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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内涵发展的高职院校文化建设研究

周建松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摘 要：当前，我国高职教育进入内涵发展的新阶段。在高职院校内涵发展诸多要素中，文化建设是一项

十分重要的内容。在分析高职院校文化建设的内容和结构的基础上，分析高职院校文化建设的作用及其机理，

并以浙江金融职业学院为例，提出基于共性特点和个性特质的高职院校文化建设路径。

关键词：高职院校；内涵发展；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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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在中国古代就有“以文教化”，“以文化

人”之意，表示对知识的积累、性情的陶冶、品德

的教养。高等职业教育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新类

型，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摸索和探索，逐渐从无

到有、从小到大，成为推进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

重要载体和主要抓手，成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

分，成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环节，已初具规

模。据统计，截止2015年，我国的高等职业院校已

达 1341所，在校生规模已达 1048万，占高等教育

的 41.2%，其院校数量更是超过了普通高等教育。

因此，高职教育被誉为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同

时，从生源等多方面条件看，规模扩张已不太可

能。在这些背景下，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如何建

设、如何发展，必须进行认真思考，不失时机地推

进内涵发展和质量提升，应当是正确的选择。而在

内涵发展诸多要素中，文化建设是一个十分重要而

又不可或缺的内容。

一、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新阶段与文化建设

我国高等教育经过三十多年尤其是新世纪以

来的大发展，无论从事物发展本身规律，还是发

展条件而言，都应该也必须进入内涵发展阶段，

其原因在于：

1．国家关于高等职业教育的大政方针已经清

晰明了，这为内涵发展提供了前提

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起步于上世纪八十年代

初，从短期职业大学起步，期间经过了“三不一

高”（即不发统一内芯的毕业证书，不转户籍关

系，不包分配和较高学费收费上学），甚至经历了

被改革、被调整、被整顿的折腾。上世纪九十年

代初，国家开始明确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政策，

逐渐明确以“三改一补”（即改革高等专科学校、

改革成人高校、改革短期职业大学）及符合条件

的中专学校作为补充，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真正迎

来大的发展。而世纪之交的中国推进高等教育大

众化的政策和教育部下放专科层次高等职业院校

设置审批权，使高等职业教育在我国得到了快速

而迅猛的发展，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类型和重要力

量，国务院和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也采取了有

力措施加以持续推进。在这过程中，国务院先后

召开多次全国性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出台相关决

定，发布相关文件，明确了大力发展，加快发展

的方针，明确高等职业教育为我国高等教育的一

个类型，明确普职大体相当，明确构建现代职业

教育体系。所有这一切，都明确了我国高等职业

教育的方针政策并基本定论，这为我们探索规

律、打造特色、提升质量创造了有利条件和极大

可能。

2．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种种条件，决定了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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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内涵发展的必要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施高等教育连年扩招

