销渠道建设，
环评及知识产权等行
政审批综合服务。

建设有线和无线传输
相结合的数据信息流，
以面向企业、社会开展
高技能和新技术培训
为突破口，将数控设计
加工一体化室建设成
为集教学、设计、生产、
远程控制等主要功能，
完成现场管理、供应营
销等辅助功能的实体。

加工车间改变原备品
备件的单一生产模式，
逐步形成有自主产品
的产品技术服务；五轴
机床装调维修实训室
要形成一支教师学生
共同组成的技术服务
团队，对外开展技术劳
务服务。

与相关企业建立战略
合作关系，开展对进口
高值备品备件的逆向
与快速设计，试制生
产，形成自主知识产
权；与五轴机床装调维
修实训室协同创新，开
展对中小型特殊用途
数控设备的研发、设计
与生产。

功能架构管理架构管理模式

1.全过程成本管理
与控制

2.管理者期权激励

3.经济框杆产生产
学研的人、财、物
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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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施重点实训室
（中心）、工作室、
研究室负责人制。

2.按技术服务合同
进行项目管理、完
全的项目结算制，
对知识产权实施
强激励。

3.协同创新、
资源共享。

管理结构立交桥设计

实习工厂
法人平台，统筹三个中心的管理

（下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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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实施现代学徒制困惑及对策研究

曾树华 1 黄银秀 2 石纪虎 1

(1、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6；
2、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6）

摘 要：现代学徒制是将传统学徒培训方式与现代学校职业教育相结合的育人制度。通过介绍国内现

代学徒制实践探索的情况，分析现阶段我国实施现代学徒制存在的制度缺失、企业参与不积极、学校教学

管理制度不匹配等问题，提出改革招生政策、明确学生权利义务、拓宽校企合作渠道、培育企业导师队

伍、改革课程体系、改革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等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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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徒制作为手工艺传承的主要方式，在中外

古代是一种占据主导地位的职业教育模式，并在

一些行业里保留至今。学徒制以亲密的师徒关系

为纽带，以师傅示范作为主要教学手段，以小批

量（一般同时带1-2个徒弟）的培训组织形式保证

培训的质量。而随着工业革命对产业工人需求的

急剧增加，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学徒制的局限

性越来越明显，被大规模的课堂教学所取代。随

着我国经济发展由粗放型的做大到精细型的做强

转变，依靠廉价劳动力的劳动力密集企业将越来

越失去发展空间，而被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端制

作业、服务业企业取代。“中国制造2025”迫切需

要职业教育培养大量中高端人才。在借鉴国外职

业教育的基础上，结合课堂教学与古代学徒制的

现代学徒制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为此教育部

先后下发了《关于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意

见》（教职成[2014]9号）和《关于开展现代学徒制

试点工作的通知》（教职成司函[2015]2号）两份文

件提升职业教育发展质量，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

已先后在全国各地展开。

一、现代学徒制的涵义

现代学徒制是充分结合传统学徒的手把手传

授实操技能的优点和课堂教学的大范围传授理论

知识的优点有机结合的一种职业人才培养模式，

在《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

（国发[2014]19号）强调现代学徒制是校企“联合

招生、联合培养”的职业教育制度，直接的标准

就是“实现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对接，课程内容

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毕

业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对接”（《教育部关于开展

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意见》）。现代学徒制将融

合学校大规模传授科学技术与师傅手把手教授技

能相结合的优点，解决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

使其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同时“招生即招工、入校

即入厂”可以消除企业“为她人做嫁衣”的担忧，

用心培养好学徒。在现代学徒制中，学徒培养是企

业技能培养和学校文化知识学习有机结合，半工半

读、工学交替，学生一半时间在学校学习理论知

识，一半时间在企业接受专业技能培训。

二、现代学徒制在国内发展历程与现状

现代学徒制最重要的特征是工学结合，国务

院 1991年颁布《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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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中第一次提出“产教结合、工学结合”，开始

在国家高度倡导工学结合，到 2005年《国务院关

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与企业紧密

联系，加强学生的生产实习和社会实践，改革以

学校和课堂为中心的传统人才培养模式”，明确要

求高职学生开展不得低于半年的顶岗实习，中职

学生开展一年的顶岗实习。自 2005年“决定”颁

布以来，几乎所有的职业学校进行了广泛的“工

学结合”的职业教育改革实践和探索，取得了很

多经验。按运行的机制大概分为以下几类：职教

集团、校企合一、校企深度合作型（订单班）和

校企松散合作型。其中职教集团比较成功的是行

业性职教集团，以行业特征明显的学校为主导，

邀请行业内企业参与人才培养方案的制订、教

学，并借助企业设备、场所完成顶岗实习，其培

养的人才往往具有很深的行业特征。订单班也是

目前广泛运行的一种校企合作模式，在校企合作

意愿达成后，在学校的一年级或二年级学生中采

用自愿报名的方式招收学生，企业深度参与教学

各环节，学生在通过企业考核后，录用到合作企

业。但无论职教集团，还是订单班等合作形式，

都是以学校为主导，达不到“招生即招工、入校

即入厂”的标准，无法充分调动企业参与人才培

养的积极性、全面参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虽然

上述工学结合不能称之为现代学徒制，但为现代

学徒制积累了很多经验。

近年来，全国多个地方学校开展了现代学徒

制试点，比较典型的有广东清远职业技术学院，

自 2012年成为广东省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后积极

探索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改革，查阅其 2013年有

三个专业与合作单位进行联合招生、联合培养的

现代学徒制招生试点，2015年达7个专业；另外还

有江西新余自 2011年开始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

由校企双方一起制定课程标准，合作开发学徒制

教材，按标准组织教学和考核。但从公开的资料

来看，无论哪个地方的试点都没有取得成熟的可

移植的模式，无制度可循，无法推广到别的学校

和专业。

三、我国开展现代学徒制的困境

1．企业参与不积极，工学结合深度不够

学徒是在企业的真实岗位上，由现场师傅手

把手指导进行实操学习，离开企业全面参与的学

徒制就是空谈。但在我国的校企合作实践中来

看，普通存在一头热、一头冷，企业不愿意或者

被动参与，尤其在生产技术先进、操作技能要求

高的企业。在一组抽样数据中，52个校企合作案

例中企业主动找学校的只有4例，占比只有7%。

很多企业不愿意接纳学生顶岗实习。企业将

一个生手培养成熟练工，需要投入各种成本，而

学校能提供给企业的培训费一般很低，与企业的

投入相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所以企业的投入面

临很大风险，而培养出来的学生一旦毕业，企业

的前期投入就没有回报，反而增加生产机密泄密

风险；反不如直接在别的企业挖人成本更低，更

可靠。企业作为追逐经济利润最大化的实体，必

然不愿意接纳学生顶岗实习，而且国家政策没有

强制性要求企业接纳学生的顶岗实习，所以在我

国愿意接纳学徒的企业不多，企业参与不积极是

我国开展现代学徒制最大的制约因素。

少量接纳顶岗实习的企业也是被动参与。部

分企业在生产季节由于人手不足，接受部分学生

实践。但是这种实习实践是将学生作为廉价劳动

力，实习岗位安排完全以企业短期需要进行安

排，从未从培养人才的角度进行岗位轮岗，也不

会安排师傅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技能指导。而另一

部分企业由于私人关系勉强接纳学生顶岗实习，

其实习的安排、指导、考核也就可想而知了。

2．国家顶层设计善不完善

现代学徒制在我国还是个新鲜事物，目前国

家层面规则制度非常缺乏，基本上还是本世纪初

倡导工学结合、校企合作时期出台的一些文件。

目前国家层面的与学徒制有关的法律政策文件主

要有：法律主要是1995年《教育法》第 46条“企

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

可以通过适当形式，支持学校的建设”和 1996年

职业教育法第三十七条“企业、事业组织应当接

纳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的学生和教师实习对

上岗实习的，应当给予适当的劳动报酬”；政策文

件主要有 2005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的决定》 要求“为顶岗实习的学生支付合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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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和 2014年国务院《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

职业教育的决定》“开展校企联合招生、联合培养

的现代学徒制试点”；部门法规有 2006年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下发的通知，要求对企业支付给学

生的实习报酬准予在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税前扣

除和 2015年人社部、财政部《企业新型学徒制试

点工作方案》对开展学徒制培训的企业“给予职

业培训补贴”。可见，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提倡

的多，具体可操作的政策少。具体如何支持？支

持了有何奖励？不支持有何惩罚？企业付出成本

如何补偿？这些具体问题在法律政策文件都没有

规定，也就失去了具体的可操作性。而现代学徒

制面临的联合招生涉及学员的定位到户籍的管理

制度、劳动法等都有待进一步完善。

3．学校教学管理制度与现代学徒制还不匹配

我国学校教学管理制度延续过去旧的学堂教

学模式，面对现代学徒制这个新生的人才培养模

式，显得手足无措。现代学徒制是以企业为主要

技能培训场所，企业导师为技能主要传授者，如

何安排合格的企业导师，如何对教学进行监控，

以及考核评价等问题，都是学校面临的巨大挑

战，需要学校在探索的基础上进行教学管理的改

革。另外开展交替式学习和培训的现代学徒制育

人模型迫切需要建立与该模型相适应的柔性学籍

管理制度，如实行学分制和弹性学习制度等，构

建新的适应学徒制变化改革招生、学籍等教学管

理制度等。

4．社会观点认识有待提高

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学而优则仕”深入

人心，“士农工商”四个等级，工匠是地位低下的

阶层，这种观点也深深影响到家长和学生。很多家

长和学生认为学生是来读书的，“企业实习”是不

务正业，怕影响他们心中的“学业”，因此，对半

工半读和学徒制存在抵触情绪。学徒制班学员对企

业在工作年限、违约金的约定，也让学生在选择是

否进入学徒制班学习时犹豫不决，从而降低进入学

徒制班学习的积极性。另外学生缺乏吃苦精神和对

学徒时待遇期望过高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四、我国现代学徒制对策探索

1．调整招生、毕业政策

虽然目前我国部分院校开展了自主招生，但

根据我国自主招生政策，自主招生的生源必须为

本地户籍，而在职教发展基础好沿海经济发达地

区，本地生源一般不愿意报考职业学校，外来务

工人员由于受生源户籍限制被拒之于门外，这大

幅度限制了生源。因此，调整自主招生政策，打

破户籍限制，尤其是将自主招生的对象面向大量

需要提高相应技能的非本地户籍的企业员工，是

突破现代学徒制招生障碍的一条重要途径。现代

学徒制毕业的时间应该实行弹性学制，毕业证的

获得可以借鉴英国的制度，采用与职业资格的互

通。现代学徒制学生的就业既要考虑学生利益，

也要考虑企业利益，学生经过考核后，企业应当

接纳成为其正式员工，同时作为企业付出较大代

价培训的技术骨干，也不能无正当理由跳槽到别

的企业。

2．明确实习学生的法律地位、权利义务

现代学徒制带来学生身份的复杂性，需要在

法律上定位实习学生的身份。虽然整个学习期间

（从入校到毕业）学生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学生，

又是学徒，但是在企业实习期间学生的法律身份

定位为学生还是学徒呢？身份没明确定义就带来

工伤、报酬等无明确依据。而对于学徒的报酬，

目前已经较为具体规定是人社部、财政部《企业

新型学徒制试点工作方案》中的规定单位支付学

徒基本工资必须高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目前还

有待试点后进一步详细明确。

3．加大资金投入

加强技能培训必然导致教学成本上升，徐金

林以机械制造专业维修钳工为例统计的数据，三

年学生的生均培训成本为 140916元，巨大的资金

缺口是开展现代学徒制的大障碍。解决资金问题

的方法除了企业承担实习器材成本外，国家应该

加大资金投入，以奖励等方式引导企业合作办

学，同时区别对待不同专业，对工科专业、国家

紧缺专业加大扶持力度。

4．拓宽合作企业选择渠道，开展灵活的校企

合作

在选择合作企业时，除了大型企业外，可以

由多家小型企业一起与学校共同签订现代学徒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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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办学。大中型企业的优势在于对人才需求量

大，可以一次性消化一个成建制班级的学生，但

是大型企业少，而在经济中最具活力的中小企很

难一次性接纳一个班的同专业新员工，故少有与

学校开展现代学徒制的联合办学。但中小企提供

的就业岗位占总额的 75%，是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可以借鉴德国成立行业协会领导下的合作办学机

构，组织多个中小企业与学校开展联合办学。

5．选择和培养企业导师队伍，建立合格的技

能指导教师队伍

建立企业导师筛选和培养政策，对企业师傅

进行技能考核，合格的师傅进行教学技能的培

训，通过培训的师傅发放企业导师资格证书。对

于在实际工作中承担培训学生技能任务的企业导

师，按培养的学生数量和质量进行相应补贴。

6．加大课程改革力度，建立与现代学徒制相

吻合的课程体系

在学徒制人才培养目标的指导下，由专业教

师和现场师傅双方都真正参与并设计的课程体

系，包括开设的课程、各课程的教学目标、实施

方法、考核方法。现场师傅不仅参与企业实习课

程开发，还应该参与课堂教学的开发，并且根据

技术发展动态调整。

7．改革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构建毕业证与职

业资格证的互通互融

在职业学校改革教学内容，实现与现场对接

的前提下，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也急待改革。目

前，我国的职业标准有154个，与职业学校实际开

设的专业门类距离甚远，必须建立职业标准的及

时制定和退出机制；职业标准内容应该与技术发

展同步更新，与地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使职

业资格证书制度真正体现学生的实践能力。

[责任编辑：杨理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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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dern apprenticeship is an education system which combines traditional apprentice training with modern school voca⁃
tional education. Through introducing the situation of the practice of modern apprenticeship in China, the paper analyzes the prob⁃
lems of implementing modern apprenticeship in China at present stage, such as lack of system，inactive participation of enterprises
and mismatching of school teaching management system. Finally,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measures of reform of admission poli⁃
cy, clear of students' rights and obligations, broadening the channels of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cultivating enterprise mentor
team, reform of curriculum system and the system of professional certificates, etc.
Key words: modern apprenticeship; dilemma;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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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学生酒店实习对其就业倾向的影响分析
——以酒店管理专业为例

于海燕

（扬州市职业大学，江苏 扬州 225009）

摘 要：运用定量分析法探讨高职酒店管理专业学生酒店实习对其择业倾向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发

现：实习前的择业意向、实习酒店的工作条件、实习生心理资本三个因素与实习生在酒店业择业意向呈正

相关，并进一步探讨学生在就业择业意向的回归模型，据此提出提高实习意愿、改革实习方式、增加普通

服务类课程的管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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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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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管理专业是一门实践性、操作性较强的

专业，酒店实习是本专业重要的实践教学环节，

学生通过进入酒店行业的具体岗位并逐渐独立工

作，提高其岗位技能和综合素质，为从事酒店业

打下一定的基础。然而，有研究发现，在酒店实

习后的大学生，对酒店业的喜爱程度下滑，选择

从事酒店工作的信心降低。对于酒店实习如何影

响本专业学生的就业倾向，学者们做了进一步研

究，宋子斌等（2006年）以实习工作的满意度为

因子，进行量化分析，结果表明实习工作的总体

满意度和工作本身、薪酬、晋升三个具体满意感

因子对旅游管理专业的本科生在旅游业的择业意

向有显著性影响。田喜洲、谢晋宇（2010年）引

入心理学“社会化”的概念，通过对重庆4所高校

在酒店实习的旅游管理专业本科生的调查，得出

实习社会化在工作条件、组织信任对大学生留职

意愿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在大学生性格特

征对其留职意愿的影响中起完全中介作用。闪媛

媛等（2010年）验证了实习工作满意度、实习工

作压力与学生在酒店业择业的意向呈显著正相

关、负相关，探讨了学生在酒店业择业的意向回

归模型。夏保国等（2013年）通过研究发现，学

校对实习的安排、指导教师的介入、酒店的人文

关怀与学生的岗位价值贡献都不同程度的影响了

学生的专业就业意愿。从以往研究可以看出，酒

店管理专业学生的择业倾向受到多方面的影响，

酒店实习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而它又受到实习生

心理状态等内部因素和工作条件等外部因素的影

响。本文尝试加入心理资本这一因素，从学生实

习前意愿、学生实习心理资本、实习工作满意度

等三方面探讨酒店实习对高职酒店管理专业学生

酒店行业择业意向的影响。

一、研究方法

1．研究假设

实习生在实习前如果对自己未来从事酒店

行业抱有期望，那么对待酒店实习就相对积

极，这也从正面影响实习生的工作和态度，从

而影响其对酒店实习的满意度以及今后的择业

方向。但是，心理期望过高的实习生，付出努

力后，如果得不到他们希望得到的，往往心理

落差过大，产生强烈的消极情感反应。笔者在

此次研究中，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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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实习生实习前在酒店业的择业意向与实

习后其在酒店业择业意向之间呈正相关。

实习工作条件不仅包括实习津贴、宿舍条

件、工作环境、工作时间、工作内容、绩效考核

的方式等“硬件”，还包括实习企业提供的培训机

会、轮岗机会、上司对于实习生的指导、老员工

的帮助、人际关系以及酒店对实习生的人文关怀

等“软件”条件。较好的“硬件”条件，直接影

响着员工的满意度和职业选择，同时还应注意

到，对于刚进入实习岗位的大学生而言，如果能

够得到上司较好的指导和同事的帮助，会使得他

们更快地融入岗位角色，激发起工作热情，认同

企业的管理制度和文化，提升留职意愿。因此，

本文的第二个假设为：

H2：实习酒店的工作条件与实习生在酒店业

的择业意向之间呈正相关。

Luthans以积极心理学和积极组织行为学为框

架，提出积极心理资本的概念，心理资本由自信

或自我效能感 （confidence or self-efficacy）、希望

（hope）、乐观 （optimism） 和坚韧性 （resiliency）
四种积极心理状态构成，大量的研究表明心理资

本工作绩效、工作态度、留职意愿、情感承诺呈

现较高的正相关。因此，本文的第三个假设为：

H3：实习生的心理资本与实习生在酒店业的

择业意向之间呈正相关。

2．测量工具

实习生实习前在酒店业的择业意向采用从1到
5的利克特量表测量，1表示非常不愿意，5表示非

常愿意；实习酒店的工作条件包括实习津贴、宿

舍条件、工作内容、工作负荷、工作时间、绩效

考核、培训机会、轮岗机会、上司的指导和帮

助、上司的理解、上司的表扬、老员工的帮助、

人际关系13个项目，同样采用从1到5的利克特量

表测量，1表示非常不满意，5表示非常满意；心

理资本借用改造后的鲁森斯PCQ-24量表，该量表

共有 24个项目，经过了在中国文化环境中的验

证。根据实习生工作内容的实际情况，并考虑到

调查问卷的可操作性，本调查缩减了项目，其中

自信或自我效能感、乐观、希望、坚韧性各 3项，

同样采用从 1到 5的利克特量表测量，1表示非常

不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

3．调查样本

本文选择扬州市职业大学旅游学院酒店管理

专业酒店实习生为调查对象，共发放问卷 105份，

收回问卷 89份，有效问卷 85份，有效率为 81%。

调查数据整体置信度 Cronbach’sα系数为 0.893，
工作条件统计数据的置信度 Cronbach’sα系数为

0.842，心理资本统计数据的置信度 Cronbach’sα
系数为 0.865，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有效问卷

中，女生占84%，远远多于男生；实习岗位餐饮部

最多，占71%，客房部与前厅部均占12%，其余有

个别实习生在营销部、财务部、人力资源部和采

购部实习，在两个部门实习的学生占17%。

二、结果分析

1．实习生实习前意愿与其在酒店择业意向的

相关性分析

（1）实习生实习前和实习后在酒店业择业意

向的基本情况

由表1可知，酒店管理专业的实习生在实习前

已经有明确意愿在酒店业就业的占43.5%，实习后

这一数据为38.5%，持否定意愿的人数减少，不确

定的人数增多，38人实习前后意见一致，19人由

不选择酒店就业变为选择或不确定，17人由选择

酒店就业改为不选择或不确定。由此可见酒店实

习对学生的择业具有一定的影响。

（2）实习前意愿与其在酒店择业意向的相关

性分析

由表 2可知，实习生实习前在酒店业择业意

向与其在酒店择业意向呈正相关。实习生实习前

在酒店业的择业意愿对今后选择酒店就业有显著

影响。

表1 实习生实习前和实习后在酒店业择业意愿的基本情况

1
2
3
4
5

合计

实习前在酒店
工作意愿

频率

0
27
21
34
3
85

百分比
（100%）

0
31.8
24.7
40.0
3.5
100

实习后在酒店
工作意愿

频率

0
17
35
30
3
85

百分比
（100%）

0
20.0
41.2
35.3
3.5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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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0.05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2．实习生酒店实习条件与其在酒店择业意向

的相关性分析

（1）实习生对于酒店实习条件的满意度分析

为了了解实习生对实习酒店工作条件的具

体感知，本文用均值 （Mean） 降序排序的方法

对实习生的意见进行梳理。由表 3可知，其中实

习生对于酒店的人际关系、老员工的帮助和上

司的指导三项最为满意，而对绩效考核、培训

机会和轮岗机会三项最为不满。目前很多酒店

希望招募实习生解决基层员工人数不足、人力

成本上升的问题，对于实习生给予了足够的重

视，不少酒店的人力资源部设有专门负责实习

生管理的专员，对于老员工指导实习生也有一

定的奖励，基层管理者，愿意给予他们指导和

帮助，这些都增加了实习生对酒店人文关怀的

肯定。但是，酒店希望实习生能尽快顶岗，培

训就相对不足，更不愿意把一个培训成熟的员

工换到另外的岗位再次培训，所以在调查中仅

有 17%的实习生在两个岗位实习。从实习生的

角度来看，他们希望酒店能够给予更多的培训

和轮岗实习的机会，可以通过实习掌握更丰富

的岗位技能，完成实习目标，所以，对酒店的

培训和轮岗机会满意度最低。

（2）实习生酒店实习条件与其在酒店择业意向

的相关性分析

由表4可知，酒店实习条件中的多项与实习后

在酒店业就业具有相关性，有些呈现负相关，如

轮岗机会和培训机会。由此可见，在选择实习酒

店时，学校应多从这些方面进行考察，而实习酒

店在考虑人力成本的同时应注重行业人才的培

养，给学生提供更多岗位机会，帮助他们在行业

内确定适合自己的岗位。

3．实习生心理资本与其在酒店择业意向的相

关性分析

（1）实习生心理资本基本状况分析

由表5可知，同样采用均值降序的方法呈现实

实习后在酒店
工作意愿

实习前在酒店
工作意愿

Pearson 相关性

显著性（双侧）

.225*

.038

表2 实习生实习前在酒店业择业意向与其在酒店择业
意向的相关性分析

表3 酒店工作条件满意度分析

人际关系

老员工的
帮助

上司的指导
和帮助

工作内容

上司的理解
和鼓励

工作负荷

宿舍条件

实习津贴

工作时间

绩效考评

培训机会

轮岗机会

均值

3.8824
3.7882
3.7059
3.6235
3.6118
3.3412
3.2353
3.1647
3.0353
3.0235
3.0235
2.5529

标准差

.77784

.91410

.92355

.87255

.96479
1.10790
1.06511
1.11106
1.22908
1.17490
1.14410
1.25836

N
85
85
85
85
85
85
85
85
85
85
85
85

表4 酒店实习条件与实习后愿意在酒店业就业的
相关性分析

工作内容

工作负荷

工作时间

实习津贴

宿舍条件

绩效考评

培训机会

轮岗机会

上司的指导和帮助

上司的理解和鼓励

老员工的帮助

人际关系

Pearson 相关性

显著性（双侧）

Pearson 相关性

显著性（双侧）

Pearson 相关性

显著性（双侧）

Pearson 相关性

显著性（双侧）

Pearson 相关性

显著性（双侧）

Pearson 相关性

显著性（双侧）

Pearson 相关性

显著性（双侧）

Pearson 相关性

显著性（双侧）

Pearson 相关性

显著性（双侧）

Pearson 相关性

显著性（双侧）

Pearson 相关性

显著性（双侧）

Pearson 相关性

显著性（双侧）

是否留在酒店行业

.266*

0.014
0.135
0.217
.313**

0.004
-.251*

0.018
.326**

0.002
-0.093
0.395
-.347**

0.001
-.234*

0.031
.264*

0.015
.249*

0.021
.238*

0.028
0.209
0.055

*.在0.05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在.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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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生心理资本四个方面的情况，整体而言，实习