政策，特别是世纪之交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政策，

更使我国的高等教育得到空前大发展，高等教育

的毛入学率迅速从10%左右上升到40%多，一些发

达省份已达到甚至超过50%，进入普及化阶段，高

考招生录取率更接近90%甚至更高。这就形成了我

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几种情形：一是学校教育教学

及后勤保障条件已经饱和甚至超负荷，教师和教

室等资源相对紧张，难以再扩大；二是中班、大

班教学已成常态，小班教学、分类培养、个性教

学事实上成为不可能；三是从生源等具体情况

看，高等教育再扩招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一些

地区如江苏、湖北等出现了部分学校零投档等新

现象。正因为这样，无论从外部可能条件和自身

资源要素等分析，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从总体上

应该从外延发展转向内涵发展，必须研究如何优

化结构，提高质量；必须进入内涵发展新常态。

3．抓好以文化建设等为主要内容的内涵建设

是一项系统工程

高等职业教育从外延发展转入内涵发展是一

项革命性的变革，关系到教育思想、教育观念、

管理理念等一系列的变化和调整，包含十分丰富

的内容，如：专业结构的优化和专业建设水平的

提升，特别是特色专业和专业特色的凝炼和形

成；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能力的提升，特别是以

“落地式”应用型研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及中小

企业技术和产品开发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服务，应

该有进一步的加强和提高；教师队伍特别是青年

教师的培训和“双师”结构教学团队的建设必须

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校企合作体制机制应该从

框架协议进入到具体深入阶段并有更加深入的成

效；学校的文化建设无论是从类型特色打造还是

学校文化育人等视角都应该有更加扎实的成果。

也就是说，包括文化建设在内的系统工程必须有

进一步的加强和推进。

4．重视和加强学校文化建设是学校内涵建设需要

当今时代，文化越来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

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

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因

此，学校在内涵发展时期，必须重视和加强文化

建设。正因为这样：学校文化是学校的生命基

因，作为一个有机体，学校的发展状态和生命周

期往往是由基因决定的，需要把好的文化传统定

格、传承下去。学校文化是一种管理方式，在学

校这座巨大冰山中，文化是根基，其他才是有形

的管理，文化在管理中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学

校文化是学校品牌和形象的灵魂，决定了学校的

特色、地位及社会影响力，必须始终重视和加

强。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更是学校的竞争力所

在，而文化既是软实力也是硬实力，在竞争发展

中意义重大，作用明显，因此，必须正确理解、

科学把握。

二、正确把握高职院校文化建设的内容和结构

从广义看，文化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物质财

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具体来讲，人们对文化的

理解各有不同，不同视角也有不同理解和认识。

高等职业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人

们一般从高等教育即大学文化着手，分析文化建

设的内容和结构。

1．大学文化及其引领作用

大学文化是大学人在长期教育和办学实践过

程中形成的理想追求，遵循准则、思维方式和行

为习惯，以及蕴涵在物质成果中的理念与意境。

站在不同的角度，人们对此也有不同的分类，有

二分法、三分法、四分法、五分法等。二分法是

指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这比较少见；三分法指

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赞同这种分类

的专家学者不少；四分法是物质文化、精神文

化、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赞同这种分类的也比

较多；五分法是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

化、行为文化和活动文化，但这比较少见，一般

而言，采用四分法的比较普遍。

大学精神文化是大学文化的内涵和最高表现

形式，是大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独特气

质和价值规范体系，具体表现在大学的办学理念

和价值追求等，具有凝聚、激励、导向和保障作

用，属于最高层次的文化。

大学制度文化是大学在办学和发展过程中一系

列权利、义务及责任的综合，是大学存在和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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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规则，同时也表现为大学在长期的发展和实

践中形成的观念、习惯等等，一方面，它约束着大

学的行为，另一方面，也为大学发展提供保障。

大学的物质文化是大学和大学精神文化存在

的物质基础，是大学文化的物质形态和综合实力

的重要标志，它主要是指办学条件，也包括所积

累起来的办学成果，也是大学实力的重要的最为

显性的体现和标志。

大学的行为文化是大学师生员工在教育教学、

科学研究、学术交流、学习生活、文化活动中所表

现出来的精神状态，行为操守和文化品位，具体又

包括教师、管理服务人员及学生的行为。

一般而言，从结构分析看，大学文化应包括

这样几个方面，当然这四者之间又是联系的、相

互影响的。

2．学校文化建设的相关概念研究

（1）校园文化与文化校园。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经常会碰到这样一组概念即校园文化和文化

校园，有人认为，它们不必加以细分，我们认

为，它们两者之间还是值得区分的，校园文化强

调的更多是一种文化活动，而文化校园更多强调

的是一种文化氛围；校园文化讲的是局部的某个

具体内容，而文化校园是带有全局和整体性的文

化行为；校园文化可以说是一种现象，一种并不

成熟的状态，而文化校园则是学校文化过程中相

对稳定的形态和理想状态，从校园文化到文化校

园有一个较长的建设过程，有一个系统和整体的

推进，是人财物和思想行为的综合和提升。

（2）校园文化和学校文化。我们认为，学校

文化和校园文化既有联系，也有差异，学校文化

是一个学校长期办学实践过程中形成的独特价值

观、信仰信念、历史思维、行为方式、语言环境

等特质和风范，也广泛体现在物质、精神、制度

和行为之中，而校园文化则是校园环境建设和校

园活动中所体现出来的风尚与氛围，有时候，校

园文化更与第二课堂紧密相联。

（3）职教文化与大学文化。高等职业教育既

具高教性又具职教性，既是高等教育的一个类

型，也是职业教育的一个层次，这种双重属性，

决定和影响着其文化特征和文化建设要求。作为

高教属性，它必然在继承大学文化传统，以大学

精神为引领；作为职教性，它又必须有职业化氛

围，体现产业文化、企业文化和行为文化的特

质。正因为这样，大学精神引领和职业文化融

合，会构成高职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4）类型文化与学校文化。高等职业教育作

为高等教育的一个类型，它具有高等教育的一般

特征，要遵循高等教育的一般规律，与此同时，

它作为一个特殊的新类型，也具有自己的特质。

被誉为半壁江山的高等职业教育，在规模上取得

发展和突破后，必然要形成自身的文化，这就是

类型特色文化，它是高职教育的共性，体现了高

等教育与职业教育的结合，有了这样的文化，高

职教育才会自尊、自信、自律、自强，才会实现

可持续。而学校文化又是基于高等职业教育类型

特征基础上的个性化探索，与学校的区位特征、

行业背景、历史积淀有关，是进一步具体化，这

也是需要各个学校努力探索和实践的。

我们研究高职院校文化建设，应当关注宏

观、着眼微观，关注类型、着眼自身，积极践

行，努力创新。而立足学校研究文化建设似乎更

有意义。

三、充分认识高职院校文化建设的作用及其

机理

1．从学校文化建设的形成分析

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形态，高职院校的

文化建设也有其形成规律，其大致轨迹如下：

（1）高职院校文化是长期办学过程中积淀而

逐渐形成的。尽管从名称上看，高等职业教育发

展时间不长，但树有根、水有源，高等职业院校

大多有其前身，一代又一代教师和学生长期积累

形成的习惯、经验，都为今天的文化建设提供了

实践经验，并成为重要依据。正因为这样，我们

需要追根溯源，尽管高职院校大多经历了迁校、

合并，经过停办、升格，但文脉是相通的，也是

割不断的。

（2）高职院校文化是由高职院校人积淀创造

的。正因为这样，有人说，文化是环境、是历

史，更是事件、是故事，特别是人、事件和事的

综合和结合，尤其是一些学术大师的远见卓识和

-- 5



高等职业教育—天津职业大学学报第 25 卷第４期 Aug.20,No.4
先进的办学理念，往往上升为文化，形成为文化

和传统。因此，我们必须尊重人，必须重续昨天

故事。

（3）高职院校的文化是以专业和知识为基础

的。专业是我国高职教育存在的基础和土壤，这

是区别了其他社会组织的一个根本特征，从这一

点出发，高职院校的文化往往会呈现出育人为

本、探索真理、服务社会、追求卓越等特点。

（4）关键（重要）人物的价值观可能会对院

校文化产生重大作用。作为唯物论者，我们必须

承认人民群众尤其是广大师生创造文化，但我们

也必须看到，在一所学校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

名人包括知名专家、主要领导人的价值观念，有

时会起着重要的乃至决定性的作用，中国如此、

外国如此，过去如此、今后也如此。

（5）学习交流也是高职院校文化形成和发展

的助推力量。当今社会是一个开放社会，学习交

流不仅对事业的发展作用，更对文化的形成和发

展作用巨大，文化既具有国际性，又具有区域

性、行业性、本土性，交流和交互十分重要，学

习借鉴更有意义。因此，我们在研究文化建设过

程中，必须重视学习交流的作用，在相互学习交

流中提升和推动文化建设，促进文化发展和繁荣。