生认为自己的心理状态较为积极，12个项目的均

值绝大多数在3.5以上。其中，实习生自我效能和

自信心的感知最好，而坚韧性感知最低，这一结

果也显示了初入职场的实习生，自信、乐观对未

来充满希望，但是随着熟练程度的增加，对岗位

的新鲜感降低，坚韧性表现不足，尤其是回答是

否因为挫折想中途放弃实习这一具体问题时，有

不少实习生表示曾有过这种想法。

（2）实习生心理资本与其在酒店择业意向的

相关性分析

由表 6可知，实习生的心理资本共有 12个项

目，其中 10个项目与其实习前愿意在酒店业择业

具有相关性，8个项目与其实习后愿意留在酒店业

择业具有相关性。实习酒店应依据学生的心理特

征安排适合他们的岗位，使他们感受工作带来的

成就感，逐渐建立职业信心，明确职业目标。

**.在.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４．线性回归分析

以“实习后选择在酒店业择业”为因变量Y，

以“实习前意愿”、“酒店实习条件 （均值） ”、

相信自己能够完成任务（自信）

相信自己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

（自信）

详细自己能够想办法解决问题

（自信）

认为自己是有一定的成绩的

（希望）

对自己的实习生活我总能看到

光明的一面（乐观）

已经有了人生目标或正在认真

思考人生目标（希望）

正以饱满的精力完成自己的目

标（希望）

对于未来我总是乐观（乐观）

我可以从生气中迅速恢复

（坚韧性）

喜欢应对新鲜不常见的情况

（坚韧性）

很容易拥有轻松的心情（乐观）

面对挫折时从未想过中途放弃

（坚韧性）

均值

4.3412
4.1882

4.0471

3.8706

3.8353

3.8118

3.7647
3.7647
3.7294

3.7059
3.6471
3.0235

标准差

.74886

.68128

.63445

.76824

.76915

.76367

.71792

.82588

.82214

.88403

.86885

.70671

N
85
85

85

85

85

85

85
85
85

85
85
85

表5 实习生心理资本分析

相信自己能够完成
任务（自信）

相信自己具有良好
的沟通能力（自信）

详细自己能够想办
法解决问题（自信）

对自己的实习生活
我总能看到光明的

一面（乐观）

对于未来我总是乐
观（乐观）

很容易拥有轻松的
心情（乐观）

已经有了人生目标
或正在认真思考人

生目标（希望）

正以饱满的精力完
成自己的目标

（希望）

认为自己是有一定
的成绩的（希望）

面对挫折时从未想
过中途放弃
（坚韧性）

喜欢应对新鲜不常
见的情况（坚韧性）

我可以从生气中迅
速恢复（坚韧性）

实习前是否有在酒店工
作的意愿

Pearson 相关性

显著性（双侧）

Pearson 相关性

显著性（双侧）

Pearson 相关性

显著性（双侧）

Pearson 相关性

显著性（双侧）

Pearson 相关性

显著性（双侧）

Pearson 相关性

显著性（双侧）

Pearson 相关性

显著性（双侧）

Pearson 相关性

显著性（双侧）

Pearson 相关性

显著性（双侧）

Pearson 相关性

显著性（双侧）

Pearson 相关性

显著性（双侧）

Pearson 相关性

显著性（双侧）

.165

.130
.220*

.043
.314**

.003
.305**

.004
.277*

.010
.346**

.001
.279**

.010

.245*

.041
.315**

.003

-.189

.244
.349**

.001
.433**

.000

是否留在酒店行
业

Pearson
相关性

显著性
（双侧）

Pearson
相关性

显著性
（双侧）

Pearson
相关性

显著性
（双侧）

Pearson
相关性

显著性（双
侧）

Pearson
相关性

显著性
（双侧）

Pearson
相关性

显著性
（双侧）

Pearson
相关性

显著性
（双侧）

Pearson 相
关性

显著性
（双侧）
Pearson
相关性
显著性
（双侧）

Pearson
相关性

显著性
（双侧）

Pearson 相
关性

显著性
（双侧）

Pearson
相关性

显著性
（双侧）

.010

.926

.052

.634
.265*

.043

.022

.844
.216*

.047
.223*

.041
.262*

.015

.212*

.043
.258*

.017

-.235*

.042
.260*

.016

.056

.609

表6 实习生心理资与其实习前后在酒店择业意向的

相关性本分析

*.在0.05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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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生心理资本（均值）”为自变量X1、X2、X3
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得到回归方程 Y=1.918 +
0.142X1+0.187X2+0.338X3，回归方程的拟合度R方

为0.103，回归模型一般，回归的显著性显示 sig.为
0.051与 0.05十分接近，具有一定的相关性，本文

假设基本成立。

三、管理建议

1．提高学生的实习意愿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高中阶段对于学生职

业的认知教育较少，不少学生入学之前对职业特

征了解甚少，通过专业课程的学习，一些学生心

理落差较大，实习意愿不强，此次调查显示约三

成学生不愿到酒店实习。针对这种情况，学校需

加强行业认同感的教育，如增加职业生涯规划课

程，聘请专业人士走进课堂分享职业经历，组织

专业技能比赛等，营造专业学习氛围。

2．深化实习方式的改革

酒店管理专业教育模式较为先进的学校，多

采用阶段实习和总实习相结合的模式，在第二、

三、四学期分别安排在酒店客房、餐饮和前厅实

习四周或更长时间，第五、六学期在酒店某一部

门集中实习，学生既能较为全面的掌握酒店各部

门的基础技能，又能深入了解某个部门的运作，

不仅解决了培训和轮岗问题，而且为学生选择适

合的部门就业打下基础。此外，在实习前通常开

设引导课程，讲授寻找工作机会、履历撰写、面

试准备等实用知识和技能，指导学生的就业。目

前，我国的学校虽开设大学生就业与创业课程，

但是缺乏行业经验丰富的专业教师的讲授，在指

导就业方面作用有限。

3．增加普通服务类的课程

酒店专业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具有丰富知识、

熟练技能和综合素质的高层次酒店管理人才。但

是，目前仍有相当比例的毕业生选择酒店以外的

行业就业，据笔者观察，这些学生的就业方向多

是大型商超、房产物业、交通运输等服务行业和

部门，所以在课程设置上可考虑增加适用面更广

的课程。如笔者在美国海蓝社区学院培训时发现

该学院的酒店管理专业设有宾客服务 （Customer
Service）课程，不仅酒店管理的学生必修，还为社

区培训交通服务人员，这些课程为学生在服务行

业就业打下一定基础。

[责任编辑：杨理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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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Hotel Internship on Employment Tendency for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Taking Hotel Management Specialty as an Example
YU Hai-yan

（Yangzhou Polytechnic College, Yangzhou 225009,China）
Abstract: Using the method of quantitative analysi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hotel internship on career-choice
tendency for students of higher vocational hotel management specialty. The study results show that career intention of students be⁃
fore internship, work conditions of the hotels and intern’s psychological capital a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to the career choice inten⁃
tion. The paper also develops a regression model of career choice and employment intention of the students. Accordingly, sugges⁃
tions for management are put forward: improvement of internship intention, reform of internship mode and increase of common ser⁃
vice courses.
Key words: hotel internship; employment tendency; influence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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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职教育承担着培养专业化人才的重任，模块化课程体系可以培养学生的基本知识和技能，

顶岗实习可以强化学生职业素养。评价酒店业人才培养效果需从六方面进行，包括工作活动评价、相关知

识评价、基本能力评价、工作品格评价、职业能力评价和工作环境评价。通过发放问卷、电话访谈和实地

调研，得到六方面知识和能力的重要性排序，这对酒店业人才培养的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具有一定参考和

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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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业是服务业的一个大类，在过去三十年取

得了快速发展。目前，中国除了大大小小的旅馆，

也有众多经济型连锁酒店，更有上千家星级酒店和

特色型酒店。商务住宿和居民外出度假是酒店业迅

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是，酒店从业人员大多是经

过短期培训即走上岗位，专业化技术人才和管理人

才相对较少。相对于互联网科技的快速发展，酒店

业创新型商业模式较少，仍处于重复建设的阶段。

制约目前酒店业发展的关键是专业化人才，但是国

内开展酒店管理专业教育的时间还不到二十年，参

加专业化教育的人数亦相对较少，远远不能满足行

业发展需求。除了扩大招生规模，改革并完善现有

培养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立足于

酒店管理专业人才核心能力培养问题，讨论培养模

式，评价培养效果，根据评价结果提出未来人才培

养过程的关注点，为国内酒店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提

供一定参考。

一、酒店管理专业学生核心能力培养模式

1990 年普拉哈拉德和哈莫在 《哈佛商业评

论》中首先提出核心能力概念，最开始用于分析企

业，后来用于分析个人。核心能力是指企业的一种

优于别人且为别人无法取代的能力，是企业的重要

无形资产。如果把该概念引申到个人，个人的核心

能力即个人的核心竞争力，是职业竞争中其他竞争

对手无法具备或很难达到的一种能力。

核心能力具有价值性、独特性、延展性、长期

性、难以模仿和不可替代性等特点。培养酒店管理

专业学生核心能力，就是要培养适合星级酒店发展

需要，具有较高的管理理论素养和扎实的酒店管理

专业知识，具有人文素质、国际视野、领导艺术、

创新意识、创业精神和社会责任，熟悉现代星级酒

店经营管理方法和手段，能够在星级酒店、高级住

宿业机构、高级餐饮业机构、教育科研机构等从事

酒店管理、接待服务及教学研究工作的应用型、复

合型专业人才。

根据酒店管理专业核心能力培养的目标，我

们研究并设置了以下模块化课程体系，包括公共

基础课模块、专业基础模块、专业技能模块、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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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5 卷第 2 期
2016 年 4 月

Vol.25,N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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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认证模块和拓展能力模块等五大方面 （见表

1）。公共基础课培养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基

本的生存技能。专业基础模块培养学生的专业基

础知识。专业技能模块培养学生的基本技能，这

些技能在酒店中可以直接使用。专业认证模块贴

近就业市场，通过在校学习，学员可以直接参加

行业协会或国家组织的考试，获得专业证书。拓

展能力模块着眼于学生未来的长期发展，为未来

走上更高层次岗位打基础。

除了以上模块化课程体系，酒店管理专业学

生顶岗实习也非常必要。“干中学”不仅可以强化

学生对专业化知识的理解，而且可以使学生真正

感受酒店工作，发现问题，正确定位，完善职业

生涯发展规划。中国大多数高校酒店管理专业学

生顶岗实习安排在毕业年，时间最短为3个月，最

长为1年。实习酒店多由学校统一安排，学生无法

自主选择。实习结束后，学生可以选择留在实习

酒店，或者重新择业。这种实习安排下，学生可

以完成从学校到酒店的过渡，实习期类似于学习

期、试用期，但是这一模式下，学生在酒店工作

期间遇到困惑，很难系统化的得到解决。学生无

法选择实习酒店和岗位，工作内容与职业生源规

划有时相距较远。

根据现有理论和实践，我们探索出两种新的

顶岗实习做法，一是邀请星级酒店到学校开双选

会，学生自主选择实习酒店，应聘相关岗位。这

主要是针对毕业实习，毕业实习之前，学生须完

成酒店管理专业的模块化课程体系。第二种做法

是学生在完成模块化课程体系的同时，亦在酒店

顶岗实习。具体而言，设两个班，人数相同，两

个班轮流到酒店顶岗工作，轮流在学校学习，每

月轮换一次。当然，是否参加工学交替的项目，

由学生自主选择，未参加该项目的同学只需要完

成毕业实习。参加该项目的同学亦需与其他同学

一样，参加毕业实习，毕业实习时可以重新选择

酒店，多一次选择机会。

二、酒店管理专业学生核心能力评价体系

规范化的评价体系能够反映现状，揭示问

题，提出改进完善的方向。为建立酒店管理专业

学生核心能力评价体系，笔者走访北京地区近 30
家合作酒店，到其他高校酒店管理系调研，经过

多轮讨论，设计了一套有针对性的评价体系。整

个评价体系包括六大方面，分别是工作活动评

价、相关知识评价、基本能力评价、工作品格评

价、职业能力评价和工作环境评价。

工作活动评价针对酒店工作中的主要活动，包

括普通的体力活动、操作交通工具的活动、利用机

械的体力活动、沟通活动、协调活动、协助活动、

创造性活动、建立文档和记录数据的活动、推销或

说服活动、识别活动、执行活动等27项。

相关知识评价针对酒店工作中的主要知识，

包括汉语知识、外语知识、公共安全知识、酒店

业常识性知识、客户和个人服务知识、行政管理

知识、心理学知识、法律和政府知识、人事和人

力资源知识、地理知识、数学知识、生产和加工

知识、交通运输知识、建筑和技术知识等34项。

基本能力评价包括快速反应能力、肢体协调

能力、记忆力、解决问题原创能力、口头理解

力、口头表达能力、书面理解力、书面表达能

力、总结能力、选择性注意力、定向反应能力、

时间分享能力、分类能力、空间定位能力、数学

课程模块

公共
基础课
模块

专业
基础
模块

专业
技能
模块

专业
认证
模块

拓展
能力
模块

课程基本要求

政治与文化素质；法律
与道德学识；计算机应
用能力；身体素质

心理素质；人际交往与
沟通能力；旅游服务职
业意识；酒店基本理论
知识体系；专业基本能
力

客房部基础知识；餐饮
部基础知识；前厅部基
础知识；咖啡厅酒吧基
础知识

酒店行业必备的团队意
识；进取意识；客户意
识；管理能力；营销能
力；成本控制能力

职业规划与发展能力；
行业发展前瞻能力

主要课程设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
论；体育；大学英语；计算
机应用基础
酒店业概论；管理学原
理；服务心理学；饭店英
语；形体训练；职业素质
与礼仪；酒店管理体系系
统

酒店前厅服务；酒店客房
服务；酒店餐饮服务；酒
店知识与调酒；食品营养
与卫生管理；酒店康乐服
务与管理

餐饮管理；酒店人力资源
管理；会计学；统计学；酒
店财务管理；酒店市场营
销；酒店质量管理；酒店
商务英语

职业生涯规划；酒店危机
管理；酒店公共关系；领
导科学；酒店品牌建设与
管理

表1 模块化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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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能力、问题敏感性能力、视觉想象能力和精

确控制能力等方面，共18项。

工作品格评价包括主动性、合作、独立性、

可靠性、正直诚实、坚持不懈、自我控制、承受

压力、关注细节、成就感和开放性，共11项。

职业能力评价包括服务导向、说服力、工作

过程管理、积极聆听、社会洞察力、时间管理、

主动学习、解决复杂问题、关系建立与协调维

护、指导、合作、判断和决策、谈判能力、物料

资源管理、设备维护保养和财务资源管理等16项。

工作环境评价包括当面讨论、发电子邮件、

与他人接触、出现冲突情况的概率、为团队做贡

献、工作的自动化程度、自行决策的自由度、竞

争程度等18项。

对于前五项评价，受访者有五种选择，代表

对该指标的五种评价，分别是非常重要、很重

要、重要、比较重要、完全不重要。对于工作环

境评价，我们根据具体项目进行了细化，比如自

行决策的自由度，细分为无自由、极少自由、有

限自由、某些自由、很多自由。六大项涉及酒店

工作的方方面面，均与职业竞争中的核心能力有

关（见表2）。

采用发放问卷、电话访谈、实地调研等方

法。问卷包括纸质版和电子版两种，受访者在截

止日期前填写完毕并返回。根据问卷的返回情

况，我们与个别受访者进行电话沟通，确定其对

相关评价项目的认识，并到受访者较多的酒店进

行实地调研，进一步了解情况。

评价对象主要是在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习酒

店管理专业，毕业后从事酒店业工作，且工作时

间在一年以上的毕业生，也包括部分参加过我们

主办的中期培训班的酒店业人员。主要是在京、

沪、深等一线城市酒店工作的毕业生，兼顾中东

部、中西部、西部地区。主要是在四星、五星酒

店工作的毕业生，亦兼顾少量三星酒店、经济型

连锁酒店的毕业生。

三、评价结果与启示

通过对在酒店工作的毕业生进行问卷调查

的方式开展结果评价。共发出问卷 200份，收回

182份，有效问卷148份。这148份问卷中，123人
来自京、沪、深等一线城市，14人来自中东部地

方城市，5人来自中东部省会城市，3人来自西部

地方城市，另有3人未填写所在城市。按照国际通

行的划分标准，酒店规模依据客房数量可以分为

三种：（1）小型酒店，客房数小于300间；（2）中

型酒店，客房数在300-600间；（3）大型酒店，客

房数大于600间。按照员工人数，企业规模可以分

为三种：（1） 小型企业，员工人数小于 300人；

（2）中型企业，员工人数在 300-600人之间；（3）
大型企业，员工人数在 600-1000人之间；（4）超

大型企业，员工人数大于 1000人。根据以上标

准，本研究中148人所在的酒店规模与星级（见表

3），大、中、小型酒店中均有一定数量的毕业

生，大部分毕业生在三星级以上的酒店。

注：其他指私人会所。

年薪方面，15人未填写，其余133人中，大多

数年薪在 3万以下，3至 5万年薪的占总样本的 1/
3，10万以上的屈指可数。这表明，目前酒店业的

工资水平普遍较低，这一方面与从业人员的可替

代性有关，另一方面与行业服务品质有关。随着

人口老龄化时代的到来，酒店从业人员将减少，

工资水平也将不断上升。如图1所示。

工作活动的重要性评价结果显示，排在前五

位的是执行活动、协调活动、沟通活动、识别活

动，以及判断对象与服务。其中90%的受访者认为

序号

1
2
3
4
5
6

评价内容

工作活动

相关知识

基本能力

工作品格

职业能力

工作环境

指标数量

27
34
18
11
16
18

表2 评价体系及指标数量 表3 酒店规模与星级

酒店规模

小型酒店

中型酒店

大型酒店

未填写

合计

人数

46
43
24

35
148

企业规模

小型企业

中型企业

大型企业

超大型企业

未填写

合计

人数

7
37
47
6
51
148

酒店星级

五星

四星

三星

其他

未填写

合计

人数

70
70
2
1
5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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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活动是重要的，87%的受访者认为判断对象与

服务是重要的。这说明，对于一线人员来说，不

需要复杂的思考活动，执行重复的工作，能吃苦

耐劳非常重要。

相关知识的评价结果显示，按重要性排列，

前五位分别是酒店业的常识性知识、汉语知识、

外语知识、公共安全知识、客户和个人服务知

识。92%的受访者认为酒店业的常识性知识重要，

84%的受访者认为客户和个人服务知识重要。排在

第十位的是人事和人力资源知识，70%的受访者认

为重要。这表明，酒店员工需非常熟悉行业常

识，并争取记住重要客户的个人偏好，提供差异

化的优质服务。

基本能力的评价结果显示，按重要性排列，前

十位依次是记忆力、快速反应能力、口头表达能

力、口头理解力、问题敏感性能力、书面理解力、

书面表达能力、解决问题原创能力、总结能力和选

择性注意力。认为记忆力重要的占95%，90%的受

访者认为问题敏感性能力重要，86%的受访者认为

选择性注意力重要。18个指标中，有50%以上的受

访者认为是重要的，其中在12个指标上，有50%以

上的受访者认为是非常重要的。这表明，要想提供

优质服务，需具备较全面的能力。

工作品格评价结果显示，按重要性排列分别

是主动性、关注细节、承受压力、自我控制、坚

持不懈、正直诚实、可靠性、合作、成就感、独

立性与开放性。受访者对工作品格均较看重，认

为普遍很重要。即使排在最后一位的开放性，也

有 86%的受访者认为重要。在座谈中发现，参加

过工学项目的同学，职业素养和职业品格更加优

良，更适应酒店业工作氛围。

职业能力评价结果显示，按重要性排列，前

十位分别是积极聆听、时间管理、主动学习、合

作、服务导向、社会洞察力、解决复杂问题、关

系建立与协调维护、说服力、工作过程管理。最

后两位是设备维护保养和财务资源管理，分别只

有 60%的受访者认为重要。而排在第一位的积极

聆听，有93%的受访者认为重要，75%的受访者认

为非常重要。总共 16指标中，有 50%以上的受访

者认为是重要的。在 12个指标上，有 50%的受访

者认为是非常重要的。

工作环境评价涉及到 18个项，没有可比性，

因此没有明确的排序。其中有46.3%的受访者表示

工作中总是或几乎总是站着，27.5%的受访者表示

工作中总是或几乎总是做重复动作。只有5%的受

访者表示其工作完全没有竞争者，而 70%的受访

者表示其工作处于中等竞争或高度竞争状态。这

表明，即使酒店业目前工资水平不高，也存在着

激烈的竞争。

四、对酒店管理人才培养模式的启示

以上评价结果显示，酒店业所需的核心能力

存在一定差异。酒店业活动和相关知识的重要性

不尽相同，基本能力和职业能力的细分项也存在

重要性差异，该评价结果可为酒店业人才培养提

供一定启示。当前，酒店业处于迅猛扩张阶段，

专业人才比较稀缺和员工职业素质参差不齐是行

业发展的重要瓶颈。高职教育酒店管理专业承担

着培养专业化酒店业人才的重任，可以从多方面

有所作为。

首先，全面培养专业知识。既包括对酒店本

身的认识，比如中外酒店业的发展历程、酒店各

部门分工与配合、酒店危机的处理等，也包括餐

饮知识，比如中西餐的历史与演变、中国八大菜

系的风味特点、酒水知识等。所有酒店业人员均

应对该行业的历史与现状有系统化的认识，从而

准确定位，明确自身的发展方向。同时，从业人

员需有一定的专业厚度，在学校期间就掌握全面

的餐饮知识，并尽量从餐饮文化的角度认识餐饮

知识。这对高职教育的师资队伍提出了较高要求。

其次，强化专业技能的训练。除了基本的职

业礼仪外，应强化培训宴会摆台、房务、礼仪知

识、茶艺技术、调酒技术、烹饪技术等方面的专

图1 不同年薪范围的人数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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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技能。高职教育需建立并完善专业化的酒店实

训中心，模拟酒店运营的各个环节，培训酒店业

专业技能，使学生到酒店后可以直接上岗，不用

再专门培训。同时，酒店业是典型的服务行业，

服务意识和服务理念不应仅停留在口头上，需经

过实践的强化，使服务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形。

最后，完善顶岗实习制度。酒店管理的理论

与实践结合非常重要，一定的顶岗实习不可缺

少。目前大部分学校酒店管理专业都有顶岗实习

的安排，只是形式不同，时间长短不同，具体要

求不同。综合来看，按月轮换的工学交替模式具

有良好的实践效果，只是对学校和老师提出了较

高要求，学校需慎重甄选实习酒店，保证学生基

本权益，老师需全程跟进，及时关注并解决实习

过程中的问题，做好学生和酒店之间的桥梁。

[责任编辑：杨理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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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ultivation and Evaluation System of the Core Competence of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Taking Hotel Management Specialty as an Example

LUO Xu-hua DANG Yin
(China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Beijing 100048, China)

Abstract: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takes on the responsibility of cultivating professional talents. The modular curriculum sys⁃
tem can cultivate the basic knowledge and skills of students, while internships can strengthen students’professional qualities. Evalu⁃
ation of hotel talents cultivating effects can be carried out from six aspects, including evaluation of work activity, related knowledge,
basic ability, work quality, professional ability and working environment. Through the issuance of questionnaires, telephone inter⁃
views and field surveys, the order of importance for the six aspects of knowledge and skills are obtained, which provides reference
and enlightenment for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teaching in the training of hotel industry talents.
Key words: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hotel management; core competence; evalu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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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研究在大学生数学建模中培养创新能力为主题，首先给出大学生科技创新能力的构成要

素，然后基于近年CUMCM赛题，在“模型准备”、“模型假设”、“模型构建”、“模型求解”这四个环节，研

究培养创新能力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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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建模竞赛在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和创新

能力培养中发挥重要作用，是提升大学生科技创

新能力的重要途径之一。本文以某轨道交通高职

院校学生为例，基于近年数学建模竞赛赛题，研

究大学生的科技创新能力培养和提升问题。

一、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与大学生创新能力

内涵

1．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CUMCM）是教育

部高等教育司和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共同主

办的面向高校大学生的团体性科技活动，赛题一

般来源于工程技术、经济建设等领域中实际问

题，近年CUMCM赛题（专科组）题目见表1。

数学建模的过程包括“模型准备”、“模型假

设”、“模型构建”、“模型求解”、“模型评价及推

广”。CUMCM目的在于激发大学生学习数学的积

极性，鼓励他们踊跃参加科技活动，开拓知识

面，培养团队合作意识，提升大学生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是培养具有科技创新能力人才的重要

途径之一。

2．大学生科技创新能力构成要素

大学生科技创新能力是多种要素的综合反

映，本文参照这些研究结果，结合轨道交通行业

对创新型人才的要求，遵循科学性、全面性原

则，对科技创新能力影响要素进行分解，在征询

业内专家意见的基础上，提出大学生科技创新能

力构成要素，见表2。
表 2中 6项一级指标要素相互关联，较全面地

反映科技创新能力的内涵，每项评价要素下面对

应一些二级指标要素，分析如下：

（1）创新基本能力是科技创新研究须具备的

基本能力，轨道交通管理人员要常与人交流，需

具备良好的沟通交流能力。行业高速发展，这需

年份

C题

D题

2011
企业退休职
工养老金制
度的改革

天然肠衣搭
配问题

2012
脑卒中发
病环境因
素分析及

干预

机器人避
障问题

2013
古塔的
变形

公共自行
车服务
系统

2014
生猪养殖
场的经营

管理

储药柜的
设计

2015
月上

柳梢头

众筹筑屋
规划方案

设计

表1 近年CUMCM赛题（专科组）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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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大学生有较强的自我学习能力，具备知识快速

更新能力。学生应熟悉轨道交通及相关专业的文

献信息资源，具有较强的信息采集处理能力，还

要会使用 office软件和专业软件 （如 CAD、C++、
Matlab等）、考取计算机等级证书（如中级操作员

证书等）。而实训总结、社会调研报告与求职文书

需要学生具备较强的写作能力。

（2）创新知识是进行科技创新研究的核心能

力。轨道交通专业大学生要具备较强的数学、电

学等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能系统地掌

握轨道交通各专业基本理论和知识，并能融会贯

通，关注轨道交通及相关行业的最新技术和发展

动态。

（3）轨道交通人才要有对国家和人民的生命

财产负责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具有轨道交通专业

设备维护工作的生产组织、技术管理能力，这要

求他们具备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团队合作能力。

（4）大学生要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对创新

研究富有激情，关心轨道交通科技发展，关新铁

路和地铁的技术变革，主动探索，发掘自身潜

能，掌握轨道交通行业新知识、新技能。

（5）轨道交通人才需熟悉仪器设备的数据、

波形分析，会处理设备系统故障，善于发现问

题，解决难题，这需要具有较强的创新思维，要

求洞察能力、逻辑思维、发散思维能力强。

（6）轨道交通类专业要培养具较强实践能力

的人才，创新实践能力可由参加实践活动和取得

的实践成果来衡量。实践活动可通过参与课题研

究、社会调研、车站志愿服务、各级竞赛（如全

国职业技能大赛、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等）来评

价。实践成果可由参与实践活动取得的相关奖

项、考取的专业能力资格证书（比如铁路客运员

或货运员资格证书、CAD工程师认证证书、铁路

信号中级工资格证书等）来评价。

二、数学建模竞赛对培养高职生创新能力的

作用

1．模型准备过程对培养科技创新能力的影响

CUMCM题目是从实际问题中提炼出来的，其

内容涵盖各领域，竞赛中C、D两个赛题供高职生

选择。为选题，必须了解相关问题背景，通过查

阅图书、借助网络收集大量相关专业的资料，并

在短时间内消化，提取有用的信息，选定适合自

己队的赛题，然后按照选题时的构思，对所需的

知识做深入的理解，以便下一步更好地建立模

型。比如 2015年D题《众筹筑屋规划方案设计》

中，首先要了解“众筹筑屋”项目，进而需掌握

“项目成本”、“收益”、“容积率”和“增值税”等

名词的定义及核算方法。又比如 2011年C题《企

业退休职工养老金制度的改革》中，需要了解发

达国家经济的发展规律、中国养老保险的运行及

发放机制，深入理解“社会统筹”、“个人账户”、

“收支平衡”、“替代率”的含义及计算方法。在这

些过程中，学生的创新知识结构得以优化，他们

的沟通交流、计算机应用、信息采集处理、自我

学习、团队协作等各项创新能力得以锻炼和提高。

2．模型假设过程对科技创新能力的培养

模型假设是抓住问题的主要特征，忽略一些

次要的条件，做出合理的简化假设。该过程需要

学生透过现象洞察本质，利用形象思维来简化复

杂的实际问题，然后做出合乎逻辑的假设，从而

实现用数学语言表达实际问题的目的。

比如2011年C题中预测2011年至2035年的山

东省职工的年平均工资时，考虑到我国发展的战

略目标是在二十一世纪中期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

经济发展水平，可假设未来中国经济继续保持良

好的发展势头。根据经济发展规律以及发达国家

的经济发展现状可知，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

后，受到的阻滞越来越大，增长趋于平缓，可假

设工资增长率是个减函数。又比如 2015年D题中

设计建设规划新方案时，可假设各种房型的销售

单价不变，这样新方案就是设计各种房型的套数。

表2 大学生科技创新能力构成要素

一级指标要素

创新基本能力

创新知识

创新品质

创新意识

创新思维

创新实践能力

二级指标要素

沟通交流能力、信息采集处理能力、计算机应

用能力、自我学习能力、写作能力

基础知识、专业知识、创新知识

责任感、组织协调能力、团队合作能力

创新动力、创新主动性

洞察能力、逻辑思维、发散思维

实践活动、实践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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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模型假设过程中学生通过自己的思维能力和想

象能力把实际问题转化为数学问题，学生的洞察

力、逻辑思维、发散思维等创新思维得以锻炼。

3．模型构建过程对科技创新能力的培养

模型构建即观察和研究实际对象的固有特征

和内在规律，根据题意中的信息及前面所做的模

型假设，抓住问题的主要特征，将实际问题翻译

成反映实际问题的数量关系，建立各变量间的数

学式。这需要学生具有敏锐的洞察力，深厚扎实

的理论基础，广博的知识面。下面以两个赛题为

例说明：

（1）比如2011年C题中，根据模型假设工资

增长率是个减函数，记为 r(x)=r-kx。当经济发展到

一定程度后，受到的阻滞越来越大，工资的增长

会趋于平缓，当工资达到最大工资 xm时，增长率

为零，则k= rxm
。由分析和假设，通过发散思维联

想到学过的 logistic模型（阻滞增长模型），类比建

立反映工资变化的 logistic模型：
dxdt

= rx (1 - xxm
) ，

x(0)=x0。

在这个建模过程中，学生借用已有的 logistic
模型来描述工资的增长规律时，根据实际问题

背景对参数变量进行重新定义，学生在对所学

知识深入理解后，对知识进行改造和创新，使

之更贴近实际情况，所建立的模型更具有科学

性、实用性。

（2）在2015年D题中，设计尽量满足参筹者

购买意愿的新方案时，学生会很自然地联想到目

标优化模型。首先根据资料分析，给出参筹者房

型满意率的定义Ｚ，由容积率、房型套数约束规

定得到新方案的约束条件，构造出以参筹者房型

满意率最大的单目标模型Ⅰ，见表3中所示。但经

过计算，新方案Ⅰ投资回报率低于25%，该众筹项

目不会被成功执行。

为构造出能被成功执行的方案，经分析，设

计方案时要综合考虑以下方面因素：房型总满意

率尽量的大，这样会尽可能的满足参筹者的购买

意愿；容积率Ｇ越小，人的舒适度越高；收益

率Ｆ要大于 25%，这样的众筹项目才会被成功执

行。以容积率及房型套数不超过约束规定、收益

率Ｆ大于 25%作为模型约束条件，建立以房型总

满意率尽可能大、容积率尽量小的双目标函数模

型Ⅱ，见表3。

表3中，模型Ⅱ是在模型Ⅰ的基础上进一步的

修改得到的，这需要学生积极思索，寻找多方面

影响因素，从不同的角度去分析问题，在这个过

程中，参赛选手的创新意识、创新思维等创新能

力已经得到了培养和提升。

4．模型求解对科技创新能力的培养

模型求解过程中学生需综合运用所学的相关

知识，对所建模型进行分析、推理、演算，大多

数需借助专业软件（如matlab、lingo等）来求解。

对于 2011年C题对所建立的 logistic模型，学

生会用微分方程中分离变量方法求解得工资的变

化规律函数 x(t)= xm
1 +( xmx0

- 1)e-rt
。对于式子中的参

数 r和 xm，联想到可用最小二乘拟合估计出来，接

着用matlab编程计算出 r和 xm的值。为检验所求的

x(t)是否于合乎实际，可将预测值与工资的实际值

列表进行比较，学生还会想到用matlab中的画图功

能将二者数值呈现在图中，如图1所示。

在求解模型过程中，学生不仅用到所学过的

表3 设计众筹筑屋规划方案时建立的两类模型

目标函数

约束条件
考虑因素

模型Ⅰ
（单目标规划）

MaxZ
①容积率不超过约束
规定；
②房型套数不超过约
束规定。

模型Ⅱ
（双目标规划）
MaxZ MinG

①容积率不超过约束规定；
②房型套数不超过约束规
定；
③收益率 大于25%。

图1 历年平均工资拟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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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还需要学习更多数学及软件编程方面的知

识，将相关的理论应用到实际问题中来，他们的

知识面和深度得以扩展加深，整个环节优化了学

生的创新知识结构，这对科技创新能力的培养和

提升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三、启示

研究分析表明，数学建模竞赛对科技创新能

力的培养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应将数学建模的

思想贯穿到数学教学中, 激发他们学习数学的兴

趣，培养应用数学的意识与能力。各高校还可以

根据自身情况，组建数学建模社团或协会，搭建

更多的科技活动平台，鼓励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参

与到数学建模活动中来。

[责任编辑：高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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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Cultivation of Scientific Innovation Ability of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Taking the Problems in CUMCM as an Example

WANG Li-feng DING Run-chong
（Nanjing Institute of Railway Technology, Nanjing 210031,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mainly studies on how to cultivate the college students' innovation ability in mathematical modeling contest.
First of all, the elements of college students' scientific innovation ability are given, and then based on some CUMCM problems in re⁃
cent years, the paper studies on the methods of cultivating students' innovation ability from the four links of model preparation, mod⁃
el hypothesis, model construction and model solution.
Key words: mathematics modeling; contest; scientific innovation ability; empirical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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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加拿大高等职业教育在健全和完善的招生模式、教师管理创新、学分制建议、校企合作教育

机制的保障下，呈现出较高发展水平。从教育机制的角度分析加拿大高等职业教育的特色，引申出对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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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是一个高等教育水平较高的国家，职业

教育在 20世纪 60年代得到快速的发展，形成了以

职业中学、职业学校为主的中学阶段和以社区学

院、大学学院、职业学院为主的高中后阶段的教育

格局。随着加拿大社会经济的发展，企业对技术应

用型人才的需求，使得高等职业教育成为加拿大高

等教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在招生模式、师资队

伍建设、学分制建设以及校企合作教育机制等方面

呈现出的特点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本文正是从

教育机制的角度分析加拿大高等职业教育的特色，

引申出对职业院校办学思路、专业建设、教学模式

等方面的思考。

一、加拿大高等职业教育招生机制的自主性

加拿大的社区学院主要是非研究性、学科性教

育，都是为区域经济发展需要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

型人才，包含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报考的学生

主要来源于高中毕业生或是社会在职人员，不同的

是加拿大高等教育在招生上不仅注重制度的针对

性，也注重招生形式的自主性。

1．“严谨、规范”的招生流程，强化制度执行

的力度

加拿大虽然各省高校招生制度有所不同，但从

1972年开始，加拿大高校都是采用以高中课业成

绩为主要参考的录取原则，获得高中文凭是申请接

受加拿大高等教育的前提条件。除魁北克省以外，

其他省都是采用基本相同的入学申请流程和资格审

查，主要根据申请者高中 11年级和 12年级的科目

成绩作为生源选拔的重点。但各高校同样具有很大

的自主权，依据各自录取标准以及申请者的个人情

况来综合判断是否录取。

2．“多样、均等”的招生原则，保障制度运行

的成效

加拿大高校对各省份的申请者都一视同仁，各

高校按照申请者是否满足专业的基本条件，再依照

具体专业申请的附加条件来进行筛选。对于申请的

材料，高校采取先到先审的原则，对于不同省份提

交的申请者，各高校能公平地看待各地区申请者的

高中学业成绩，这种建立在质量基础上的绝对信任

是加拿大高校招考制度得以建立的基石。除此，加

拿大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全国有 97种语言，加拿

大高校更希望生源的多样化，且希望在区域、民

族、文化等方面的学生比例趋于均衡，包括对有色

人种、残疾人、土著人等群体的申请者鼓励。这种

生源多元化，一方面有利于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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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的学习氛围，另一面确实体现招生制度的人性化。

3．“分类、自主”的招生形式，提升制度建

设的质量

加拿大社区学院和其他高校类型一样都具有

较强的自治权，在招生时间、招生标准、录取名

额、学费等方面都有较高的自主权。在招生方式

上社区学院主要采用的是“宽进严出”，申请者可

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申请自己喜爱的院校和专业。

加拿大报考社区学院一部分是高中毕业生，一部

分是社会在职工作人员，还有一部分是本科毕业

后再回到社区学院学习的大学生，无论哪种类型

申报加拿大社区学院都有很强的自主性。在此基

础上，即便申请者入学以后仍然具有申请转学的

机会。加拿大高校给学生铺设了“立交桥”式的

学习路径，具有多个出入口。

二、加拿大高等职业教育教师管理制度的人性化

加拿大社区学院的教师主要由专职教师和兼

职教师组成，两者的比例趋于 1∶1。作为社区学

院的教师都要具有工程师职称，并具有5年以上的

社会工作经验。社区学院的教师更注重技术知

识、技术理论的学习以及实践经验的积累，兼职

教师都是来自行业中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从业人员。

1．严谨的职称晋升和岗位聘任制度，体现学

校发展和教师个体需求的并轨

加拿大高校教师和学校的聘任关系主要有短

期合同、长期合同、终身聘任三种。加拿大教师

晋升制度主要是通过校内外的教学成绩，学术科

研或是创作成绩，社会服务成绩来进行综合评

定。一般分为讲师、助理教授、副教授、正教

授。无论确定那种类型，过程中同样需要对教

学、科研或是创作、社会服务三方面进行审核，

只有达到衡量标准，才能继续保留职位，享受长

期聘任。加拿大教师无论是聘任还是晋升，主要

的参考标准是学术科研，社区学院部分应用型较

强的专业从业教师参考标准也可以是创作。

2．完善的学术休假制度，体现学校工作和教

师深造的分体

在加拿大有明确的学术休假制度，一般在学

校全职服务满6年以后，可以申请不超过一年的带

薪学术休假。休假时间列入职工服务学校时间，

教师在享受全额工资以及相关福利的同时，学校

继续为职工缴纳各项保险。另外，学校还为学术

休假间的教师提供税务优惠政策，从而为学术休

假的教师能够集中精力，有计划、高质量地投入

学术活动提供保障，通过知识的更新，视野、思

路的拓展，提高了教育教学能力。

3．丰富的知识产权优惠政策，体现学校知识

创新和教师利益诉求的双赢

加拿大高校除了科学的教师晋升制度，学术

休假制度，还有诸如向优秀教师提供各项知识产

权优惠政策，开发受益分享制度，优秀教学、科

研基金制度等一套完善的教师激励制度，吸引一

流人才进入到教师队伍中，真正意义上将教师自

身发展和学校发展协调统一起来，将教师的能力

提升和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实现和谐共进。

三、加拿大高等职业教育学分制的灵活性

加拿大社区学院学分制主要是借鉴美国学分

制模式，注重学生选课的开放性。学生通过申请

被学院录取，在入学之前，由学校组织专业教师

团队和学生按照自己兴趣、能力水平共同完成学

习计划的制定，这一部分课程主要依据专业设置

的特点，结合学生的自身情况，突出课程选择的

指向性。除此以外，加拿大社区学院还注重学生

的通识教育，学生在学习期间可以根据自身的情

况自由地选修其他专业的课程，拓宽自己的视

野，打通多向就业渠道，突出课程选择的自主

性。通过学生选课的指向性、自主性，保证学生

课程学习的专业性，最大化地保障专业学生较宽

的知识面，激发学习兴趣，实现自主地选择学习

和管理学习过程。

1．学制的弹性化，提升自主学习的意识

加拿大社区学院的学制为2-3年，学生没有严

格的班级制、年级的束缚。学校根据专业人才培

养目标，界定该专业最低毕业学分，学习过程中

学校允许学生申请延迟毕业，也允许学生提前申

请毕业，在学习过程中也可以休学，之前获取的

课程学分可以保留。学生在具体的课程中也会根

据课程阶段考核结果，终止该课程的学习，选择

重新选修该课程或是通过选修其他课程的学分来

弥补，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会根据教师建议和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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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自主的开展学习。

2．学分的互认性，形成终身学习的理念

在加拿大高校之间，无论从大学转入社区学

院，还是社区学院学习完再申请进入大学，学校都

会为学生保留学业成绩，并为学生出具学业证明以

及课程评价表，如果学生要转入另外一所学校，该

学校就会对其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并且将其中有

效学分计入总学分中，打通各高校之间课程共建互

认的渠道，从而实现学生知识学习的连续性，帮助

学生形成终身学习的理念。

3．分层教学目标的考核，实现因材施教的目的

加拿大社区学院在学分的取得上，主要是教学

指导委员会（Program admission committee）依据职

业目标分析，按照课程能力目标进行考核，考核以

形成性评价和成果性评价为重点。在整个教学过程

中，课程组织者依据教学指导委员会（PAC）给定

的目标对进入课程学习的学生进行能力评估，在明

确评估结果和不同学生个体特点的情况下，进行分

层组织教学以及分层考核，使不同层次学习对象动

态地适应不同层次教学目标，从而达到职业能力的

协调发展。

四、加拿大高等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教育机制的

系统性

加拿大高等职业教育真正意义上开展校企合作

教育（Co-operative Education）要从 1970开始。从

语义角度来讲有“合作”、“共同操作”的意思，从

而道出加拿大高等职业校企合作教育注重的是学

校、学生、企业以及政府机构在内的不同主体目标

的共赢。其宗旨是帮助学生根据人才培养目标，实

现从学校到社会的转型，完成从技能训练到岗位工

作的交替。

1．“平等、互利、共赢”的合作机制是校企合

作教育的生命力

加拿大高等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由学校校企合作

中心负责，多数加拿大社区学院会面向满 1个学

年，修满 30个学分的学生发布企业雇佣信息，由

学生根据学习情况自主申请，申请的基本条件都是

要完成前两个学期80%的课程学习以及至少获得英

语C+的成绩（五级评分制中的中上），获得申请资

格的同学不得无故调整申请意向，有两次调整意向

的学生将失去第三次学校安排实践的机会，而对于

企业而言，也因接受高校毕业生而获得国家税收部

门的减税。追求不同主体利益的平等、互利、共赢

是加拿大高校校企合作工作正常开展的前提。

2．明确责任主体是校企合作教育的保障

加拿大高等职业教育明确，一个成功的合作式

教育要求对学校、企业、学生三方负责。学生接受

了这份工作，就会签订协议书，这是为了保证双方

的利益和后续专业性的合作。学生实习期间必须和

签正式合同的雇员一样工作，不可以特殊化对待。

学院的责任主要是监督，一方面是对实习学生的监

督，了解学生是否按照企业管理要求开展实习，学

生自身能力是否满足企业正常工作的运行；另一方

面是对雇主的监督，了解雇佣单位是否履行对实习

学生提供适应的培训、指导、监管和评估。企业的

责任是要明确地给出岗位要求，学生成长、发展的

渠道，安全的工作环境和详细的评价标准。学生的

责任是他们需要自己积极申请，及时出席单位面

谈，需要严肃对待，不能浪费雇主的时间和雇佣单

位的名额。

3．细化目标考核是校企合作教育的推动器

加拿大社区学院要求在岗位工作的学生，就必

须按照雇主的要求来完成工作，并且设立4个月的

工作目标，返校时做工作报告。雇主评估占学生成

绩考评的60%，学校占40%，两项结合是学生们的

成绩考评方式。雇主根据学生的表现实际考核，如

果考核结果为F（六级制），那么就会被解雇，成

绩为不及格。

加拿大高等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机制从机构组织

的设立来看，各个学校设立独立的校企合作中心，

明确了校企合作工作职责以及核心工作内容；从校

企合作过程来看，注重学校、学生、企业三方以互

通、互利、互评、互进为原则的合作平台构建；从

校企合作的目标来看，通过提供专业技能训练的机

会，实现学生从学校到社会的过渡，塑造和培养健

康的劳动价值观。

[责任编辑：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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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Thinking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Canada
SONG Shou-jian

（Nanjing Vocational Institute of Transport Technology, Nanjing 211188, China)
Abstract: There is a higher level of develop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Canada under the guarantee of improving and
perfecting the enrollment mode, innovation of teacher management, construction of credit system and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education mechanism. The pap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ducation mechanism,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gher vocational ed⁃
ucation in Canada and puts forward the thinking in the aspects of school running, specialty construction, and teaching mode in China
’s vocational colleges.
Key words: Canada; education mechanism;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理创新，构建产学研联动机制”为探索生产性实

训基地运行模式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开拓了一条

高职院校人才培养、专业建设、科学研究和机制

创新一体化的新路径，为高职院校破解协同创新

发展瓶颈提供了突破口，为高职教育内涵式发展

和质量全面提升创造了更大的空间。

[责任编辑：邢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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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ing Foshan Polytechnic as an Example
XIA Dong-mei1 YANG Yv2

（1.Foshan Polytechnic, Foshan 528137, China; 2. Guangdong Songshan Polytechnic College, Shaoguan 512126,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problem of lack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n the numerous modes of cooperation among production,
study and research, Foshan Polytechnic has carried out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practice in production and study, production and re⁃
search and production and teaching based on the practice factory, taking the service center of modern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as
the main body, knowledge collaboration and management innovation as the core approaches to reform the cooperation of produc⁃
tion, study and research, and taking the modes of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o con⁃
struct the organization framework and management mechanism of operation mode of productive practical training 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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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心理素质是职业素养的重要内容，心理弹性与归因方式是影响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通过问

卷法对高职生心理弹性与归因方式进行调查研究，发现高职生心理弹性处于中等偏低水平，倾向于内控归

因风格。分析高职生心理弹性与归因方式特点，从构建立体式心理弹性保护性因素系统、优化归因方式、

培养健康心理素质等三方面提出教育建议，以帮助高职生心理的健康与发展，从而提升其职业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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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教育部公布的《2015年全国高等学校名

单》，截至 2015年 5月 21日，全国高等学校共计

2845所，其中高职院校 1334所，占 46.9%，是高

等教育重要的组成部分。高职院校学生（以下简

称“高职生”）已成为备受社会学和心理学关注

的一个群体。近年来，心理弹性作为衡量心理健

康的重要因素之一，逐渐成为教育界心理健康研

究领域的热点。心理弹性水平高低直接影响到个

体在遭受挫折或失败之后能否健康成长和发展。

归因方式作为人格特质的重要表现对心理健康有

重要影响，与心理弹性紧密相关。

本研究采取分层整群抽样法，采用《心理弹

性量表 （RS）》 和 《多维度一多归因因果量表

（MMCS）》对广东理工学院 14个班级共 716名在

校高职生进行问卷调查，有效问卷682份，有效率

95.25%。研究旨在通过对高职生不同性别、籍

贯、是否独生子女、专业、年级、是否学生干部

和父母亲学历、月生活费、与家人月沟通次数等

方面的比较分析，把握高职生心理弹性与归因方

式特点，并提出相应教育建议，以促进其身心健

康成长，提升其职业素养。

一、高职生心理弹性特点分析

心理弹性（Resilience）又称心理韧性，是指个

体在面对困难、逆境、创伤、威胁或其他重大生活

压力时的有效应对与良好适应，它包含两个重要影

响因素：危险性因素（risk factor）和保护性因素

（protective factor）。危险性因素是心理弹性形成的

一个前提条件，它来源于生活中各种压力的刺激、

自身或环境压力的累积或者各种创伤性事件等；而

保护性因素通过影响个体调整、改善或改变对危险

环境的反应，从而防止适应不良的产生，是对适应

不良的预先应对，它分为内在保护性因素（如个体

本身所具有的特质和心理能力）和外在保护性因素

（如家庭因素、学校环境、社会支持等）。

1．研究发现，被试群体心理弹性平均值为

126.32，标准差为 16.83，心理弹性处于中等偏低

水平（分值＞145为高水平心理弹性，125～145为
中等水平，＜125为低水平），有待提高。

近年来，高等职业教育得到了国家重视，取

得了较大发展，但在现实社会中，许多人对职业

教育的认识存在偏差，仍有高职生不如重点大学

及普通本科院校大学生、文化素质差、社会地位

低等等观念。对于大学生群体中相对处于弱势的

高职生来说，在其发展过程中更需要安全感、关爱

与重视，这些需要的满足是建立在社会、学校、家

庭、同伴和自身等保护性因素的基础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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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男生心理弹性水平 （N=439，M＝126.39）

略高于女生 （N=243，M＝126.20），非独生子女

（N=553， M＝127.11） 高 于 独 生 子 女 （N=129，
M＝122.94），来自农村的高职生 （N=427，M＝

126.63）略高于来自城市的高职生（N=255，M＝

125.80），文科生（N=349，M＝127.05）比理科生

（N=333，M＝125.56） 要高，三年级学生 （N=
271， M＝128.10） 高 于 二 年 级 （N=162， M＝

125.85）、一年级 （N=249，M＝124.69），学生干

部 （N=207，M＝129.83） 高于非学生干部 （N=
475，M＝124.80），但差异不显著。

3．心理弹性在父亲学历、母亲学历、月生活

费上差异不显著，在与家人月沟通次数上差异显著

（见表1），每月与家人沟通次数越多的高职生，其

心理弹性水平更高。这可能是因为离家在异地求学

的高职生通过与家人沟通的方式，可以诉说烦恼，

减轻压力，从中获得心理援助和良好适应。因此，

我们应尤为重视亲子沟通，鼓励学生要主动多与家

人聊天、谈心，在相互了解和信任的基础上，分享

喜悦，分担忧愁，保持心理健康。

注：***表示在.001水平上显著

二、高职生归因方式特点分析

归因，指个体根据有关信息、线索对自己和

他人的行为原因进行推测与判断的过程。归因方

式（Attribution Style）又称归因风格，是指个体对

生活事件发生的原因在习惯上倾向于做出怎样的

解释。美国心理学家罗特（J.Rotter）发现，个体

对自己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及其结果的控制源有不

同的解释，表现为内控倾向或外控倾向。归因倾

向不同的人，他们对待事物的态度与行为方式也

不相同。内控者认为个人生活中多数事情的结果

取决于个体在做这些事情时的努力程度，所以他

相信自己能够对事情发展与结果进行控制；而外

控者认为个体生活中的多数事情的结果是个人不

能控制的各种外部力量作用的结果，他们相信社

会的安排，相信命运和机遇等因素决定了自己的

状况，而个人努力无济于事，这类人倾向于放弃

对自己生活的责任。

1．本研究中，被试群体归因方式倾向于内控

归因（平均内控得分61.26减去平均外控得分52.53
的结果为正）。根据罗特（J.Rotter）个体归因倾向

的理论观点，倾向于认为生活中多数事情的结果

取决于自己在做这些事情时的努力程度，并相信

自己有能力对事情发展与结果进行控制。有研究

发现，高心理弹性的个体更相信自己有能力控制

自己的生活和学习，即表现出内控倾向，在面对

问题和困难的时候，采用问题中心的应对策略，

表现出更高的适应性。那么，表现出内控归因倾

向的个体，其心理弹性水平会高些吗？事实上，

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高职生归因方式虽倾向于

内控归因，但其心理弹性水平是处于中等偏低的。

2．归因风格在是否独生子女、是否学生干部

上存在显著差异，即与独生子女、非学生干部相

比，非独生子女、学生干部的内控归因倾向更强

（见表2）。这实质上可能会无形中给他们带来更大

的压力，一旦受挫或失败，他们更容易产生自责

心理，甚至陷入自卑，所以我们应密切关注非独

生子女和学生干部高职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在教

育教学过程中确保公平机制，让有能力有付出的

学生有所收获，尽可能避免不劳而获、投机取巧

的现象。

注：*表示在.05水平上显著

3．归因风格在年级上存在显著差异：一年级

高职生内控归因倾向显著高于二、三年级（见表

3），二、三年级高职生的外控得分明显大于一年

级 （F＝12.059，p＜.001）。因此，我们应特别重

视对三年级临近毕业学生的帮助指导，因为他们

的内控归因倾向明显变弱而转向外控归因，面对

就业问题和社会压力，多数学生容易产生消极被

表1 心理弹性在与家人月沟通次数上的差异比较

心理

弹性

与家人月沟通次数
一次以下
一或两次
三或四次

四次以上

均值117.83122.36127.95
127.71

标准差17.6317.8816.29
16.25

F值

6.354***

事后检验
③＞①

④＞①

③＞②

④＞②

表2 归因风格(内控)在独生子女、学生干部
与否上的差异比较

独生子女

学生干部

是

否

是

否

平均数

6.45
9.25
10.42
7.98

标准差

9.30
11.46
12.25
10.54

t值
-2.577*

2.632*

-- 58



高等职业教育—天津职业大学学报第 25 卷第 2 期 Apr.20,No.2
动心理或宿命论思想，甚至有“破罐破摔”的负

面情绪，可能会耽误学业和未来发展。

4．归因风格在母亲学历上差异不显著，在父

亲学历、月生活费、与家人月沟通次数上都存在

显著差异（见表 3）：父亲学历为初中、高中及中

专的高职生内控归因倾向明显强于父亲学历为大

专以上的；月生活费为300-500元的高职生的内控

倾向最强，月生活费在300元以下的外控得分显著

高于生活费在 300元以上的（F＝3.189，p＜.05）；

每月与家人沟通次数在三或四次的高职生的内控

得分是最高的（F＝5.791，p＜.001），而次数在四

次以上的高职生的内控倾向最强，且沟通次数越

多，内控倾向越强。可见，家长的归因风格、教

养方式、生活费管理等对高职生的归因风格有重

要的影响。家长对子女应有合理、积极的评价，

增进沟通与理解、避免强加干涉，对子女未来发

展的期望值不应过高，建议家长紧密配合学校，

共同引导他们养成科学积极的归因风格，能独立

思考、明辨是非，培养他们健全人格。

三、高职生心理弹性与归因方式的关系分析

1．高职生心理弹性与归因风格（内控）呈显著

正相关（见表 4），而且内控得分和归因风格（内

控）正向预测心理弹性（回归方程：心理弹性＝

101.913+0.389×内控得分+0.064×归因风格（内控），

R2＝.081）。当高职生将成就或失败行为归结于能

力、努力等内部因素时，其心理弹性水平较高。

2．高低心理弹性组（心理弹性总分大于 145
为高水平心理弹性组，小于125为低水平心理弹性

组）在内控得分、归因风格（内控）上无显著差

异，在外控得分上差异显著，说明高心理弹性组

（N=88）的外控得分明显高于低心理弹性组（N=
303），虽然两组都是倾向于内控归因，但外控性

强的高职生心理弹性水平明显要高些 （t=3.077，
p＜.01），可能是因为高心理弹性水平的学生可以

通过背景或运气归因更容易释怀、更快调节自我

以适应变化。这种自我保护性归因是一种有效的

次级控制策略，有助于恢复自信，以便去适应环

境，准备应对新的挑战。这说明个体在归因过程

中往往会向有利于自我价值保护的方向倾斜，成

功时倾向于内控归因（能力或努力），有利于自我

价值的肯定，而失败时倾向于外控归因（背景或

运气），以减少自己对失败的责任，这是一种自我

防卫策略，对于提升心理弹性水平是非常必要的。

四、思考与建议

引导与完善归因方式对于高职生优化心理品

质，提升心理弹性水平，促进身心健康都是非常

重要的。

1．调动社会、学校、家庭、个体等多元化主

体力量，构建立体式心理弹性保护性因素系统

（1）社会方面，首先应建立健全社会支持与

服务体系，为学生提供安全环境、心理救助；树

立正确人才观，转变以往以成绩论成败的观念，

加大对职业教育支持力度，营造人人皆可成才、

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环境；维护与促进社会公平

正义，完善公平自由的社会竞争机制，纠正对高

表3 归因风格(内控)在年级、父亲学历、月生活费、

与家人月沟通次数上的差异比较

年级

父亲学历

月生活费

与家人月

沟通次数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及中专

大专及以上

300元以下

300-500元
500-800元
800元以上

一次以下

一或两次

三或四次

四次以上

均值

10.83
7.88
7.30
8.63
9.25
9.33
5.59
4.17
11.39
8.97
9.35
4.93
6.63
8.72
9.82

标准差

11.43
10.38
11.04
12.59
10.90
10.89
10.47
9.20
12.91
10.75
10.92
10.92
9.99
11.23
11.37

F值

7.273***

2.753*

4.377**

3.844**

事后检验

①＞②

①＞③

②＞④

③＞④

②＞①

③＞①

④＞①

②＞④

④＞①

④＞②

注：*表示在.05水平上显著，**表示在.01水
平上显著，***表示在.001水平上显著

心理弹性

1
.281**

.140**

.123**

内控得分

.614**

.301**

外控得分

-.568**

归因风格(内控)

1

表4 心理弹性与归因方式的相关矩阵

注：**表示在.01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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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生的误解与偏见，让学生平等地参与竞争，努

力让每个学生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面向高等职

业院校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

措施，通过多渠道多方式为学生提供历练的机会

与平台，让学生在社会这个大炼炉里去历练、去

实践，从中强大自己。

（2）学校方面，应更新职业教育理念，重视

学生心理素质的培养，充分发挥心理咨询室的功

能作用，为学生走出困境提供智力支持与心理援

助；规范校园管理，加强应急预案体系建设，及

时规避或控制那些对身心健康具有破坏性和不必

要的危害因素；重视学校的教育功能，让学生获

得更多具体的心理健康指导，比如，开展心理健

康调查以做到心理问题早期发现和及时干预，开

设生活心理学等心理课程或讲座、推广情绪ABC
理论等知识以帮助学生进行自我心理调适，活跃

社团、社会实践、真实体验等活动以提升学生应

对挫折或困境的能力，借鉴正确自我认知的“我

是、我有、我能”操作化策略开展积极有效的干

预训练；建立良好师生关系尤其是辅导员对学生

的人格魅力影响，加强解决问题方法指导，正面

评价学生；营造和谐的人际氛围，发展人际交往

实体性情境与平台，提高学生的归属感与安全

感，以促进心理健康；注重学生干部的培养，增

加岗位设置、分工细化，充分信任学生，让学生

接受更多的任务挑战。

（3）家庭方面，首先应重视亲子沟通，增进

情感交流，建议家庭有机会多开展集体活动，改

善亲子关系，如家庭聚餐、外出旅游、父母子女

之间经常交流、培养共同的兴趣爱好等，这是消

除沟通障碍的有效手段。此外，还要合理提供每

月生活费用，引导培养理性的消费观，鼓励子女

凭借自身能力实现生活独立性与自主性；有意识

地对子女（尤其是独生子女）进行吃苦耐劳、压

力管理等拓展训练；所有成员应共同营造健康的

家庭支持气氛，创建平等民主的家庭环境；重视

父亲角色的影响，制定合理适当的未来期望，帮

助指导子女做好人生规划。

（4）个体方面，增强自我认知，悦纳自己，

多学习多看书，学会运用适当的保护性因素，如

合理信念、归因方式、人际支持等，减轻不利困

境或消极事件对个体的影响；提高自身能力，用

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激励自己，多努力多尝试，

让人生出彩，体现人生价值；培养乐观豁达心

态，调整自我期望值，量力而行；善于求助他

人，集思广益、不耻下问，相信办法总比困难

多，要有创造性思维，理智应对解决问题。

2．运用理论认知、干预机制、方法论指导等

多样化方法训练引导，优化归因方式

（1）高职生首先应对归因理论要有基础的认

知，理解不同归因方式对个体的影响作用。归因

理论告诉我们，个体倾向于将成功归因于内部原

因时，会感到满意与自豪，对于下次成功的期望

就比较高；反之，倾向于将失败归因于内部原

因，就容易产生内疚感和无助感，对于下次成功

的期望就降低。同样的道理，若个体倾向于将成

功归因于外部不可控因素，就没有成就感，丧失

动力，对于下次成功的期望就比较低；反之，将

失败归因于外部因素，就容易推卸责任，产生投

机心理，对于下次成功的期望就升高，一旦不能

如愿，则会感到无奈与气愤，尤其是对于一些不

可抗力，会严重降低个体的积极性。

（2）结合高职生归因风格较为单一、不成熟

的特点，采用案例讲解、情景剧、团体辅导、强

化矫正等方式加强干预训练，让学生充分认识到

不同的归因风格对学业和人际关系的影响，理解

归因风格训练的意义，从而促进其形成科学、积

极的归因风格。

（3）辅以科学的方法论为指导，让学生形成

正确认识，合理运用内（外）控归因。唯物辩证

法观点主张事物的发展是内因和外因共同起作用

的结果。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据，外因是事

物变化发展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要坚

持内外因相结合的观点，内外因全面看、高度重

视内因、具体分析外因，辩证地看待内外因，不

可偏废一方或绝对化。

3．探寻职业素养培育新路径，培养健康心理

素质

（1）转变学生评价观念，重视心理素质的培

养。目前，大多数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都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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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于学生专业素质、职业技能方面的培养，而忽

视了学生职业素养、心理品质等方面的内容。评

价高职生，不应只看其专业知识、技能水平和工

作效率等，还应关注其心理健康水平，这是实现

人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为帮助高职生

摆脱青春期困扰，适应来自学习和生活中的种种

压力挑战，培养其健全人格，促成其全面发展，

职业院校应转变观念，高度重视心理健康教育，

注重高职生心理弹性水平的建构与提升，及其密

切关联的归因方式的指导与完善工作。

（2）以课程教学为主阵地，改革教学方式，

实施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是一项润

物无声、潜移默化的工作，需要渗透到学校各项

教育教学工作之中。传统意义上的途径有心理预

防和心理卫生教育、心理咨询、诊断性评价、行

为矫正、学习指导和职业指导等，这些途径及其

措施涉及到学生在道德、学习、成才、择业、交

友、生活等方面的心理健康教育领域，需要全体

教育工作者共同研究和解决。课程教学是实施心

理健康教育的主要阵地，除了全面开设的心理健

康课程以外，还可以渗透到思想政治理论课、通

识教育课程和专题讲座等教学之中。其中，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学是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

而且在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特别是在

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和心理素质方面，发挥着

特殊的功能，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此外，在教

学方式上可开展微课、慕课改革，将心理健康知

识碎片化、需求化、生动化，更容易让学生喜爱

与接受，预期教育效果良好。

（3）更新教育手段，与时俱进，正面引导学

生，呵护学生心理。经济全球化下，不同文化、

思想、观念不断碰撞与融合，加上信息网络技术

及传播手段的重大变革，互联网已经深入影响高

职生的思想、生活与心理世界，简单的一个网络

流行词语就有可能引起他们较大的心理反应与行

为表现，一种网络行为就有可能给他们带来心理

障碍或心理偏差，因此我们必须占领互联网高

地，充分运用新媒体、新技术来正视听，用科学

的理论思想正确导向群体舆论、纠正扭曲认识与

认知偏差，防止学生迷信网络。

[责任编辑：刘晓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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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ultiva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Professional Quality
by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and Attribution Style

XU Xue-sui
(Guangdong Polytechnic College, Zhaoqing 526100, China)

Abstract: Psychological quality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professional quality, while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and attribution style
are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mental health. Research on resilience and attribution style of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are carried
out by questionnaire, and the survey has found that the resilience of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is in the medium low level and tend
to internal control attribution sty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silience and attribution style of higher vocational stu⁃
dents, and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from three aspects to help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mental health and development and im⁃
prove their professional quality, such as constructing a three-dimensional model of the protective factor system of resilience, opti⁃
mizing attribution style and cultivating healthy psychological quality.
Key words：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attribution style; mental health; professional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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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模块化课程体系研究
——以电子商务技术专业为例

杨正校

（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江苏 太仓 215411）

摘 要：跨企业培训中心是基于校企利益共同体建立的职业培训机构，是建立行业、企业认同，企业

积极参与，校企合作办学的长效机制。针对高职院校电子商务技术专业人才特点，提出建设基于跨企业培

训中心的电子商务技术专业模块化课程体系，对其运行机制、运行模式、模块化设计以及实训模式等方面

进行探索研究，以促进高职教育课程体系的改革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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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关概念介绍

1．跨企业培训中心

跨企业培训中心是在校外实习基地和校内实训

基地的基础上组建的新的实践教学场所。由学校与

企业共建，学校提供办公与生产管理场所，经济实

体或企业提供硬件条件与软件资源，基于校企利益

共同体构建的校企合作联盟，使教育资源与企业资

源在跨企业培训中心汇聚、有效配置、整合优化，

形成合作办学机制——校企共建专业，为学校定岗

“双元”人才培养模式创建学校、企业二元融合式

“中间站”（如图1所示），形成三站协同的良性互动。

2．模块化课程体系

模块化课程本质是依据专业培养目标和职业

岗位群任职条件，吸收行业标准与规范，以学习

者能够获得从事职业活动的知识、技能、素养以

及综合能力为目标，由职业院校、企业和跨企业

培训中心三方协同定制职业技术训练与培训模

块，使之与职业岗位群技能需求相吻合。各模块

分别由职业院校、培训中心、企业三站交替、分

阶段实施，专业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仿真实验

技能训练模块对应职业院校，技能强化训练与技

术提升训练模块对应跨企业培训中心，岗位技能

训练模块对接企业，形成基于模块化的职业技能

训练体系。

3．电子商务技术

电子商务属于一门交叉、新兴综合型学科，

内容涉及计算机技术、管理学、经济学、法学等

多门基础学科。新编高职高专专业目录对电子商

务专业进行了调整，在计算机类增设电子商务技

图1 跨企业培训中心结构图

学
校
元

教育性

学 生

专业知识

学校教师

学 徒

职业模块

培训师

员 工

岗位技能

企业骨干

跨企业培训中心

董事会（政府、行业协会、

企业、学校）

企
业
元

教学指导委员会
（教学标准修订）

培训管理委员会
（教学过程管理）

考试委员会
（培训质量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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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5 卷第 2 期
2016 年 4 月

Vol.25,No.2
Apr.2016

-- 62



高等职业教育—天津职业大学学报第 25 卷第 2 期 Apr.20,No.2
术专业，从信息技术角度定位电子商务专业方

向，旨在培养具有网络营销与推广、商务网站运

行与管理、大数据分析与应用挖掘能力的技术应

用型人才，同时具有扎实的计算机技术和经济管

理技能，掌握在现代信息技术条件下从事电子商

务活动的规律，专业技术和创新、创业能力兼备

的“复合型”人才，为专业技术实训、毕业生创

业孵化、生产与服务外包等提供模块化训练体

系，从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二、相关研究综述

针对电子商务的学科交叉性和宽口径特点，有

研究者通过中美两国人才培养差异比较，分别从教

育层次和方向阐明电子商务专业人才培养的定位问

题，其课程体系设置，既要有统一的共性课程，也

要有突出自身人才培养层次和方向的特色课程，形

成共性与个性兼备的特色人才培养方案。

针对电子商务人才培养模式，有研究者提出

“两园区三阶段”的教学组织模式，在校内电子商

务实践园区与校外电子商务产业园区进行校企交

替式学习与训练，建立校企“实习基地共建、人

才共育、教学效果共同评价”的双向运行机制。

有研究者以创新创业能力训练为主旨，通过构建

电子商务专业实践项目平台，提出“以大学生创

新项目为起点、专业竞赛为助力、自主创业为突

破”的实践模式。还有研究者提出电子商务专业

实训课程体系的“4层次13模块”的设计框架。从

课程群的角度整合实验教学内容，以三创能力

（电子商务运营创意、应用创新和网络商务创业）

为核心，构建电子商务专业课程群以及基于课程

群的实验教学内容体系，对电子商务专业实训教

学体系进行探索实践。

上述研究者多是从人才供给侧研究职业技能

型人才培养实践与研究，对需求侧的利益关切不

够，力图缩短职业教育人才输送与企业人才需求

之间的距离，提出校企联合开展电子商务人才培

养的校企合作实践方法。但由于电子商务技术的

跨学科和跨行业等特点，电商企业能够提供高校

学生的实践时间与学校教育时间存在较大差异，

学生的生产性实践停留在订单处理和销售热线等

岗位，技术密集程度低、技术含量低、层次水平

低等实践训练。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于 2008年
开始从人才供给侧探索改革路径，发现需求侧和

供给侧的利益平衡点，通过以资源换资源方式，

促进校企资源的优化配置，将企业引进校园，嵌

入行业内训体系和行业岗位认证体系，构建基于

校企利益共同体的跨企业培训中心，实现学校和

企业互通，形成学校和企业“双元”互动、协同

培养技术应用型人才的有效方法和途径，这一研

究与实践在国内尚属首次。

三、基于跨企业培训中心的电子商务技术模

块化课程体系框架

校企合作共建专业的有效途径是共建跨企业

培训中心，以跨企业中心为平台，构建与专业培

养目标匹配，与职业岗位需求吻合的模块化课程

体系，使学校与企业发挥各自优势，在专业技术

人才培养与职业技术培训形成良性互动的协作共

同体，形成长效的运行机制、协同施教模式。学

生兼具学徒和员工的双重身份，既掌握相应的专

业知识和职业技术，具备一定的职业素养和自身

发展能力，而且通过跨企业培训中心的模块化课

程培训和职业化技术训练，获得顶岗的本领、工

作经历、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毕业后能较快适

应岗位要求，真正解决当前职业技术人才的供需

矛盾。

1．跨企业培训中心在电子商务技术人才培养

中的运行机制

跨企业培训中心是吸收“双元制”人才培养

模式精髓，借鉴中德合作人才培养实践经验的创

新实践，在电子商务职业教育联盟的基础上，通

过构建校企利益共同体，发挥区域的产业集聚优

势和校企联盟协作优势，基于校企利益共同体组

建政、行、企、校协作联盟，政、行、企、校协

同创新，实施“岗位确定、合同培养”模式，突

出“双主体、双身份”等特征，共同探索技术应

用性人才培养途径。以“跨企业培训中心”为校

企合作平台，完善“一董三委”（如图 1所示）管

理体制，具体负责跨企业培训中心的运行与管

理，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保证企业深度参与和

校企“双元”全程融合，构建基于技能训练贯穿

学校、跨企业培训中心、企业三站的人才培养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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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路径。“三站互动、阶段轮换”的中心站是跨企

业培训，是校企协作联合体，是学生到学徒再到

员工转变的关键环节。

2．“三站互动、阶段轮换”的运行模式

“三站互动”是指学校站、跨企业培训中心

站和企业站相互衔接和关联，即教学内容互相衔

接，理论与实践结合，实训与生产内容相互关

联，是技术与技能训练的有机统一体。

“阶段轮换”是指专业教学分阶段在各站组织

实施，依据专业教学计划，不同课程内容分别在

不同场所完成教学，有些课程内容将在相关场所

分段实施，交替轮换，保证课程内容教学的有效

性和实践性。

所谓“三站互动、阶段轮换”实训教学模

式，即学校、跨企业培训中心和合作企业三方是

协作共同体，三站各具功能又是统一体，是电子

商务技术专业教学实施的主要场所。学校站主要

进行基础理论教学、验证实验或虚拟仿真实训，

跨企业培训中心进行技能强化和技术提升训练，

是生产性实训热身训练，为实习和就业提供技术

准备，企业站进行生产实训和企业文化教育。

3．基于跨企业培训中心的电子商务技术专业

模块化设计

跨企业培训中心作为连接学校与企业的桥梁

与纽带，从学生的技能成长看，是专业理论与方

法检验以及校内实验实训技能训练的延伸，是学

生专业技术技能快速提升的有效途径，也是为学

生即将开展实习和就业而进行的技术与心理准备

的关键环节，学生在跨企业培训中心便能体验企

业文化、积累职场和工作经验。所以，跨企业培

训中心的实训体系承载着学校教育的延伸与接轨

企业实践的双重任务，一要有别于学校仿真、验

证性实践体系，二要有别于企业生产性工作任

务，三要体现电子商务运行规范与管理规程，以

及服务质量控制与保证体系。

针对电子商务技术特点与行业服务标准与规

范，基于跨企业培训中心的电子商务技术实训体

系实行模块化训练课程模块，纵向（学校、跨企

业培训中心和企业）内容分段衔接，横向按岗位

技能结构模块化设计。纵向课程群模块分别依据

教学场所进行设计，如图2所示。按岗位技能结构

分别是网络营销与推广模块、电子商务网站运行

与管理模块、商务数据分析与挖掘模块。网络营

销与推广模块对应专业学习领域的商务营销能力

训练，电子商务网站运行与管理对应网络运营平

台建设与维护能力训练，商务数据分析与应用挖

掘对应商务大数据分析与应用能力训练。

4．基于跨企业培训中心的电子商务技术专业

实训模式

依据电子商务技术专业实训体系，编制基于

“三站互动，阶段轮换”的专业实训教学进程表，

实现内容衔接、场所轮换、工学交替，以技术提

升为主线，技能训练贯穿各阶段，实训内容体系

呈螺旋式进阶，实现三站的良性互动和优势互补。

第1阶段为第1-2学期，教学场所主要在学校

与校外实习基地轮换，在校内实验、实训等场

所，主要讲授专业理论知识与技术原理，着力训

练学生专业基础技能，在校外实习基地进行职业

岗位认知，让学生提前熟悉职场环境，感知职场

文化，体验职场氛围，了解行业发展特征以及未

来职业岗位工作标准与规范。

第2阶段为第3-4学期，教学场所主要在学校

与跨企业培训中心轮换，校内实训基地主要进行

专业核心技能的模拟与仿真训练，通过模拟与仿

真，理解电子商务核心技术要领和操作流程，然

后进入跨企业培训中心进行核心技能的强化训

练，由职业导师按照现代学徒制进行个性化指导

与训练，既解决了技能短板问题，又突出了个性

化能力培养与训练。

通过模拟与仿真实验使学生感受电子商务知

识的商业化应用过程，体验电子商务的商务流程

和技术特点，让学生从感性上验证、加深理解所

图2 基于跨企业培训中心的电子商务技术实训体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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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对象系统开发

搜索引擎优化

数据库技术及应用 电子商务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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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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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理论知识，通过“做中学”，学会电子商务基础

理论、基本知识和操作技能。通过实验使学生提

高动手能力、独立策划能力、综合应用理论知识

能力、适应社会需求的能力，使学生能够综合应

用电子商务技术和各种经济管理理论，提出电子

商务解决方案，编制电子商务的商业计划书。

第3阶段为第5-6学期，教学场所主要是跨企

业培训中心和校外实训基地，跨企业培训中心主

要进行临岗前的技术强化训练以及岗位适应性认

知和训练，以项目为载体的实战性训练，通过组

建项目团队，策划项目方案，编制项目实施进程

表等对学生进行项目集训，侧重培养学生的应岗

能力，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去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以及组织管理和团队协调能力，

从而对学生进行电子商务技术职业素质和综合技

能培训。校外实训基地主要负责接纳专业学生实

习，侧重培养学生的适岗能力，为实习生配备企

业指导老师，编制实习计划、落实实习任务，完

成实习期考核与评价。

四、结语

跨企业培训中心是连接学校与企业的桥梁与

纽带，基于跨企业培训中心的电子商务技术实训

体系建设是高职电子商务技术专业技术应用型人

才培养的有效途径。针对电子商务技术特点与行

业服务标准与规范，平衡人才供给侧和需求侧的

利益关切，形成学校、企业与跨企业培训中心的

良性互动协作机制，建立基于跨企业培训中心的

电子商务技术专业模块化训练体系，协同施教培

养技术应用型人才，学生兼具学徒和员工的双重

身份，在学习专业知识与技术的同时，快速了解

企业文化，积累职场经验，从技术和心理上进行

充分的就业准备，从而提高岗位适应能力，真正

实现校企零距离对接。

[责任编辑：邢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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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Modularized Curriculum System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aking Electronic Commerce Technology Specialty as an Example

YANG Zheng-xiao
(Suzhou Chien Shiu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Taicang 215411, China)

Abstract: The training center across enterprises is vocational training institution which is based on the community of interests be⁃
tween colleges and enterprises, and it is also the long-term mechanism of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ve school-running based on
the identity of industry and enterprise and active participation of enterprises.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lectronic commerce
technology talent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he paper puts forward construction of electronic commerce technology professional
modularized curriculum system based on the training center across enterprises. Its operating mechanism, running mode, modularized
design and practice training mode are explored and studied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reform and perfection of curriculum system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Key words：the training center across enterprises; electronic commerce technology; modularization; curriculum system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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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的根本目标就是培养出生产和服务

为一体的专业技能人才，学生毕业离校后，能够

很好地适应社会环境，在社会竞争中具有一定的

优势，从而成为高素质的实用型人才。在探索产

教互融工作室教学模式中，要以职业岗位作为导

向，设计出满足高职院校工程造价要求的人才培

养模式，从而提高学生的就业率。

一、目前高职工程造价专业的教学现状

1．学校方面

学校在进行工程造价教学中，都是循序渐进的

进行教学，主要以边讲边练，讲课和练习相互结合

的方式，这样所完成的项目时间较长，实效性较

低。除此之外，学生渴望得到真实建设项目的实践

工作，或者在学校模拟真实的工作情形。但是由于

学生数量较多，而企业的实习岗位有限，二者不能

很好地对接，实践教学效果不够理想。

2．政府方面

虽然政府对职业教育有了一定的重视和规

划，但是各个地区在职业教育工作实施中还面临

一些问题，例如在财税政策、企业的保障性补

助、保障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地方相关法律法规

的修订等方面都还没有具体的规划。政府虽然起

到了引导和牵头作用，但是在具体实施中没有细

化，配套的措施和政策没有落实到位。

3．企业方面

工程造价专业，学生在步入工作后其主营的

业务以建设项目为主。建设项目具有长期性、复

杂性和单件性。在工程造价全过程中，对每个环

节的工作处理都有时间限制，通常都要在很短时

间内来完成某些工作。例如投标报价编制、工程

量清单编制，都需要一定的经验，如果企业领导

把这些工作交给毕业实习生，需要有负责人进行

监督，不仅降低了学生的自信心，同时也不利于

学生很好地适应企业工作。并且，企业所接受的

学生数量有限，企业的实习岗位有限，限制了学

生在企业实习的规模，实际的作用效果和作用范

围也就十分有限。

二、高职工程造价专业产教互融工作室教学

模式

1．产教互融工作室的含义

教学工作室是以教学为中心，利用优势互补

的教学团队，在不断的教学活动中创立一些实践

情境，学生在学习中就像实际开展工作一样，这

样的产教互融工作室可以把教学、研究、设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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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融合，最终达成教学目标。产教互融工作室是

一种新的教学方式，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

性，除此之外，教师的理论教学和实践也能有机

的结合起来。

2．专业产教互融工作室的建立

首先，要设立规范而严格的企业管理制度，

这样才能体现出模拟企业的实用价值。其次，在

实践教学中，教师要使用企业的真实项目，这样

的教学内容更具有实效性，学生在学习和实践

中，可以真实体会到工作状态，亲身进行项目工

作的处理，锻炼自己在工程造价方面的能力，提

高个人素质。在教学内容中，还可以模拟工程造

价咨询单位、投标方、招标方，教学中所涉及的

业务主要有竣工结算、投标报价编制，以及对工

程量清单的编制等，真实模拟企业的制度和规

定，模拟真实的工作过程，在教学中重视职业技

能和职业精神的培养，培养出大量高技能的造价

人才。

3．产教互融工作室的组织形式

产教互融工作室的组织形式主要包括四方

面：第一，无论是工程造价专业的理论教学，还

是实践教学，都是由产教互融工作室自己组织开

展的，其教学的综合性很强。选择工程造价的教

学案例时，应该结合理论案例进行分析，也可选

择实际工程项目。聘请经验丰富的造价工程师进

行实践指导也是很有必要的。第二，学生进入产

教互融工作室学习，可以让其进行大胆的尝试，

例如在实践工作中遇到问题，鼓励学生大胆尝试

不同的解决方法。产教互融工作室应该允许学生

结合自己的专业和就业方向，到其他的更具重点

内容培养的工作室进行学习和锻炼，积极培养出

满足时代发展需求的造价工程专业人才。第三，

要实行双向选择制度，产教互融工作室要先制定

一定的条件，合格学生经过考核后，才能进入到

工作室进行学习。为了让工程造价专业的教学更

具实效性，可以在相同的教学科目中设置多个工

作室，让学生针对自身需求的不同，有一个更好

的选择机会。第四，在一些职业院校的周围选择

一个到两个在工程造价方面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企

业作为产教互融工作室的技术支持，确保学生在

产教互融工作室的教学质量，为学生的职业生涯

开启一个好的起点。

4．在产教互融工作室中实行企业化管理

工程造价专业有很强的操作性，学生不仅要

掌握预算和定额的基本原理，了解理论方面的知

识，还必须掌握工程计量的原则，在此基础上，

进行工地现场的参观和学习，积极进行企业调研

工作，以提高职业技能。产教互融工作室的教学

模式和传统教学模式相比，其优势就是营造了和

实际工作有紧密联系的现实情境，在产教互融工

作室中实行企业化管理。具体而言，就是参考企

业运行的管理模式，结合工程造价的理论和实践

内容，进行科学细致化的管理。

在产教互融工作室中开展实际工作，联系课

堂所学的理论知识，构建新的教学模式，在该模

式下实现企业化管理。学生必须围绕工程造价企

业的运行情况，按照这种模式进行训练和培养。

首先要考虑到企业在这方面的需求，掌握目前合

作企业对人才的需求情况，以此作为培养相关专

业学生的基础，重视学生个人业绩的培养和发

展。校企之间可以成立一个建设委员会，把企业

的技术人员以及学校教师组织起来，共同构建专

业课程体系，开发具体的课程等，一同制定课程

标准，最终形成以岗位为需求的教学模式。产教

互融工作室以具体的工程造价项目为教学核心，

有效管理学生的学习业绩、学习能力、学习态度

和学习目标，让教学和岗位成为一体，当学员进

入岗位后，充分把课程和岗位内容相互融合。除

此之外，当方案制定完毕后，企业要全程进行具

体的落实，例如师资培养、教材开发、质量监

督、课程建设、技能认证等教学管理。

三、产教互融工作室教学质量提高措施分析

1．产教深度融合

学校和企业之间的合作，指导方针要以产教

深度融合为主，主要依托企业，从实际出发，贴

近工作需求和社会需求。学校在进行工程造价专

业课程教学时，相关教师要在企业做深入的轮岗

锻炼，教师在不断的轮岗学习后，就知道工程造

价的行业规则，了解职业工作岗位的真正需求，

熟练工作的流程，在不断进行项目实践中积累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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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经验，在工作中不断学习，在学习中不断发现

问题，这样在以后的教学中会不断思考，得到解

决问题的办法，在工程造价教学时就会有针对

性、有选择性、有重点的进行课程教学。

学校要和企业的专家进行学习和交流，在学

校授课中，组织专家进行课程讲座，为学生补充

实战经验，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实践，培养学生的

团队合作精神和职业素养，让学生有很强的专业

技能。通过这种合作模式，学校不但节省了一定

的教学成本，教学效果也得到了很大提升，而企

业也节约了培训新员工的成本，解决了招工难的

问题，还招聘到了符合企业需求的人才。对于学

生而言，不仅加强了实践能力，有了更广阔的就

业渠道，同时达到了学有所用的目的。要把三方

的利益都考虑到位，然后以此为基础，进行校企

的深入合作，最终达到优势互补，资源整合，每

一个方面的利益都实现了最大化。

2．政府部门要予以足够的政策支持

政府可以在宏观上对校企双方的合作起到控

制作用。为了加速二者的合作，在短期内打造好

产教互融工作室平台，让有需求的学生在该平台

中得到专业化的学习和锻炼，提高自身的工程造

价能力，需要政府加以引导，同时在管辖范围内

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对于特殊企业或者特殊的

学校，以及特殊的合作项目应该予以很好的政策

扶持，为校企合作奠定坚实的基础。政府要加大

对校企合作的扶持力度，结合当地的具体情况具

体分析，制定行之有效的政策，配置二者急需的

各种资源。在予以政策支持的同时，经济方面的

支撑也是很必要的，没有资金做后盾其发展进程

还会受到限制。政府在政策上予以特殊待遇，同

时进行必要的资金投入，不仅是为了推动我国教

育事业的发展，同时还可以提高学生的就业率。

做到上述工作后，产教互融工作室的建立就真正

步入正轨，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政府要规范各

主体的行为，协调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促

进校企合作的持续发展。

3．建立专业的行业机构

产教互融工作室的建立比较复杂，学校是主

要的负责人，需要提供场地、教室、教师等，但

是只依靠学校自身的力量还不够，企业还应该予

以技术上的支持。学校和企业合作过程中，为了

保证各项事宜衔接妥当，提高办事效率，应该成

立独立的校企机构，可以由双方共同选派人员负

责，同时建立相关的规章制度，规范校企合作中

的操作行为，让合作渠道更加通畅。学校除了产

教互融工作室这方面的工作外，很大一部分都是

常规教学，这样会占用一定的师资力量，同时学

校还有其他工作，因此精力有限。而企业也是如

此，企业的根本目的就是发展，不能提供太多的

实习岗位。针对二者在这方面的弊端，应该积极

进行优势互补，企业可以利用该渠道表达所需要

的人才，而学校可以结合实际教学情况，尤其是

岗位培训工作，分析其中的不足，提出合理化建

议，让企业进一步完善，从而让校企合作更加顺

利，达到最大的作用价值，推动我国高职教育事

业的发展。

四、工程造价专业产教互融工作室教学模式

实践及成果分析

产教互融工作室教学模式，适合实习和实训

这些实践类的课程，例如工程量清单计价、招投

标实务，或是工程造价综合实训等课程，下面就

对其进行实践方面的分析。例如在进行某真实建

设项目的招标工作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分组研

究，然后设立企业，可以包括招标的代理公司、

造价咨询公司、施工单位以及建设单位。上述工

作完成后，各个小组学生就应该进行实践操作，

例如进行工程量清单的编制，投标文件的提交，

招标文件的发布以及招标公告的发布工作。除此

之外，还可以进行投标保证金，中标、开标、评

标等实践工作的操作，提交履约保证金、签订合

同等工作，这些实践课程都必须在事先制定的时

间范围内完成。通常情况下选择已经完成的项目

结果作为参考答案，这些工作不涉及招标中的保

密工作。产教互融工作室教学模式中，还可以引

入比赛的模式进行教学和锻炼，企业和学校以产

教互融工作室为平台，组织相关专业的学生进行

实践比赛。比赛内容都有很强的针对性，符合企

业目前岗位的需求，选择学校教师、企业专家等

作为评委，通过大赛来吸引社会和企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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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大赛中还会展现出相关方面的技能人才，企业

可以直接与其签署就业合同，让学生和企业都得

到了实惠。在此基础上，企业与学校可以签订培

训协议、共建培训项目等方式建立合作关系，培

养新型技能人才。

无论是教学还是比赛，都在产教互融工作室

内进行，同时要设置出企业的标牌和职工的岗

位，这样不仅更加正式化和实际化，同时还模拟

了企业工作氛围，让学生有正式参加工作的感

觉，培养学生的工作心态，训练其和同事之间的

交往能力。还可以进行单一的预算文件编制，包

含的内容有计价部分和计量部分，在训练中使用

职业化的标准，对每项工作都要细化完成，甚至

制定出每一个环节所使用的时间，超过规定时间

就是不合格，让学生自行分组完成，当完成这项

工作之后，再继续进行组内的对量，以及不同小

组之间的对量，使用真实的项目作为模拟企业的

员工模拟真实的工作过程。

在学校领导和各个系部教师的指导下，产教

互融工作室这一教学模式已经得到了实施，在工

程造价教学方面有了新的探索和突破，现阶段的

成果也比较显著。该教学模式的创立，在教师资

源、教学经费都很紧张的情况下，提高了工程造

价专业的教学质量，提高本专业学生的就业率。

该模式把以往的工作室变为产教互融工作室，涉

及到教学和工作两方面的问题，学生在学习过程

中，直到毕业都得到了更加专业的指导，同时其

毕业后在企业的实习成绩也得到了企业的认可，

不仅得到了毕业证书，同时具备了到企业顶岗工

作的实力，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和突破，让学习

和工作无缝对接。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也

发现一些问题有待解决，例如在教学管理中，不

能很好地使用传统教学管理模式进行管理，针对

这些情况下，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应该采取有效

措施，制定新的管理制度。除此之外，还应该对

产教互融工作室的教学内容进行重组，制定以师

带徒的模式，教师手把手教学，而学生可以边做

边学习，并不断进行训练，达到熟能生巧的目的。

[责任编辑：邢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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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Studio Teaching Mode of Fusion of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aking Project Cost Specialty as an Example
HUANG Chen

(Guangzhou Panyu Polytechnic, Guangzhou 511483, China)
Abstrac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eaching in project costs specialty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 studio teaching mode of fusion of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in this specialty. Deep analysis is made in its meaning, es⁃
tablishment, organization form and management and concrete measures of improving teaching quality by using the studio of fusion
of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are put forward. Its practice and results are explored to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eaching modes.
Key words: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project costs; the fusion of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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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英国当卡斯特学院创意设计类专业教

学质量保障基本情况的实地考察学习，分析归纳

英国职业教育质量保障的基本情况和特点，以期

对我国创意设计类专业教学质量的提升提供启示

与借鉴。

一、英国职业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基本情况

英国职业教育的质量意识非常强烈，质量保

障体系完善健全，这对于提高职业教育质量起到

了重要作用。总体来看，英国职业教育质量保障

分为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

外部质量保障机构比较多，也比较复杂，包

括课程标准制定机构、颁证机构、考试机构、督

导评估机构等。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英国教育标准

办公室 Ofsted （Office for Standards in Education），

其作为一个独立于英国教育部之外直接对英国国

会负责的公共组织，统一负责和管理全国不同类

型继续教育机构的检察和督导工作。从 2015年 9
月开始，教育标准办公室直接与学校和继续教育

机构的督学员签约，并通过与教育部和其他部门

的合作来行使监督和管理的功能。英国教育标准

办公室以《继续教育与技能通用督导框架》为依

据，通过对学生学习成果的质量、授课、学习与

评估的质量、高效领导力（包括董事会）和管理

等方面的评判，对职业教育学院进行综合性评估。

职业教育学院内部质量保障主要由两份文件

规范，即自我评估报告 （SAR，Self-Assessment
Report） 与质量改进计划 （QIP， qulity improve
planning）。自我评估报告（SAR）以通用督导框架

为基础，评定结果取决于该学院是否达到通用督

导框架三个主要方面的一系列标准。质量改进计

划没有固定的模式，主要看就自我评估报告

（SAR）中指出的问题，能否给出一个提高绩效所

采取的行动方案。

二、英国职业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特点

英国职业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涵盖职业教育各

个环节，评估理念上注重过程与结果的兼顾；评

估范围既关注学校层面的评估，更关注工作场所

范围的延伸，评估主体由单一向多元化转变。英

国职业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有力推动了英国职业教

育的健康发展，也为人才培养质量的持续提升提

供了基本支撑。

1．内外结合，保障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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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保障体系涵盖职业教育学院内部保障与

外部保障各个方面，外部保障做好了顶层设计，

内部保障以此为依据进行自我评估和质量提升，

有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从评估结果的评分等级

来看，也体现了外有压力、内用动力的评估机

制。评估等级分为 4级，1级优秀（outstanding），

2级良好（good），3级有待改进（requires improve⁃
ment），4级不合格（inadequate）。对评为不同等级

的学院进行不同的质量监控，被评为1级和2级的

学院每4-6年接受一次审查，除非整体表现出现大

幅下降；被评为 3级的学院，12-18个月后复查，

由一名定期视察该校的女王督学监督，限制扩充

政府资助资金；被评为 4级的学院除了采取对待 3
级学院的措施外，继续教育专员可干预董事会和

高级领导层的人员更替，或要求合并，或关闭学

院。因此，英国职业院校都非常重视国家教育标

准办公室的评估，并每年都用心做好自我评估。

2．从学生的角度评价教学和管理，有利于提

高教学质量和管理水平

在对教学的评估上，督学从以下方面评定教

学质量，比如学生是否从教师的殷切期望、约

见、关怀、支持和激励中获益；在对学生的学习

情况作出评估后，教师是否定期提供详细而准确

的反馈，让学生明白该如何改进；通过教学，是

否促进了平等和多样化。从学生的角度评价教学

成果，体现教师对学生的关怀、帮助学生改进及

教育公平。在领导和管理的评价方面，对所有学

生能取得的成就寄予厚望，质量和绩效达到高标

准，并通过严格的绩效管理和恰当的职业发展来

改善教学，如严格认定学生书面或实习作业的质

量；广泛实施成功计划；积极推广平等和多样

化，消除暴力和歧视，缩小成绩差距等。

3．以客观真实的数据为基础，侧重发展性评价

在评估标准上，用数据说话，并对数据背后

的客观事实进行抽查验证，比如对学生学习成果

的评估，综合运用成功率、出勤率和附加值三个

指标。成功率和出勤率都是非常客观具体的数

据，成功率即完成学业和通过资格考核的学生人

数占入校人数的比例，出勤率即学生到课情况，

成功率和出勤率运用系统软件 （Ａppraisal） 统

计，也可由第三方提供，以数据为基础，保证了

评估结果的科学性。对附加值的评估侧重与学生

起点对比，评估学生在一个学习过程中获得的进

步，体现了发展性。

三、当卡斯特学院创意设计类专业教学质量

保障的基本情况

创意设计类专业教学质量保障由自我评估和

质量改进组成。自我评估以学生的表现为重点，

并引入第三方，以数字说话，以事实为依据，确

保客观性和科学性。质量提升针对评估中提出的

问题，提出详细的解决方案和明确的时间界限，

确保改进质量。

1．教学质量保障机构设置科学合理

质量团队和课程团队是教学质量保障的实施

机构，其中质量团队负责收集自我评估数据资

料，并定期提出评估意见；课程团队对课程建设

情况进行监测，确保课程能够满足学生、市场、

社区等各方需求。

2．教学质量保障的评估内容和标准非常清晰

一是学生的学习情况，包括到课率、完成

率、成功率等指标，分为优秀、良好、及格和不

及格四个等级。二是教师的教学情况，主要通过

督导听课、教师互评、学生评价等方法进行，评

价结果也分为四个等级，与教师的聘任和现实利

益密切相关。评估注重运用现代信息技术，管理

人员能够随时掌握学生到课、课程学习、学业完

成及教师教学实施情况。

3．教学质量保障的评估程序规范严谨

评估工作作为学校管理的一项日常工作，各

个部门用评估软件（Appraisal）进行日常考核，信

息系统每周更新数据，通过信息库，每天实时收

集各种教学数据，然后对这些数据分类进行加工

处理，定期监测异常情况，在一个教学周期结束

后，生成自我评估报告，并告知有关部门和人

员，根据自我评估报告编写质量提升计划，督促

有关部门和人员做出改进，形成了质量提升的良

性循环。

4．刚柔并济的评估结果处理

学校评估结果作为对教师、管理者和学生考

核的重要依据。对教师来讲，通过督导听课、互

相听课及形成性评价进行奖励或采取相应的改进

措施，由于学院具有浓郁的质量文化氛围，对教

师的奖励往往不是通过物质手段，而是采取精神

奖励；对于教学质量不佳的情况，评价结果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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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只是告知中层及高层管理者，通过督导多

次听课的方式，让教师感知需要提升执教水平，

同时帮助教师制定培训计划和执教能力提升计

划。对于学生的评价结果，优秀的予以鼓励，落

后的安排教师进行个别辅导，帮助学生提升，但

在三次警告之后，学生仍然没有改进，比如缺勤

情况依然严重的话，学校也有权利开除学生。对

于管理者，主要是根据工作职责和工作目标进行

目标管理，根据考核结果决定升迁或降级，或者

安排到其他比较次要的岗位工作。

5．注重质量提升

学校根据自我评估报告编写质量改进计划，

就自我评估报告（SAR）中指出的问题，给出一个

提高绩效所采取的行动方案，最佳质量改进计划

（QIP） 应包括每种方法明白精确的行动和时间

表，以年度质量改进计划为例，包括重点发展领

域、目标、完成时限及审核、解决劣势需要采取

的战略行动、影响（对学习者产生的益处）、监督

人、终审时间等，形成质量提升良性循环。

四、启示与借鉴

结合对英国职业教育的考察，特别是对当卡

斯特学院的研修情况，借鉴英国职业教育教学质

量保障的思想和做法，针对创意设计类专业的特

点，应建立多方参与教学质量保障评估系统，努

力形成内部质量保证和外部质量评价两种机制，

综合应用连续性、多样化的考核方式，保证教学

质量。

1．着力构建多方参与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

当前，职业教育的开放程度越来越高，参与

职业教育的主体也越来越多，而职业教育的效果

往往又是一个综合性的评估结果，有必要建立一

个多方参与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为提高创意设

计类专业教学质量提供可靠保障。因此，需要分

析各方主体的不同要求，充分体现各方利益诉

求，在质量保证制度建设中搭建多样平台和渠

道，让各方都能够参与进来，共同保证教育质

量。创意设计类专业质量的质量保障主要有三个

相关方。一是政府，主要关注创意设计类人才培

养质量和服务贡献，服务贡献包括毕业生当地就

业率、技术研发、培训、职业技能鉴定、社区教

育和终身学习服务等。二是学校，通过完善内部

质量保障制度，实现自我约束、自我评价、自我

改进、自我发展，形成质量提升的长效机制。三

是与专业发展相关的利益各方，包括行业、企

业、研究机构和其他社会组织，主要关注专业发

展水平、毕业生质量及对用人单位的忠诚度等。

2．努力形成内部质量保证机制和外部质量评

价机制

内部保证机制是专业自行建立的保证机制，

包括专业发展质量管理与监督、专业发展评估

等。职业教育是与经济社会发展联系最紧密的教

育类型，专业设置、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培养

标准都要随着市场需求进行调整优化。这个动态

调整优化的过程就是一个专业发展的过程，创意

设计类专业作为应用型专业，动态调整优化的内

在要求更加强烈。因此，从构建内部质量保证机

制的角度来看，创意设计类专业要经常性修订人

才培养方案，并制定好相应的措施来保障实施，

同时要监测专业发展指标，关注教师和学生发展

状况，及时发现异常情况，持续改进教学措施，

提高教学质量。外部质量评价机制是学校及社会

对创意设计类专业进行的质量检查与评价，主要

包括学校对专业发展的考核与指导，以及主管部

门、行业、企业对专业进行的评估、认证、审

核、指导等。当然，内部与外部质量保证机制并

不是割裂的，而是围绕质量保证这个中心，各有

侧重，协调配合，形成合力。

3．综合应用连续性、多样化的考核方式

当卡斯特学院创意设计类专业的课程考核主

张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中，也就是学生在学习的

过程、操作的过程都是可以陆续不断的考核。如

游戏专业课程教学，老师在组织课堂内容教学的

同时，安排好学生的主题创作作业，从策划、创

意、实施、效果、展示、论文陈述、作品展示等

各方面，老师对这一主题作业的几个关键阶段都

进行指导和考核，从而保证教学效

果。在考核方式上，综合运营注重论文或作品

集报告等考核方法，更好地检验学习效果。当卡斯

特学院创意设计类专业考核方式有多种，如：讲座

（Lectures）、讨论班 （Seminars）、实践课 （Work⁃
shops）、一对一辅导（Tutorials）、实地调查（Field
Trips）、陈述（Presentation）、论文（Essay）、报告

（Report）、作品集（Portfolio）等，这些方法比较适

合创意设计类专的教学特点，能够（下转第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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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当前高职应用电子技术专业的《单片机应用技术》和《电子产品设计与制作》课程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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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片机应用技术》和《电子产品设计与制

作》是高职应用电子技术专业的两门相关性很强的

核心课程。一个智能电子产品的核心部件就是单片

机，毫不夸张地说智能电子产品的设计与制作就是

围绕着单片机来进行的。而传统的课程体系和教学

方式是将这两门课程先后开设、彼此独立开展教

学，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几乎不考虑或很少考虑两门

课程的相关性。即使都采用项目式教学也由于受诸

多因素的影响，在设计项目时只是根据本课程教材

内容和实验条件设计项目，在课程考核时也是单独

考核。这种教学模式学生虽然较好地学习了各课程

知识，然而由于缺乏跨课程的综合性引导，学生所

学的知识难以构建系统的概念，难以完成实际的工

程项目，不利于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同时还存在

着与实际岗位工作不符、只能培养学生单个技能，

不能培养综合职业技能等诸多弊端，已不能适应当

前高职教育培养学生岗位综合职业能力的要求。因

此，研究两门课程深度融合教学对高职应用电子技

术专业学生岗位综合职业能力培养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单片机和电子产品设计与制作课程教学现状

单片机广泛应用于智能电子电器、自动化、

通信等系统中，它是当今智能电子技术电路的核

心部件。单片机技术的出现促使了电子信息系统

设计从传统的纯电子电路设计思想到以处理器为

核心的智能化系统设计变革。它本身的技术特点

决定了单片机课程在应用电子技术专业中的地位

和教学特点。

单片机是一门综合性、工程性、实践性很强

的课程，它的前导课程是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

子技术、C语言程序设计等课程，常规的教学方式

是根据教材内容的先后顺序依次讲解单片机的硬

件结构、基本原理、I/O接口、汇编指令系统、汇

编程序设计方法、定时/计数器、中断系统、键

盘、显示、串行接口。在此过程中同步开展实

验，实验平台一般是现成的单片机小系统开发

板，学生在实验过程中只需了解单片机外围电路

与 I/O口的接法即可开展实验，不用关心单片机外

围电路的设计、参数计算、焊接、组装制作工艺

等，因此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只关注单片机片内硬

件资源和程序设计，而容易忽略单片机外围电

路，换一个实验平台就往往不知如何下手，这种

现象在教学过程中屡见不鲜。学生们在一个小系

统板上写几条程序，LED灯就亮了，蜂鸣器就发声

了，电机就转了，LED/LCD就显示了，但一旦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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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系统板，外部电路换一下接法或器件，就

不会根据新的情况分析电路，修改程序，久而久

之学生们只关注程序设计，而不关注运行程序的

硬件平台。因此这种教学方式只培养了学生单片

机程序设计能力，其它相关的能力没有得到培

养，偏离了高职要求培养学生岗位综合职业能力

的目标。

设计与制作一个基于单片机的智能电子产品

一般包括原理设计、参数计算、器件选择、电路

仿真、焊接、编写程序、组装、测试等诸多环

节。虽说现在的单片机课程都采用项目式教学，

但由于受学时、实验实训条件等因素限制，不可

能在单片机这门课程中实施制作一个个电子产

品的完整流程，往往只是以现成的单片机小系统

板或成熟的电子产品或作品为平台开展实验，培

养学生的单片机程序编写能力。而电子产品设计

与制作课程则在教学中按照一个智能电子产品的

设计与制作完整流程去开展教学，培养学生技术

资料查阅能力、常用电路原理图分析能力、芯片

英文资料阅读能力、单片机C语言编程能力、应用

常用软件设计电路并对电路进行仿真的能力、常

用仪器仪表使用能力、焊接能力、电路组装与调

试能力、硬软件联调能力、技术文件撰写能力、

利用PPT和视频编辑软件进行成果汇报的能力。因

此将这两门课进行融合教学，其内容基本覆盖了

一个智能电子产品的设计与制作流程，有利于知

识的融会贯通。

电子产品设计与制作课程是一门综合性很强

的课程，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不可能在某一方面投

入太多精力去详细分析讲解，如电路设计、分析

部分，教师会直接应用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

技术中的结果或结论去设计和分析电路，而不会

去详细分析其每个部分的原理和进行细致的参数

计算，教师觉得那不是本门课程的任务，那是模

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课程的任务。同样在

涉及单片机外围电路设计和程序设计时，教师不

可能根据所设计电子产品进行详细的外围电路分

析和程序设计指导。而学生单片机课程中所学知

识也已忘记，还要复习单片机知识才能开始进行

程序设计，造成教学资源的浪费。其主要原因在

于忽视了课程之间的联系在学生知识掌握中的重

要性，如果相关联的课程的学习时间间隔越小，

知识的掌握就越容易。因此研究将两门课程深度

融合教学，让学生按照设计与制作一个电子产品

的完整流程去展开教学，是从实际岗位出发培养

学生综合职业能力的有效做法。

二、课程融合

鉴于以上问题，打破传统的课程先后开课和

独立教学的模式，提出对单片机与电子产品设计

与制作课程进行课程融合。

1．课程体系调整

首先要对应用电子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

的课程体系进行调整，将这两门课程安排到同一

个学期教学，这是课程融合的前提。同时也要考

虑其前导课程如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

高频电子线路、C语言程序设计、电子工艺等课程

的开课学期。由于这两门课程都是综合性的课

程，在专业课程体系中有很多前导课程，且几乎

没有后续课程，因此在应用电子技术专业人才培

养方案课程体系中可将这两门课程都安排在学生

离校进行顶岗实习前的最后一个学期进行教学。

即若采用 2+1学制的培养模式，则安排在第 4学

期，若采用 2.5+0.5学制的培养模式则安排在第 5
学期。

2．教学大纲和知识点的融合

课程融合必须要从课程教学大纲顶层设计上

进行融合，这是课程融合的基础，课程教学活动

按照教学大纲开展。单片机和电子产品设计与制

作各有完备的教学大纲，自成体系，但互不联

系。要想实现真正的课程融合必须重新制订相互

融合的教学大纲。在制订大纲时要根据这两门课

程实践性强的特点，精心设计或选择几个项目，

要求这几个项目尽量要对这两门课程的内容进行

全覆盖，在此基础上再进行学时分配、内容序化

和重组。使得项目实施过程与两门课程的教学进

程完全同步，相同的知识主体在两门课程之间能

相互呼应和融会贯通，而不出现知识点重叠、遗

漏、滞后的情况。同时教师在按大纲开展教学时

既要分工明确，也要密切配合。

3．组建教师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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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是教学过程的核心，教师的教学水平和

教学方法直接决定教学质量，教师在教学过程中

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课程融合的核心是组建教

师团队，相互联系的课程要求授课教师必须了解

课程的内容及内容之间联系的细节，要求授课老

师在组织教学内容时要重视实践性和职业性的结

合，组织教学过程时要突出教学和实际工作的一

致性，强调教、学、做、评相结合。这就对授课

老师的知识面、理论水平、实践经验、组织能

力、精力投入等方面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既是

压力，也是动力，促使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地

学习，提高专业知识水平和教学水平，达到教学

相长的效果。另外，教学大纲的修订，项目的设

计与实施都需要教师们相互沟通、认真讨论、密

切配合才能实现。课程融合的几位教师在项目实

施过程中对学生进行指导，引导学生自主探究学

习，在学生遇到困难时给学生讲解相关知识，帮

助学生解决问题，在提高学习效率的同时激发了

学生的学习兴趣。在此过程中几位教师组成一个

教学团队，也是一个项目团队，在增进交流、相

互学习的同时，也可以让每位教师术业有专攻，

发挥其所长，提升专业整体教学水平。

4．具体实施

以项目为基础的单片机课程和电子产品设计

与制作课程的融合必须以工作任务为核心，在明

确实际项目运行过程的基础上结合学生能力水平

对项目内容和执行流程进行合理编排。不同于传

统的教学与学习，学生的学习对某一门学科是不

完整的，但对每一个行动来说却是完整的。因此

针对两门课程实践性强的特点，笔者在实施过程

中设计了以下三个项目，项目内容、知识点及学

时分配见表1。
以第 1个项目“单片机小系统板的设计与制

作”为例，在电子产品设计与制作课程中教师首

表1 基于项目的教学内容及学时分配表

项目名称

单片机小系统
板的设计与制
作

室外环境无线
监控系统的设
计与制作

智能循迹小车
的设计与制作

内容及学时分配

单片机应用技术内容

单片机硬件资源；管脚功能；I/O接口；时钟与复位；指令
系统；定时/计数器；中断系
统；键盘；串行口；LED/LCD
显示；简单程序设计。

A/D转换；LED显示；键盘；中
断系统；串行口；综合程序设
计。

A/D转换；D/A转换；定时/计
数器；中断系统；PID控制程
序设计以及综合程序设计。

学时
（72）

36

18

18

电子产品设计与制作内容

单片机外围电路的设计（外部电源电路、时钟电路、LED流水
灯电路、数码管电路、1602/12864LCD液晶接口电路、键盘电
路、蜂鸣器电路、继电器电路、MAX232串口通信电路、USB转
串口电路）；元器件选择；仿真；制板；焊接；测试；软硬件联调；
技术资料整理；总结汇报。

系统方案制定；湿度、温度、光敏、气敏、声音等传感器的选择
与应用；检测、放大、滤波等信号处理电路的设计、仿真、参数
计算；电路图绘制并制板；元器件选择；焊接；测试；技术资料
整理；总结汇报。
系统方案制定；温度、湿度、光敏、超声波、烟雾、红外、火焰、热
释电传感器的选择与应用；电机驱动电路；检测、放大、滤波等
信号处理电路；电路图绘制并制板；元器件选择；焊接；测试；
技术资料整理；总结汇报。

学时
（72）

36

18

18

先提出项目功能及指标要求，即设计的单片机小

系统板具有那些功能、尺寸大小、单片机型号

等，学生们查阅相关资料，提出设计方案，然后

师生一起对方案进行讨论，并用仿真软件对电路

参数进行仿真计算，然后利用设计软件绘制出电

路并制板，选择合适元器件并对器件进行检测、

焊接，焊接完成后对电路板进行组装调试。在设

计电路过程中需要用到的单片机管脚分布及功

能、片内资源、I/O接口、时钟与复位等知识则在

单片机课程中同步教学。电路板焊接组装完成

后，对其进行软硬件调试，在进行调试时需要用

到的指令以及程序设计的知识由单片机课程负

责。在单片机小系统板设计制作过程中学生们对

单片机的电源电路、时钟电路、输入（键盘）、输

出（LED/LCD）、I/O接口（蜂鸣器电路、继电器电

路、电机控制电路）、单片机与计算机之间的通信

等有了一个较全面的了解。这对单片机的片内外

资源及管脚以及程序设计等知识的理解有极大的

帮助。同时实现了电子产品设计与制作课程中需

要培养学生查询资料、制订方案、设计电路、参

数计算、电路仿真、电路板制作、焊接、调试、

总结汇报等能力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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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是对学生知识、技能、素质进行综

合评价，考核是将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技能

熟练程度、创新能力大小、学习态度、团队精神

等综合纳入考核内容。这些能力的考核应是动态

的，贯穿教学全程的。因此要形成客观正确的评

价，就应该根据课程项目、任务、单元或者章节

的特点，采用形式多样的考核方式。我们对单片

机和电子产品设计与制作课程进行融合，联合教

学，因此考核时也需要采用基于过程性考核的联

合考核方式。在过程性考核中每完成一个项目两

门课程基于本课程的学习要求和目标从不同的侧

重点对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考核。单片机采用过

程性考核与终结性考核相结合的方式，以过程考

核为主，以终结性考核为辅。过程性考核主要考

核对学生的出勤率、学习态度、程序设计能力、

系统调试能力等，这其中程序设计能力是考核重

点，见表2。终结性考核主要对一些需要记忆和项

目中没有覆盖的知识点进行考核。电子产品设计

与制作课程考核采用过程性考核，考核内容见表

表2 项目考核评价表（单片机应用技术）

序号

1
2
3
4
5
6

考核点

出勤纪律

学习态度

查阅资料

程序设计

系统调试
功能与技术

指标

权重

10%
5%
5%
50%
10%
20%

考核内容（各考核点总分100分）

请假一次扣 10分，旷课每学时扣 20分，迟到、早退、睡觉、
玩手机、吃东西每次扣10分，其他违纪每次扣10分。总分100分，扣完从项目总成绩中扣分。

课前准备、上课回答问题、参与讨论、完成作业情况。

查阅项目任务所需的单片机相关大量资料。

硬件资源分配合理、流程图规范、能满足技术指标要求。

硬件与软件联调，并对调试过程进行记录。
通过综合测试，程序设计达到项目设计所规定的功能和技
术指标。

个人
评价

（30%）

小组
评价

（30%）

教师
评价

（40%）
得分

表3 项目考核评价表（电子产品设计与制作）

3。这种联合考核方式可以有效避免当前高职课程

考核存在的重评价、轻反馈和导向；重知识、轻

技能；考核方式单一等弊端。能对学生的学习过

程进行实时评价，并能根据考核情况及时发现教

学中存在的问题并及时调整，同时将考核情况与

学生沟通交流，帮助学生发现学习中存在的问

题，并指导和督促学生及时改正，提高学习效

率。这种联合考核方式可以对学生的综合岗位能

力进行全面、科学、客观、公正的评价。

三、结语

序号

1
2
3
4
5

6

7

考核点

出勤纪律

学习态度

职业素养

查阅资料

方案制定

常见电路分
析与设计

电路板设计
与制作

权重

5%
5%
5%
5%
5%

20%

10%

考核内容（各考核点总分100分）

请假一次扣 10分，旷课每学时扣 20分，迟到、早退、睡觉、
玩手机、吃东西每次扣10分，其他违纪每次扣10分。总分100分，扣完从项目总成绩中扣分。

课前准备、上课回答问题、参与讨论、完成作业情况。

团队合作、时间管理与分配、敬业精神、服从与执行、学习
能力、操作规范、维护工作环境整洁、文明礼貌。

查阅项目任务所需的大量电路设计相关资料。

制定详细的计划与方案、时间安排等。

常见各种运算放大器构成的基本电路的分析与设计能力
（如正、反相放大器电路；加、减法运算器电路；差分、积分、
微分电路等）；信号处理电路分析和应用能力（如信号产生
电路、转换电路、滤波电路等）；常见数字电路分析与应用
能力（如各种门电路、触发器等）；应用软件对电路进行计
算、仿真的能力。

PCB板绘制及制作的能力。

个人评价
（30%）

小组评价
（30%）

教师评价
（40%）

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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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8
9
10
11

12

考核点

焊接工艺

组装调试

功能与技术
指标

技术文档撰
写

创新点及成
果汇报

权重

10%
10%
10%
10%

5%

考核内容（各考核点总分100分）

元器件焊接能力。

模块电路、产品外壳拼接组装、硬件与软件联调，电路调试
过程记录完整、有分析、解决记录。

通过综合测试，达到项目设计所规定的功能和技术指标。

按照电子产品设计的规范，有完整的技术文档。

利用新知识、使用新方法、新器件实现项目任务，并达到功
能和技术指标要求。PPT制作、实物展示与操作、口头表
达思路清晰。

个人评价
（30%）

小组评价
（30%）

教师评价
（40%）

得分

续表3 项目考核评价表（电子产品设计与制作）

基于项目的单片机课程和电子产品设计与制

作课程融合教学代表了以行动为导向教学模式下

一种核心教学理念，真正发挥了学生作为学习主

体的教学思想。该教学模式改革的探索，克服了

关联性强的课程独立教学不利于设计完整的实训

项目、不利于培养学生岗位综合职业能力、不利

于学生知识融会贯通等缺点。实践表明，基于项

目的单片机和电子产品设计与制作课程融合教学

模式让学生在完成项目的过程中发现问题、解决

问题的过程中学习，能以系统的眼光进行独立课

程知识的学习，能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有

助于提高单片机课程和电子产品设计与制作课程

教学质量，有助于培养学生综合岗位技能，有利

于提高学生的创新意识。同时，多课程融合的教

学方法对任课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教师

不仅要熟悉本课程知识，更要从整个专业的角度

引导学生进行局部知识的学习，最终达到教学相

长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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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Curriculum Integration between Application Technology of Single Chip Microcomputer
and Design & Making of Electronic Product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SHI Chang-cheng
（Ha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Shiyan 442000,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analyzing the drawbacks and disadvantages of teaching the courses of application technology of single-chip
microcomputer and design & making of electronic products in higher vocational application of electronic technology specialty, this
paper, with case illustration of implementation process, proposes project-based teaching plans which integrate multiple disciplinary
subjects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reform of curriculum teaching and assessment mode by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teachers.
Key words: curriculum integration; electronic making; single-chip microcompu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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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高职课堂教学“一言堂”的不足，以提高高职学生知识素养与职业技能为目标，实施师

生协同教学改革，以实现教学目标体系、教学策略体系和教学保障体系协调、平衡发展，阶段教学改革效

果良好，学生认可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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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高职学生课堂上玩手机、聊天，听课不认

真、发言不积极、迟到早退旷课及消极对待作业等

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学生欠缺学习主动性

与积极性是不容忽略的重要因素。然而追根朔源，

不难发现多与授课教师所采用的教学模式有关，如

管理手段简单、教学“一言堂”、教学方式多样性

不足、实操动手训练少。教学过程交流不多、师生

间的信任度较低等。鉴于此，为促进学生成长，基

于协同教学理论并融汇管理学的组织、团队、制

度、沟通、激励等理论，探索高职课堂教学的师生

协同模式，从而通过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

自 2010年 9月开始，本教学模式改革已经实

施了5个学年又1个学期，累计教学实践达1610课
时。前后涉及 7个年级（2009级至 2015级）、5个
专业 （分别为市场营销、国际商务、电子商务、

物流管理与商务管理）、11门课程（外贸企业管

理、营销战略管理、项目管理、管理学基础、市

场营销与策划、消费者购买行为分析、管理技

巧、市场营销基础、企业文化与人本管理、组织

行为学、商务管理专项实训）、33个教学班，共计

1290位学生。

一、理论基础

1．理论依据

协同学。协同学是一门研究各个学科领域中

关于合作、协作或协同的学说，是从系统演化的

角度研究开放系统在外部一定条件的作用下，其

内部诸要素、诸层面和诸子系统之间，如何通过

非线性相互作用而形成协同效应，自组织成为一

个协同系统的内部机制和规律的新兴综合性学科。

协同教学理论。协同教学以协同学的基本原

理为方法论基础，吸取各种教学组织之所长而构

建的一种新型教学组织形式，即借鉴协同学的自

组织理论，强化教学过程中的协同效应，注重整

体结构中的协同运作，减少或消除因不协调产生

的内耗。

2．政策依据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

在“建立职业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章节清晰指

出：应将工学结合贯穿职业教育教学全过程，学

生从入学开始就接受相应的动手和实践课程，并

根据培养目标同步深化文化、技术和技能学习与

训练，逐步实现就业需求和人才培养的有机衔

接。在“改革职业教育专业课程体系”章节又指

出：职业院校按照真实环境真学真做掌握真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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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开展教学活动。推动教学内容、教学流程

和教学方法改革，通过真实案例、真实项目激发

学习者的学习兴趣、探究兴趣和职业兴趣。

3．师生协同教学的基本内涵

（1）师生协同教学，旨在改善传统课堂教学

模式中教师“一言堂”的局限性，注重教学整体

结构中的协同运作，以教师与学生为主体开展协

同教学实践，强化教学目标体系、教学策略体系

和教学保障体系之间，以及各体系子系统之间、

子系统与体系之间、体系与教学内外环境之间的

协同效应，减少或消除因不协调产生的内耗，尽

可能地提高教学效率。（如图1所示）

（2）师生协同教学的运行具备以下特点。一

是多边性。改变传统灌输式教育模式，根据教学

目标，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中心，通过案例教

学讨论、项目实训驱动等师生共同参与的教学形

式，形成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多边互动式教

学，学生作为主体参与教学，发挥其主观能动

性。二是团队性。若干名学生组成的学习小组，

大家既分工又协作来共同完成实训任务，形成学

习团队；另外由科代表、评价组长、学习小组长

组成学生管理团队，发挥学生自我治理作用，实

现学生与老师共同实施教学管理，不仅锻炼了学

生，也提高了管理效率。三是激励性。激励管理

思想贯穿教学各环节，如学习态度、作业质量、

讨论表现、课程出勤、教学秩序、管理能力等，

对积极现象予以奖励、消极表现予以处罚，与成

绩挂钩并制度化，公平公正地实施奖与罚，激励

同学努力学习。四是快乐性。存在感、自主性是

当代高职学生一大特点，以关爱学生心理成长为

内涵的教育情感是成功实施师生协同教学的基本

动力，只有不断满足学生成长过程的心理需求，

使学生体验到成功的欢乐，才能提高学生的学习

兴趣和积极性。

二、改革策略

1．建立师生信任基础，化转师生角色

教学是师生共同的任务，教学过程中形成教

师与学生观念上的统一，建立起教师与学生之间

的信任。为此，教师与学生有必要进行角色转

换。教师不再是单纯的知识技能的传授者，而是

起到课程的主要设计者、组织者、协调者、引导

者的角色；学生不再被动学习，而是积极理念贯

穿于教学全过程，成为主动学习者。在开学初，

将课程教学理念、师生角色与同学们进行沟通交

流，获得学生认可，并且贯穿于接下来教学各个

环节。

图1 师生协同教学系统示意图（以管理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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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规划教学目标体系，引领教学改革

高职教学目标体系规划，应坚持健康职业价

值观与积极学习态度的引领，以培养知识素养与

职业技能为导向，采用“知识传授和技能训练并

重，强化技能综合实训”的教学模式，将教学目

标，教学内容、师生角色、课堂出勤、教学秩

序、实训任务、考核办法、评价标准、教学方法

等教学要素进行深度衔接，实现教学目标体系、

教学策略体系和教学保障体系协调、平衡发展。

（1）强化学生重视掌握专业理论的及拓宽知识

面，策略是适当运用硬性手段并与成绩挂钩，具体

办法是阶段测试与推荐阅读。阶段测试，采用传统

考试手段在学期中进行若干次阶段理论测试，并将

成绩纳入学期总成绩，督促学生及时复习专业理

论。推荐阅读，要求学生阅读老师推荐目录的书

籍，每看一本书须写一篇《读书心得》，并安排学

生阅读分享时间或由老师随机抽查方式来检验，过

关了，才可以获得“读书分”，多读多得。

（2） 职业技能由专业技能与基础技能构成，

专业技能因岗位、专业不同而不同，而基础技能

则是通用的，如“表达、写作、沟通、合作、办

公软件操作”等。以管理学为例，其专业技能包

括“计划、组织、领导、控制与创新”等。实现

职业技能协同发展应结合专业技能与基础技能需

求，科学合理设计技能实操任务，“逼”学生多练

习。以章节为单位，布置带有市场实战特征的作

业任务，要求以小组为单位合作完成，以“PPT演

示”与“WORD报告”为成果，通过全班“演讲

汇报”与“现场答辩”方式展示；同时，再配套

以学习 （管理） 组织的建设，实现学生自主管

理，提供学生职业技能锻炼平台。

3．设计教学策略体系，实施教学改革

（1）建立学习组织，锻炼自学自治能力，发

挥主观能动性。首先将班级学生分成若干学习小

组、一般6人为宜，公选组长1名，任务是共同学

习、共同实践、共同讨论，以小组为单位共同完

成作业；其次成立评价组，由各小组推选1名同学

组成，公选组长1名，任务是以学生主体参与同学

们日常教学的考核与评价；然后公选课程助理 1
名，任务是协助老师处理教学事务，也负责师生

中介沟通和服务同学；然后建立管理团队，由课

程助理、评价组长、各小组长组成，目的是相互

研讨、相互分享、相互促进，同时又可以提高学

生自主管理能力。

（2） 采用教学三分法，创建教学互动平台，

实现教学目标落实。彻底放弃满堂灌讲授方式，

改以三分教学法。以一个章节为单位，一是理论

讲授，课上以老师讲授为主，学生参与讨论，要

求学生课前做预习，课堂上老师讲授本章节的重

点、难点，以 PPT为辅助，再配合以多种手段，

如音像、案例、故事等，鼓励学生参与发言和讨

论；二是课外实操，以章节为单位布置实训作

业，引导多思、多写、多说、多做、多练，由学

生利用课外时间以小组为单位共同完成；三是作

业汇报，由代表汇报、现场答辩、老师点评三环

节构成，先由小组随机选出的代表在讲台上向全

班同学做限时作业汇报，后由小组所有成员来到

台前就本组作业共同接受同学们的质询，这一过

程，老师根据现场情况适时进行解析点评与答疑

解惑，各小组如此轮番上台直至结束。

（3）调整学期考核结构，重视过程考核，细

化评价指标，发挥考核导向作用。首先改变仅对

期末考试的常规做法，将考核构成调整为期末考

试与平时考核两部分，二者份额比为 4∶6，而且

期末尽量采用能体现掌握知识与技能的综合性考

核，而非一纸简单ABCD试卷。其中，围绕教学目

标扩充平时考核项目，包括“项目实训、课堂发

言、课堂纪律、课堂出勤、课外阅读、阶段测

验、管理服务（附加）”等七部分（详见图 1）。

其次实施二元考核主体变革，让学生成为另一主

体与老师共同考核，由“学生评价组”担任，学

生组与老师的分值各为50%。

另外，单一测评无法全面反映学生能力，也

不能较好起到学习导向作用，细化评价指标不仅

有必要而且有意义。以项目作业为例，完成作业

须有两个成果（形式），WORD文档与 PPT汇报，

分值比 4:6。WORD文档评价指标设有“写作态

度、逻辑表达、文章水平、排版规范与要求字

数”五项，再设以分值。PPT汇报部分，分个人

（代表人）与团队两部分，其中个人指标设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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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技巧、着装礼仪、思路逻辑、PPT设计、主题相

关、事实证据、创新可行、时间系数”等八项。

其中时间系数定为 1，汇报时间超过或少于限时 1
分钟（为单位），则扣 0.1，如限时 10分钟，实际

用时 10分钟零 1秒，或为 8分钟 59秒，则系数得

0.9；团队指标设有“团队协作、与质询质量”，最

后PPT汇报部分得分公式为“汇报演示分值=个人

部分分值×系数＋团队分值”。（见表1）
（4）营建沟通渠道，保持师生交流畅通、反

馈及时。本课程通过“教学平台、班级Q群与管理

例会”三种形式构成师生、生生之间的教学与作

业反馈。教学平台，由学院建设，主要发布与课

程相关内容，如教学课件、教学材料、作业布置

与提交等。班级Q群的特点是及时性、互动性，是

很好的沟通渠道。管理例会，由课程助理主持，

由评价组长、各小组长参加，以“章节—实训作

业”为单位，基本每两周举行一次，围绕实训作

业完成情况进行讨论与总结。会后形成两份成果

文件供大家参考和改进，一是会议纪要，由课程

助理负责；二是作业评价报告，由评价组长负

责，都予以在教学平台发布。

4．建设教学保障体系，维护教学正常秩序

表1 项目作业评价指标及权重构成

采用“与成绩挂钩、正负激励、力度适当、

严格执行”等策略，提高出勤率和保持课堂纪

律，实现良好的课堂秩序；制定包括“完成形

式、评价办法、成果展示”内容的实训规范，以

保障实训活动有序正常进行。

（1）如何保持高出勤率与良好课堂秩序一直

是高职院校的课题。解决之道：建立规范制度，

严格执行。策略是设计与成绩挂钩的、有力度的

规范制度，并严格执行。首先列明违规的具体情

况，出勤方面：迟到、早退、旷课；纪律方面：

玩手机、吃东西、聊天、睡觉、做其它科作业等

无关事项；不文明着装：穿拖鞋、着背心等。其

次规定各种违规事项扣分标准，如，旷课第1次扣

1分，第 2次扣 2分，第 3次扣 4分。然后就是执

行，遇到课堂有违规现象，严格按照规定给予处

罚，再配合阶段成绩予以公布。

（2） 不仅要有奖有罚，而且应该奖罚分明，

正负激励协同的理念也贯穿于本教学改革。正激

励方面，在“课外阅读、管理服务、阶段测试”

环节采用加分办法。课外阅读的做法是每读一本

书获2分，不读不给分；管理服务，为鼓励学生干

部更好地服务同学，设计期末时由利益相关方

（包括老师、学生）民主集中评议（五等级），按

评议等级给予不同分值（0、2、4、6、8），计入

本人总分；阶段测试，一般学期设三次测验，通

过一次给3分，三次均通过则给10分。

负激励方面，在“课堂出勤、课堂纪律”环

节采用“过错扣分”原则。以“课堂纪律”为

例，期初规定学生整个学期下来无违纪情况发

生，则得 10分，如有违纪则据实扣分，如某位同

学学期累计 3次，则该学生的课堂纪律项目只得 3
分（10-(1+2+4） =3），另外特别规定：扣分无下

限，如超出 10分则“透支”其它项目分值。课堂

出勤的做法则与之类似。

正激励方面，在“课堂发言、项目作业”环

节综合运用。课堂发言，学生可以通过两个渠道

发言，一是知识讲授环节，二是作业汇报环节。

在讲授环节，主动发言者给分，被动发言不得

分；在“现场答辩”环节，如第二组同学在台上

作答，规定其它组按顺序（一、三、四组）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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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轮到本组时必须有同学发问，有提问的，

得分归个人，如本组无人提问，则该小组成员各

扣1分；在时间允许前提下，鼓励其它同学继续提

问。项目作业，每次作业评价结果进行排名，排

名第一则有 10%加分，末位小组，不扣分但成员

须各手写一份“XX项目作业的分析”，对作业完

成情况进行分析及提出改进策略。

近6年教学改革实践，获得了可喜成果，具体

表现在“同学遵守纪律，课堂秩序良好；保持较

高出勤，养成守时习惯；大家踊跃发言，课堂互

动积极；态度明显改善，学习紧张有序；促进动

手操作，提升职业技能；教学反馈积极，学生满

意度高；横向对比验证，学生认可度高”等七个

方面。结果表明基于三分法的高职师生协同教学

模式改革探索取得阶段性成效，但“提升教学质

量、促进学生成长”的改革永远在路上，还有很

多地方值得进一步探索、改进和完善。

[责任编辑：刘晓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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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operative Teaching Model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Based
on the Three Points Method

—Taking Fuzhou Polytechnic as an Example
YANG Xue-ming LIANG Mei-feng

（Fuzhou Polytechnic, Fuzhou 350025,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deficiencies of teacher dominated classroom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aiming to improve the
knowledge quality and professional skills of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the teaching reform of cooperation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are implemented in order to realize coordinated and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the teaching goal system, teaching strategy system and
teaching guarantee system. The effect of stage of teaching reform is good, and students’recognition degree is high.
Key words: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cooperation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teaching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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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合作开发《数控机床加工实训》教材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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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冶金职业技术学院，天津 300400）

摘 要：为实现校企深度合作，适应人才培养和课程改革的需要，通过对现有《数控机床加工实训》

教材现状的分析，提出校企合作开发实训教材的典型特征，详细论述了合作开发《数控机床加工实训》教

材内容的选取、编写模式的采用以及教材编写团队组建等探索与实践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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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建设是高职院校教育教学工作的重要组

成部分，高质量的教材是培养高质量人才的重要

保证。高职教材作为体现高等职业教育特色的知

识载体和教学的基本工具，关系到高职教育能否

为生产一线培养符合要求的技术技能型人才。我

国在 2010年颁布的《教育部财政部关于进一步推

进“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实施工

作的通知》中明确提出要校企合作共同开发课程

和教材，促进校企的深度融合。本文以《数控机

床加工实训》教材为载体，展开校企合作开发实

训教材的研究，通过实训教材的改革全面提高学

生的技能和职业素质。

一、《数控机床加工实训》教材的现状分析

1．理论教学与实训操作分离

以《数控机床加工实训》教材为例，实训教

材大多按数控机床实际加工与操作技术为主线编

写，而工艺分析、刀具选用及编程技术知识放到

不同的理论课教材中去，由理论老师在教室里授

课。这种理论教学与实训操作脱节、分离的教材

制约了教学做一体化和项目教学法等先进教学方

法的运用，使教学效率与教学效果大受影响。

2．实训目标与职业技能鉴定要求分离

目前，大部分《数控机床加工实训》教材基

本上没有完整体现职业技能鉴定的要求，使得通

过数控机床加工实训达到的最终目标与职业技能

鉴定有一定的差距，对如何达到培养目标中职业

技能鉴定等级考核要求非常模糊，制约学生数控

机床操作技能水平的提高。

3．实训案例与生产案例脱离

教材由学院教师编写，《数控机床加工实训》

教材中给定的案例一般为教学模型，并非真正生

产加工产品，与企业生产加工过程有着较大的差

别，这也导致学生的实训与真实岗位能力的要求

有着较大的差距，没能真正提高学生的职业能

力，与企业对人才需求有较大的差距。

二、校企合作共建《数控机床加工实训》教

材的典型特征

校企合作开发实训教材对于高质量、技能型

人才的培养具有重要的作用，通过校企合作可以

将企业的先进生产技术、生产工艺引入课堂，将

教学与企业对人才的需求有机融合，从而提升人

才培养质量。为使教材适应人才培养和课程改革

的需要，借鉴国内、外职业教育成功的经验，在

教材建设中体现如下的典型特征：

1．工作导向特征

教材内容源于企业，学习任务与工作任务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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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衔接，学习任务包含的知识结构、技能特征嵌

入了职业岗位，在全面分析职业岗位典型工作任

务的基础上，结合实际工作过程提炼学习任务。

2．行业标准特征

教材建设参照相关国家职业技能，符合行业

规范，以达到职业技能鉴定的知识和技能要求为

目标，教材内容选取全部覆盖国家职业标准应知

应会的知识点和技能点。

3．职业贯通特征

教材编写将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完全融合到

一起，本着融合知识点和技能点的原则重构教材

内容。使学生通过“做中学、学中做、学做合

一”的方式来学习专业知识，提高专业技能。并

根据实际工作岗位需求的能力，设置出真实的工

作现场，实现知识学习和实际工作实践学做合

一，技能培养和企业岗位的对接。

三、校企合作开发《数控机床加工实训》教

材的实践

1．基于工作过程设计教材框架

《数控机床加工实训》教材以职业导向的应

用型人才培养的教育思想为指引，以企业真实工

作任务为导向，紧密结合企业数控机床操作岗位

实践，改造教材内容，使教材内容从“以知识的

逻辑线索为依据”转变成“以企业职业活动的工

作过程为依据”。将数控机床操作的知识点、技能

点和职业素养等要求嵌入企业的真实工作过程

中，实现教材内容工作任务化，使学生真正掌握

数控机床操作的关键技能，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学

习兴趣，满足企业实际的用人需求，实现教材内

容与企业用人需求的无缝对接。

《数控机床加工实训》教材在企业行业专家

的共同研讨下开发了2个学习情境（数控车削加工

和数控加工中心/铣削加工），选取 13个数控机床

操作工职业岗位工作任务作为学习任务。学习任

务选取的零件都来自于企业生产一线的常规机械

加工零件，经过对零件图样的教学化处理，它们

都较好的体现了教学内容的工学结合特征，较好

地满足工作岗位需要。此外，教材选取的典型工

作任务，基于学生的认知规律，按照完成典型工

作任务需要知识点和技能训练点的难易程度和学

习能力，循序渐进，从简单到复杂，难度层层推

进，有序实现课程总体目标。《数控机床加工实

训》教材框架如图1所示。

2．教材采用任务驱动教材编写模式

教材采用任务驱动的编写模式，从数控机床

操作工典型工作任务中归纳总结出完成工作任务

所必须的知识点和技能点，然后针对高职学生的

特点进行学情分析，根据学生的特点来组织编

写，突出以学生为主体，注重个性化学习，通过

在学习内容中嵌入职业技能训练模式引导学生自

主学习，注重学生的创新意识培养。以工作任务

二《阶梯轴的加工》为例，教材中每个学习任务

编写路径图如图2所示。

3．教材编写突出职业素养

教材编写融入企业的工作方法、工作要求、工

作环境等要素，引入当前现代企业生产现场的

“6S”先进管理理念，最大限度地贴近企业真实的

图1 《数控机床加工实训》教材框架

图2 《阶梯轴的加工》学习任务编写路径

情境一 情境二

序号 工作任务 序号 工作任务

1
2
3
4
5
6
7

初识数控车削加工

阶梯轴的加工

切槽与切断

螺纹的加工

盘套类零件的加工

宏程序应用

零件综合加工

1
2
3
4
5

6

初识数控铣削加工

轮廓的加工

槽的加工

孔系的加工

数控铣削宏程序应用

零件综合加工

使用数控车床加工零
件，选择相应量具检
测零件加工质量

●巩固G71、G70数控编程指令

●能够编写阶梯轴的加工程序

●熟练使用数控车床完成阶梯抽零件的加工：

任务目标

同
步

训
练

任
务
描
述

任务评价

任
务
实
施

相
关
知
识

●具有选择量具，进

行
零
件
质
量
检

测

加工工艺

编程指令

检测量具

图样分析

工艺制定
编写程序

实际加工

阶梯轴的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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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场景，力争帮助学生培养良好的职业素养和职

业道德，实现职业教育与企业文化管理的深度融合,
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职业习惯，提升职业素养。

4．教材编写多元参与，深化校企合作

教材编写与企业为伴，采用多方主体编写方

式，由企业专家和技术能手与学院教师共同组成

教材编写团队。教材编写团队共同分析和总结数

控机床操作工典型职业岗位应具有的知识结构、

技能要求和职业素养，共同编写课程标准，序化

教材内容。多方主体编写教材，既可以充分发挥

教师系统知识扎实的优势，又可以将企业的新技

术、新工艺和新设备等先进数控加工知识融入教

材，实现数控机床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技能相结

合，使教材内容更贴近实际工作岗位，以保证教

材的先进性和实用性。同时通过校企合作还可以

实现学校有限资源和企业丰富资源的充分共享，

促进学校与企业、行业间的交流与合作，对于实

现更深层次的校企合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5．校企合作开发网络数字化教材资源

信息化教育背景下，以纸质教材为媒介的课

堂教学载体，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当前的职业教育

发展，开发网络数字化教材资源已成为教育信息

化的必然要求。网络数字化教材资源建设可以使

教学空间从课堂延伸至课外，满足学生多样化、

个性化的学习需要，实现时时学习，处处学习，

丰富师生课堂互动的形式，增强学生的学习兴

趣，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因此，在校企合作开

发《数控机床加工实训》教材的基础上，还要进

行网络数字化教材资源建设。通过对教师、学生

和企业的教材需求调研，以企业技术和技能要求

作为网络数字化教学资源开发重点，按照教学活

动组织进程进行电子课件、电子教案、企业案

例、实训操作视频、技能大赛鉴定题库、习题库

等网络数字化教材资源的建设，以利于及时更新

教材内容。在此基础上建立教材资源网站，为教

师、学生、企业和社会学习者提供最新的教材资

源查询、学习资料下载等，以最大限度地满足教

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需要，优化教学方法，提高

教学质量，推动教育改革。

四、结语

《数控机床加工实训》教材通过与企业、行

业专家合作开发能够较好的体现工作过程特征、

职业标准特征和理实贯通特征，较好的反映企业

的真实工作过程，能够使学生通过“做中学、学

中做、学做合一”的方式来学习专业知识，提高

专业技能。校企合作开发实训教材是一项长期而

艰巨的任务，对于提升教学效果和高技能人才的

培养具有重要的意义。

[责任编辑：李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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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Teaching Materials of "CNC Machine Tool Processing Practical Training"
Developed by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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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anjin Metallurgical Vocation Technology Institute, Tianjin 300400,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deep cooperation between school and enterprise and adapt to the needs of talents training and curric⁃
ulum reform,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ractical training teaching materials developed by school-enter⁃
prise cooperation through analyz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teaching materials of existing CNC machine tool processing practical
training. The paper discusses in detail the process of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in the selection of teaching material content, the ad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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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S”管理法在高职院校机电类实训室中的应用
——以杨凌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学院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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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阐述“5S”管理内涵、理念和意义的基础上，提出在高职院校中推行“5S”的做法，介绍

使用“5S”管理后实验室各项目的明显改善，预见“5S”在推行后期遇到的问题，提出了运用“5S”管理

理念来加强和改善高职院校机电类实验室的管理，以达到提高管理效率、培养学生良好实验素质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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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5S”管理广泛应用于生产企业中，其

宗旨是倡导由每件小事做起，力求每一个员工养

成事事“讲究”的好习惯，这种管理方法对改善

企业生产现场环境、提高生产效率、保障产品质

量、降低成本、安全生产、创建良好的企业文化

以及营造企业氛围等方面有显著的效果。高职院

校要实现培养技能型人才的目标，势必要加大对

学生实训的管理力度，使学校教育和企业实践无

缝结合。因此，高职院校运用“5S”现场管理法

对实训室进行管理，可以实现实训的精细化管

理，达到既教书又育人的目的。

一、“5S”现场管理法的内涵

“5S”是一种起源于日本的优秀的现场管理方

法，他的具体含义就是对现场中的人员、材料、

机器、方法等生产要素进行有效的管理。“5S”管

理具体是指：整理（seiri）、整顿（seiton）、清扫

（seiso）、清洁（seiketsu）、素养（shitsuke）五个项

目，也被业界广泛称为“五常法则”，因为在罗马

语种这五个词都是以 S开头，所以日本人称之为

“5S”。
“5S”不仅仅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工作现场管理

方法，更是一种现代企业的管理理念。从“5S”

诞生到现在，其伴随着经济的全球化，“5S”已经

成为全世界各个国家企业管理革新重要方法之

一。“5S”管理的具体含义见表1。

二、高职院校机电类实验室开展“5S”管理的

意义

1．高职机电类实验室开展“5S”的意义

中
文

整
理

整
顿

清
扫

清
洁

素
养

日文

seiri

seiton

seiso

seiket⁃su

shit⁃suke

方法

区分要与不要的东西，
现场除了要用的东西
以外，一切都不放置

将要的东西依规定定
位、按方法摆放整齐，
明确数量，明确标示

将工作环境打扫干净，
使工作场所处于无杂
物、无干扰的状态

进一步清扫工作场所

持续不断得进行之前
的“4S”，增强团队合作
意识，使人员养成按制
度办事的习惯和作风

目的

腾出空间、防止误用、营
造清爽的工作场所

使工作场所一目了然、节
约寻找物品的时间、营造
整齐的工作环境

清除脏污、发现隐患、维
修异常设备，保证产品安
全优质

将以上3个S的做法规范
化、标准化、制度化，以此
维护保持“3S”成果，将

“3S”常态化
培养人员具有好的工作
习惯和遵守规章制度，养
成认真对待每件小事的
工作作风，养成工作认
真、责任心强、一丝不苟
的敬业精神

表1 “5S”管理的具体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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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的主要目标是培养面向生产、建

设、服务和管理第一线的技能型人才。所以，培

养出具备较强实践能力的，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

职业素养的技能型学生是职业教育的主要任务。

实验室是教师直接从事实验教学以及学生进行实

验的场所，是培养实践性人才的阵地，实验实训

管理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教学效果。以杨凌职

业技术学院机电学院为例（以下简称“学院”），

实验室数量大，教学任务繁重，仪器设备多，学

生以及外来参观人员构成比较复杂，加之机电类

实训项目操作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必须严格按规

章制度操作和管理。所以在实验室管理中，我们

必须充分利用资源，规范实验现场的人、事、物

的管理，改进工作方法，从而提高实验室管理水

平，保证教学质量。

将“5S”管理的理念和经验引入到实验实训

教学中，在实验室模拟实际生产现场的要求，一

方面可以做到课堂与生产现场要求相结合，提高

教学质量，将学生的技能培养和素质培养结合在

一起；另一方面可以创新实验室管理，改善工作

环境，节约教学资源，提高相关人员的素质，使

实验室管理迈上新的台阶。

2．高职机电类实验室开展“5S”的必要性

（1）可以塑造实验室形象，提升师生精神面

貌。“5S”的前三项分别是整理、整顿、清扫，实

施这三项的主要目的是创建干净、整洁的实验室

环境，提高师生的归属感和责任心。第一，这有

助于创设一个规范、有序、良好的实验实训环境

和氛围，有利于展示学院的良好风貌；第二，还

可以通过整洁、舒适、和谐的实训氛围激发学生

实验实训时的团队意识，实训室促进各小组之间

的团队合作，起到素质教育的目的。

（2）可以节约耗材、减少浪费，提高实验实

训效果。程序化的工作过程是“5S”的一个重要

作用，“5S”要求将器件、工具、耗材等一切与工

作有关的物品按照使用频率、相关度等信息分类

放置，并且对相关资源进行合理利用和配置，使

其发挥最大效果，这样不仅可以节省空间、减少

库存，避免因遗忘而重复采购，也可以按照实训

任务的要求、内容、频次等，对其定量购买和发

放，杜绝浪费现象。

（3）可以保证安全、促进教学生产对接。实

训和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人的能力提升，“5S”的后

两项清洁、素养是将前三项的成果规范化，以此

养成人的良好习惯和品质。机电类实训项目具有

一定的安全风险，要求学生必须按规定操作，并

且在进行每一个步骤时都必须认真仔细。在机电

类实验室进行“5S”管理，有利于使学生养成按

规定办事的习惯和认真对待每一件小事的态度，

这样也可以促使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后能快速适应

企业生产工作。“5S”管理过程如图1所示。

三、高职院校机电类实验室开展“5S”管理

的措施

1．成立组织、制定标准、量化评价体系

首先，成立相对应的组织机构，形成体制上

的保证。如“5S”活动推行和检查监督小组、

“5S”活动贯彻实施小组。“活动推行和检查监督

小组”由院长兼任组长，教学办公室、实训中

心、教研室各主任兼任成员，以便活动布置任务

及监督检查活动落实效果。“贯彻实施小组”由实

训中心主任兼任组长，各实验指导教师和相关授

课教师兼任成员，负责对相关师生提出“5S”活

动的具体任务和活动的日常贯彻落实。全院师生

要从思想上明确“5S”活动是日常教学工作的一

部分，把“5S”活动当成与日常教学同等重要的

长效任务加以贯彻落实。

其次，“5S”活动推行和检查监督小组负责提

出“5S”活动的具体目标和应达到的预期效果，

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计划和实施方案，明确活动

的各个阶段、以及每个阶段的不同任务和在不同

图1：“5S”管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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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的详细内容，以此明确工作进度，将每项

工作落到实处。

再次，“5S”活动贯彻实施小组负责制定各种

流程、规章和标准。学院制作“5S”活动的各种

标准和考核要点，如师生礼仪标准、实训指导教

师工作标准等，将这些标准制成宣传牌，悬挂于

实训室醒目位置，以便宣传；实训中心制作实验

室操作规范，如学生实验实训标准、仪器操作标

准、实验室“5S”活动验收考核要点等；各实验

室针对各自的实训项目制作操作流程，如电机正

反转实训操作步骤及验收要点、配电盘安装实训

操作步骤及验收要点等，印制成册，配备给每个

试验台，以便学生实训时查阅。

最后，量化考核标准，制定奖惩措施，并明

确奖惩的内容，将这些标准和评价体系广泛宣传

给进入实验室的每一位师生，并使师生明确奖惩

措施，以此起到令行禁止的作用。

2．推广普及、加强宣传、树立“5S”意识

在“5S”宣传的初期，采用以下方法来进行

宣传。如印发“5S”基础知识的宣传册、分别对

师生分阶段召开专题培训会讲解“5S”的重要

性、内容、操作方法、阶段目标等，在实训室的

醒目地方张贴标语、仪器操作规程、实验室规章

制度、“5S”操作流程图等。通过这样的方法，使

师生感受“5S”氛围，以此起到先入为主的作

用，时刻提醒“5S”是教学环节的一部分，实验

实训过程中应时刻注意“5S”。
经过初期宣传阶段后，可以对“5S”进行全

面的普及和推广。例如：在编制实训计划时，应

当将“5S”作为实训的一部分内容，对学生加以

讲授和要求，使学生明确“5S”的含义；在实训

期间和验收实训成果时，将“5S”作为与实训成

果同等重要的素质成果来验收，按照预先制定的

考核表，分项目给各实训小组或实训成员打分；

在编制教学计划时，将“5S”现场管理法作为一

门必选课程和专业基础课程，列入与职业生涯与

规划、就业指导等同等重要的地位，并以此作为

素质教育的重要载体。

3．检查督促、公布评比

要求实训室做好“5S”记录，对照考核标

准，分阶段对每个实验室进行检查和随机抽查，

对于执行认真的实训室提出表扬，对于实验员给

予奖励，对贯彻不到位的实训室提出批评，并要

求按期整改。

同时，学期末学院统一回收并检查教师批阅后

的学生实训报告，并要求教师分析学生在实训中的

“5S”执行情况，写出分析报告，在学期末召开5S
总结会，分析和解决“5S”在贯彻落实中存在的问

题，“5S”活动推广实施流程图如图2所示。

四、高职机电类实验室开展“5S”管理的内容

1．整理的内容

根据实训任务，将实训室和实训台上的工具

和元器件分为“经常用”、“非常用”、“无用”三

个大类，剔除无用的物品将其放置在仓库中，将

经常用和非常用物品分类放置，使实训室和实训

台上只放置有用的物品，保证实训现场整齐整

洁，工作空间增大，工作效率提高。

2．整顿的内容

在整理完实训室和实训台后，对留下来的有

用物品进行合理布置并摆放整齐，使用完毕后归

放原位，以便下次使用。此项活动可以消除寻找

物品的时间，减少错用、乱放、丢失、浪费的机

会，从而促进实验实训操作的标准化，保证实验

实训安全，提高效率。

3．清扫的内容

在整理和整顿工作结束后，清扫实训场地，

清洁实训工具，防止废弃物对人员和设备的危

害；同时检查各个元器件有无损坏，保养实训台

图2 院校“5S”活动推广实施流程图

成立组织，制定标准
量化评价体系

推广实施，树立5S意识

检查督促，公平评比

贯彻
实施
小组

推行
和检
查督
督小
组

根据评价，总结整改持
之以恒推行5S活动

批评表杨，评价活动
效果

检查和抽查

制定奖惩措施
量化评价体系

推广宣传，日常落实

制定各种标准、规范

制定实施的具体目标、
预期成果、实施方案等

5S活动贯彻实施小组

5S活动推行和
检查监督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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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实验设备，以便保证实训工作正常开展，消除

不安全因素。这项工作不仅可以杜绝事故的发

生，还可以维护设备和实训成果，保障整理和整

顿的效果。

4．清洁的内容

维持整理、整顿、清扫后的局面，并将前面

三项的过程制度化、标准化，使参与实训的师生

养成习惯，从而杜绝浪费，奠定标准化的基础，

打造实训室形象，促进学生素质养成，达到素质

教育的目的。

5．素养的内容

经过之前“4S”的要求和教育，学生逐渐养

成遵守纪律、照章办事、文明礼貌的基本素质，

团队意识、合作精神、时间观念及荣誉感、责任

感和归属感也大为提高，并且能积极、自觉、主

动的执行之前“4S”的内容，良好的习惯和风气

已经形成，所以素养是“5S”的最终目的和最高

境界。

五、高职院校机电类实验室开展“5S”管理

的效果

通过坚持不懈的推行“5S”管理，最终在实

训室建设的方方面面，起到了极大的效果。实训

室环境和归档文件井然有序，实训设备的利用率

明显提高，低值耗材的浪费有所减少，学生素养

得到较大的提升。

1．实训室管理文件的“5S”管理

定期清理实训室文件资料，对旧资料按分类存

入学院仓库，对使用中的资料制作文件索引目录并

按类别编号存入文件柜。与此同时，要求所属的教

研室及相关教师对每一个下属的实训室编写《实训

室规程》及《“5S”管理办法》，将此两项印刷制

作成宣传板，悬挂于墙上醒目位置；要求实验员对

每台设备仪器撰写操作流程并张贴在仪器旁的醒目

位置，以便教师学生查阅和使用。

2．实训环境的“5S”管理

制定实训室卫生清洁制度，要求学生按规定着

装整洁，按提前安排的分组进入工位进行实训，实

训前各小组学生要清点各种所需工具和元器件，实

训结束后要求学生清洁工位环境，检查使用过的设

备有无异常以便及时维修，清点工具和元器件有无

损毁和丢失，并统一整齐摆放。还要对实训室环境

卫生及实训中产生的废弃物进行彻底清除，以此增

强学生的主人翁意识和环保意识。

3．设备及耗材的“5S”管理

要求实验员定期检查设备，确定正常使用、

降级使用、送去维修、申请报废的设备，并且要

按照使用频繁程度对元器件分拣，对频繁使用、

可能要用、偶尔使用的元器件分别放置、定点摆

放，设备仪器的使用规程和操作流程粘贴或摆放

在仪器旁边的醒目位置。对耗材建立台账，登记

造册，以便查询。

4．人员的“5S”管理

实训室的主要人员为实训指导教师、实验员和

学生。在实训指导教师编写实训任务时，将“5S”
撰写其中，并在前期辅导实训内容时一并向学生讲

解“5S”的管理理念，对学生言传身教，树立良好

榜样。通过这样的方式，学生在实训前认真准备、

熟悉实训内容；在实训时仪表整洁、团结协作、操

作规范、态度认真；实训结束后，学生认真清理工

作台及实训室卫生，并填写相关记录。学生学习态

度明显改观，工作素养明显提高。

六、高职院校机电类实训室开展“5S”管理

应注意的问题

“5S”是一个相互独立又密切联系的整体。整

理是整顿的前提，而整理、整顿的效果又靠清扫

来体现；清洁是对前期整理、整顿、清扫的规范

化、标准化、常态化；素养是所有工作的目的和

落脚点，所有工作都是为了提高人员素质，以此

确保工作环境整洁和谐，所有人员在工作中规范

有序、安全高效、厉行节约，从而形成一个干净

整齐、低耗高效、忠诚度高、凝聚力强的良性的

循环。

开展“5S”活动时，首先，要端正对“5S”
的认识，从管理层面认可“5S”的重要性；要从

思想深处认识到“5S”管理的最终目标是提升人

的品质，促使师生养成做事认真、讲究程序、文

明礼貌的习惯，最终凝聚团队的思想和精神。其

次，要在师生层面广泛宣传，通过各种渠道推广

普及，并将其作为与日常教学同等重要的一项工

作来促进。最后，要建立长效机制，将“5S”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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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日常教学管理工作中。

总之，“5S”管理法是一种现代管理理念，运

用“5S”管理，高职院校不仅可以提升实验室内

涵建设，还可以密切配合“教学工厂”和“项目

化教学”的教育改革，将生产实际与教学内容高

度结合，实实在在地做到既教书又育人，将素质

教育落到实处，最终培养出“高素质+高技能”的

应用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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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Teaching Quality Guarantee of Creative Design Specialty in British Vocational Colleges
—Taking British Doncaster College as an Example

SONG Tian-xia
(Rizhao Polytechnic, Rizhao 276826, China)

Abstract: The quality consciousnes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Britain is very strong, and quality guarantee system is perfect, with
characteristics of combination of inside and outside, evaluation of teaching and manage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udents, and fo⁃
cus on developmental evaluation, etc. Teaching quality guarantee of creative design specialty is mainly controlled by self-assess⁃
ment report and quality improvement plan. The assessment content and standard are very clear, while evaluation results are rigid and
humanized processing to focus on quality improvement. Through establishing the assessment system of teaching quality guarantee
participated by multi parties, the internal quality guarantee mechanism and the external quality evaluation mechanism are formed
and assessment ways of continuity and diversity are applied to guarantee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Key words: quality guarantee; self-assessment report; quality improvement plan; creativ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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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学生能力为导向的英语多元化考核评价方式

赵宇佳

（天津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天津 300000）

摘 要：目前，大部分高职英语课程采用期末笔试的终结性考核方式，内容比较片面，形式比较单

一，制约了学生的英语学习。以多元智能理论为出发点，提出多元化、模块化的高职英语考核评价方式，

希望在评价内容、评价形式和评价主体上进行改革，探索出一条高职英语考核评价的新模式，全面提高学

生的英语语言运用能力和综合职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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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赵宇佳（1983—），女，天津市人，天津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公共基础部，讲师，硕士。

一、高职英语考核评价方式现状

目前高职英语考核方式中存在诸多问题，这

些问题主要表现在重知识轻能力，重笔试轻实

操，重结果轻过程，以及重他评轻自评。

1．考核内容过于片面

目前的高职英语考核内容，仅局限于课本中

的纯理论知识，忽视了学生的语言实践能力和综

合素质。为了通过考试，学生依靠死记硬背，不

能真正灵活地运用语言知识。同时，也会挫伤学

生学习的积极性，磨灭学生的创造力。

2．考核形式过于单一

目前的高职英语考核大多采用闭卷笔试考

试，而很少涉及不易操作的听力考试、口语考

试、操作考试和开卷考试。这样单一的考试形式

必定会造成学生只具备单一的应试能力，而缺乏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3．过度重视终结性评价，而忽视形成性评价

目前的高职英语考核，只重视最后的期末考

试，忽略了对学生平时学习的过程考核和对学生学

习态度的情感评价。这种考核方式造成学生只重期

末不重平时，只重结果不重过程，只重分数不重能

力，久而久之，必将导致学生英语水平低下。

4．过度重视教师评价，而忽视学生自评互评

目前的高职英语考核大多采取教师评价的方

式。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却不是评价的主体，这

使得本就缺乏主动性的高职学生学习起来更加被

动，失去了评价中自我监督、自我管理的作用。

同时，缺乏学生参与的评价结果也存在不全面、

不准确的弊端。

二、多元化考核评价的理论基础

多元化考核评价的理论基础是美国当代著名

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霍华德·加德纳 （Howard
Gardner）博士提出的多元智能理论。多元智能包

括语言智能、数理逻辑智能、视觉空间智能、肢

体运动智能、音乐智能、人际交往智能、自我认

识智能和自然观察智能八项智能。加德纳认为人

的智力结构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不能过分

强调某一智能而忽略其他智能。同时，在正常条

件下，只要有适当的外界刺激和个人的自身努

力，每一个人都能够加强自己的任何一项智能。

要注意，不同的个体可能适应于不同的学习方式

和评价方式，个体差异确实存在于考核评价过程

之中，单一的考核评价方式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很难全面评估一个学生的学习水平和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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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高职英语教学应该树立多元化的评价观，

采取多元化的考核评价方式。多元化考核评价方

式是指采用不同的考核评价手段，对学生进行综

合、全面的过程性评价，并借此来培养学生的学习

主动性和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英语语言综合运用

能力，发展学生的发散思维、创造思维和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能力，促进学生的综合智能发展。

三、多元化考核评价的实际应用

多元化考核评价方式是高职英语考核评价的

改革方向，需要应用于考核评价的方方面面。首

先，在考核内容和考核形式上，要摆脱过去片面

单一的局面，采用模块式的多元化考核评价。将

高职英语的考核评价分为听、说、读、写四个模

块，分为形成性考核和终结性考核，针对不同智

能设置多元化的考核内容和考核方式。

1．听的多元化考核评价

（1） 题型选择。可减少客观题，增加主观

题。减少选择题或增加可有效避免学生成绩中猜

的成分。或增加主观题，可提高学生的语言综合

能力，同时主观题不应该仅局限于听词填空，应

该向听句子填空、以及总结性、推理性题型发

展，这样有利于培养学生的逻辑智能。

（2）内容选择。目前的听力材料主要是日常

生活话题，对高职学生来说，应该增加一些职业

场景话题，突出语言的实用性和交际性。比如，

在机电专业可设置操作机器、维修设备、排查机

器故障等话题，进一步增强学生的职业英语能

力。此外，可选取英文歌曲作为听力试题，设置

成歌词填空形式，或概括歌词大意形式。这样，

既能增加考试的趣味性，又能提高学生的欣赏能

力和人文修养，促进学生音乐智能的发展。

（3）方式选择。可采用上机方式。上机考试

采取从题库中随机抽题的形式，每位学生作答的

题目不尽相同，这样可以使考核内容更加丰富，

使考试成绩更加公平。此外，建议采用“三次考

试取最高分”的方法。听力考试很大程度上受临

场发挥水平制约，传统的一次性考试很难反应出

学生的真实水平。进行听力上机考试时，学生在

规定时间内完成作答并提交答案，由系统自动评

分，如果学生对成绩满意，可结束考试；如果学

生对成绩不满意，还可再参加两次考试，最后在

三次考试中选择最高分作为本次考试的最终成

绩。这样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轻学生的心理压

力，更有效地评估学生的听力水平。

2．说的多元化考核评价

（1）题型选择。可采取由易到难的多元化形

式。采取朗读单词、朗读句子、朗读段落、提问

回答、看图说话、角色扮演、个人演讲等形式。

在朗读单词中，重点考核学生发音是否准确，音

标掌握是否正确；在朗读句子和朗读段落中，重

点考核学生，语调是否自然流畅，重音停顿是否

恰当，意群断句是否合理；在提问回答中，重点

考核学生反应是否迅速，理解是否正确，表达是

否流利；在看图说话中，这里的“图”指图表，

重点考核学生的逻辑分析能力和初级语言组织能

力；在角色扮演中，重点考核学生的中级语言组

织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在个人演讲中，主要考

核学生的高级语言组织能力和演讲表达技巧。这

样的题型递进模式符合学生的学习发展规律，能

够让每一个学生开口说英语，觉得口语学习并不

是那么高不可攀。

除了这些较为传统的考核题型外，还可采用

诸如辩论、电影配音和才艺表演等考核形式，使

学生的综合智能得到更大程度的发挥和展示。在

辩论中，学生分为正反两方，根据给定题目进行

观点陈述、自由辩论和观点总结，能够考查学生

交换信息、提出建议和语言应变能力，并培养学

生共同面对困难的团队合作意识，以及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人际交往智

能。在电影配音中，可备选 30-50个经典电影桥

段，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偏好和擅长自由选择，这

种模式可以极大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挖掘学生

的英语潜能，培养语言智能和音乐智能。在才艺

表演中，学生可以尽情发挥自己的特长，唱英文

歌曲，朗诵英文诗，讲英文笑话，讲英文故事，

说英文绕口令，表演英文话剧，培养学生的语言

智能、肢体运动智能和人际交往智能。这样的考

核评价更加全面、公平。

（2）内容选择。可采取循序渐进的方法。具

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日常生活话题，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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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谈论饮食、购物、观光、气候、运动、节日、

健康、环保、通讯、交通等话题，这部分内容贴

近学生的日常生活，学生较为熟悉，能够实现有

话可说。第二阶段为工作商务话题，涉及求职面

试、邀请客人、接待客人、介绍公司情况、预定

酒店、餐厅点餐等话题，这部分内容可以增强学

生的职场英语能力和语言文化知识。第三阶段为

其他工作话题，比如可为机电专业学生设置与国

外工程师谈论机器设备使用方法，或者查找机器

设备故障的情景，可为计算机专业学生设置与国

外编程员交流游戏设计方案，或者与广告商交流

网页设计问题的情景。这样的考核侧重学生的专

业英语能力、职场沟通能力和职业素养能力，具

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

（3）方式选择。可采取面试和上机考试相结

合。面试是指教师和学生面对面地进行口语考

试，这种考核方式比较接近现实生活中的口语交

流活动，互动性较强，能够考查学生的语言交际

能力和应变能力，同时可以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

素质，提高学生的人际交往智能。不过，这种考

核方式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比较适合小规模考

试。上机考试是指学生根据题目要求和时间要

求，通过耳麦进行录音，在计算机上完成考试。

学生的录音文件被保存在计算机阅卷系统内，考

试结束后，教师根据录音为学生评判成绩。上机

考试能够有效避免学生在面试考核中因紧张而影

响发挥的问题。这种考核方式组织实施效率高，

考试结果可保存和反复提取，适合大规模考试，

因此可在期末考试中采用此种方式。口语考试的

信度和公平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评分人员是否

能够正确评分。所以，在平时测试中，可采用教

师评价、学生互评和学生自评相结合的形式，这

样既可有效避免教师评价的片面性，又可提高学

生的学习参与度，增强学生的自我认知智能。在

期末考试中，考前要对教师进行专门培训，明确

评分标准，保证评价的公正公平。

3．读的多元化考核评价

阅读考核涉及的内容比较宽泛，因此可适当

加大平时考核的分值比例，减少期末考试的分值

比例。

（1）题型选择。在阅读平时考核中，可考虑

采用翻转课堂教学法。采取小组学习方法，将阅

读考核评价分为课前考核评价、课中考核评价和

课后考核评价。在课前考核评价中，教师将教材

中的文章布置给学生，要求学生自学文章中的生

词、短语，掌握发音和含义，在课上由教师进行

检查；要求学生通过网络、图书馆等各种渠道查

找文章的文化背景知识，整理成文字资料，通过

网络提交给教师；要求学生阅读文章，理解文章

的字面含义，课上学生以小组形式讲解文章。这

些课前任务层层递进地考核学生单词、句子、篇

章结构等阅读技能，以教师评价为主。

在课中考核评价中，采用个人学习和小组讨

论相结合的形式，学生对课前学习中存在的问题

进行讨论，同时让学生结合课前查找的文化背景

资料，对文章进行背景层面上的分析、解读，理

解作者的写作态度、写作思路以及文章的中心思

想。学习讨论之后，每个小组选派一名代表阐述

本小组对于文章背景、作者态度的理解，教师和

其他小组的学生要有针对性地进行提问并给出建

议。课中评价采用教师评价与学生互评相结合的

方法。

在课后考核评价中，教师可为学生布置两种

类型的作业考核，一种是能够激发学生高层次思

辨能力的作业，例如：阐释文章中心思想的小论

文、合理续写文章、创意改写文章等，将作业以

纸质形式交给教师。另一种是能够开阔学生眼

界、激发学生想象力的作业，例如：通过微博平

台完成作业并进行交流讨论。师生可以在这个平

台上共同交流心得。这种考核形式能够较好地调

动学生的学习热情，提升学生的语言智能和人际

交往智能。这部分考核以教师评价和学生互评为

主。在阅读期末考核中，可采取主观题型和客观

题型相结合的考核评价方式。除了传统的单项选

择和填空题型外，可考虑增加判断、配对、表

格、简答等灵活题型，以达到全面考核学生对文

章的掌握程度，准确评价学生的阅读思辨能力。

（2）内容选择。除了教材中涉及的主题内容

外，应该从文化性和专业性两个角度来选择用于

考核的文章。在文化性方面，可选取英文报刊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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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上的小文章，比如新闻报道、幽默故事、励志

故事、文化解读等主题。这样可以让学生感受地

道的英语表达，扩大学生的知识面，了解西方文

化和西方思维。在专业性方面，可根据不同专业

选择不同的专业性文章。比如，可为机电专业学

生选择最新科技成果、产品说明书等文章；可为

计算机专业学生选择网络发展、计算机病毒控制

等文章；可为经济管理专业学生选择财经报道、

金融动向等文章。这样可以帮助学生扩大专业词

汇量，将专业知识和英语语言有机联系起来，为

学生今后的专业发展和就业打下一定的基础。

（3）方式选择。可采取笔试和上机相结合的

方式。上机主要用于客观题型考核评价，其优势

是文章的可选范围大，内容丰富，可以拓宽学生

的阅读视野，同时阅卷方便快捷，反馈及时。笔

试主要用于主观题型考核评价。因为上机无法对

较为复杂的主观题型进行判断评分，所以可采取

笔试方式，进行人工阅卷。这种方式有利于考核

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和思维创新能力。

4．写的多元化考核评价

（1）题型选择。主要采取主观题型的考核方

式，考查学生综合运用英语语言能力和逻辑思维

能力。高职英语写作主要是应用文写作，考虑选

择填空形式或整篇写作形式。在平时考核中，可

采取丰富多样的形式。首先，建立网络平台，实

现自评互评。教师在校园网络平台上发布写作题

目和要求，学生在网络平台上作答、提交。采用

学生互评和学生自评的方式进行评价。在学生互

评中，学生之间随机进行评阅，要求每位学生至

少评价6份他人作文。为了强调互评的重要性，可

采取惩罚措施，即如果不进行互评或者互评份数

不够，学生将只能得到实际分数的 50%。在互评

中，学生能够与其他同学交流、互动，通过批改

同伴的作业，发现自身的不足，取长补短，拓宽

思路，发散思维，提高自我反思能力，在与同伴

的交流中构建起自己的知识体系，提升自己的写

作能力，这符合“建构主义理论”和“合作学习

理论”。在学生自评中，学生不断认识自我、提高

自我，可以帮助学生养成修正自身写作的良好习

惯。学生互评自评，使学生积极参与到评价过程

中，成为评价的主体，成为学习的主人，有效地

提高了学生自我认识智能，极大地提升了学生的

学习主动性和学习效能。

其次，建立QQ写作空间评价。教师可不定期

布置写作作业，要求每位学生完成并发表在自己

的QQ空间上。学生之间互相阅读QQ空间，在写

作作业下面发表评论，说明这篇作文的优点和缺

点。教师根据学生的作业情况以及参与评论情况

进行综合评价。通过QQ写作空间评价，学生可以

集思广益，有效互动，深入探讨写作问题，在不

知不觉中提高写作水平。

最后，建立学生写作档案袋评价。教师要求

每位学生每个学期建立一个“学生写作档案袋”。

在档案袋里要放入学生一个学期的所有写作作业

（原稿、修改稿、同伴评价）、写作学习心得和写

作学习体会。学期结束后，教师对“学生写作档

案袋”进行评价，主要考核学生的学习态度、努

力程度和进步程度。“写作档案袋评价”客观记录

了学生写作的全过程，是过程性考核评价的充分

体现，有利于及时总结经验，进行自我反思，调

整学习计划，从而提高学生的自我认知智能和逻

辑智能。

（2）内容选择。高职写作主要包括信件、通

知、留言、名片、广告等应用文写作。在考核

上，要注重内容的全面性，可考虑增加平时考核

比例。在学生未来工作中，用到商务往来信函的

机会很大，因此可侧重考查商务信函写作，可在

平时考核中安排小组任务式的商务信函写作。教

师设置一个具体的贸易流程，包括：建立贸易关

系信函、询盘信函、报盘信函、还盘信函等，模

拟真实的贸易环境，采用实战演练形式，让学生

撰写英文商务信函，并且通过电子邮件收发英文

商务信函，由教师对小组的整体情况进行评价。

这种考核不仅锻炼了学生的实操能力，而且培养

了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提高了学生的人际交往

智能。

（3）方式选择。采用笔试与上机相结合，人

工评阅和计算机评阅相结合。写作考核涉及语法

知识、遣词造句、逻辑结构等很多方面，采用人

工评阅能够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准确性高，但是

-- 94



高等职业教育—天津职业大学学报第 25 卷第 2 期 Apr.20,No.2
评阅工作量大，批改时间长。而计算机评阅具有

评阅时间短，可为学生及时提供反馈的优点，不

过计算机评阅只是一个简单的评分机制，是基于

人工评阅的大量作文语料库建立起来的评分模

型，只能对文章的平均句长、词汇出现频率等表

面语言特征进行分析评价。所以，考虑在期末考

试中采用人工评阅方式，在平时考核中采用人工

评阅和计算机评阅相结合方式，提高效率。在平

时考核中，人工阅卷可采用教师评价、学生互评

和学生自评相结合，提高评价的准确性和全面性。

四、结语

考核评价是教学活动中极其重要的一环。多

元化考核评价为学生提供了一个丰富的舞台，展

示个性，增强信心，提高能力。在多元化考核评

价中，学生成为了评价的主体，有效提高了学生

的自我认知能力和主观能动性。当然，多元化考

核评价目前还不完善，需要英语教师不断进行总

结和反思，根据教学内容要求和企业岗位需求，

及时调整考核评价方案，全方位实施多层次、发

展性、个性化的考核评价，推动高职英语教学的

不断改革，促进学生多元智能的协调发展，全面

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职业能力与创新能力。

[责任编辑：刘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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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Diversified Assessment Methods Oriented by Students’Abilities
ZHAO Yu-jia

(Tianjin Vocational College of Mechanics and Electricity, Tianjin 300000, China)
Abstract: At present, most of the higher vocational English courses adopt the final written assessments. The content is one-sided
and the form is single, which seriously restricts the students' English learning development. Therefor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multi⁃
ple intelligences, the diversified and modular assessments are put forward, and the contents, forms and subjects of assessments
should be reformed. A new model of higher vocational English assessments is explored to overall improve the students' English ap⁃
plication ability and comprehensive vocational ability.
Key words: higher vocational English; assessments; ability; diversity; modular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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