2．高职院校文化建设的作用表现

文化建设既是内涵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高

职院校推进发展的重要力量，主要表现在：

（1）文化增强自信。一所高职院校探索形成

和积累文化以后，为师生共同遵守和执行，并渗

透到学校发展和运行的方方面面，有利于增强大

家的认同感、自豪感和自信心，从而有利于更加

同心同德的创新创业，推动学校各项事业持续健

康发展。

（2）文化彰显特色。一所高职院校形成什么

样的文化物质，既与历史发展有关，也与人物贡

献有关，但一个学校的文化尤其是高职院校的文

化与地域和行业密切相关，如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以下简称“学院”）的诚信文化、浙江建设职业

技术学院的鲁班文化就具有十分明显的行业特

征，所到之处、所见之事、所阅之人，明显有其

特色和特征，便于传承和创新，它有利于学校特

色化发展。

（3） 文化推动育人。文化建设本身也是手

段，学校是一个文化组织，更是一个育人机构，

文化建设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育人。因此，一方

水土养育一方人，用在文化建设上，就是有什么

样的文化就培养什么样的人，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的毕业生以“动手能力强、岗位适应快、实践水

平高”而享誉业界，就是传承的结果，也是文化

育人的成效。

（4） 文化促进发展。一个学校的发展和壮

大，需要强大的硬实力，更需要足够的软实力，

关键时候需要巧实力。一般而言，文化属于软实

力的范畴，但软实力有时候尤其是关键时候会变

成硬实力，对事物的运行和发展起支撑乃至决定

性作用，它关系到人们的精气神，关系到人们能

否克服困难、战胜困难、争取胜利。

（5）文化铸就品牌。一个学校的文化既是特

色和特征。世界品牌显示，在某种意义上文化就

是品牌，如学院的校友文化品牌，浙江经济职业

技术学院的诗教品牌，浙江金融职业、浙江商业

职业技术学院的创业教育品牌等等。

3．重视发挥各类主体在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文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需要众人拾

柴，需要众志成城，但各类主体在文化形成和发

展中确实具有不同的作用。

（1）校长（领导者）的作用。学校领导人在

文化建设中的作用从不同角度可以有不同表现和

作用方式，在初创时期是奠基者，在发展时期是

引领者，它可以通过个人影响力和组织影响力发

挥双重作用，尤其是其个人思想和信念、人格魅

力、道德品行的作用不可低估。

（2）学校教师。一般而言，大学教师具有三

重角色，因而也具有三重文化功效；作为知识分

子，具有人文情怀，作为专家学者，他研究文

化，作为人民教师，他引领文化。大学教师在文

化建设中的作用，也有特殊的方面，如官本位文

化，功利主义文化，那是不良文化，而优秀文化

的独特的人格魅力，则具有重要引领作用，我们

必须研究。

（3）学生和校友。学生和校友是学校最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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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重要的主体，我们往往忽视其作用，其实，一所

学校的文化最终是由学生和校友所积累起来的，也

是由一届又一届学生提升起来并不断传承下来的，

而社会对一所学校文化的认识往往也是从学生和校

友身上发现的，对此，我们应予以重视。

四、基于共性特点和个性特质的高职院校文

化建设实践

高职院校文化建设既是一个整体，体现类型

特色，同时又是一个个个体所组成，具有鲜明的

院校特色，促进了高职文化建设的整体繁荣。浙

江金融职业学院作为全国首批国家示范性高等职

业院校，作为全国高职首次文化建设论坛的发起

和组织单位，在这一领域做了一些努力和探索，

也取得了一些成效。

1．早动手，有序推进文化建设

学院坚持传承和创新的结合，在探索学校事

业发展过程中，坚持学校建设发展与文化建设同

步同行。在学校历史发展进程中，大家认为，学

院名为金融、历史在金融、情在金融、成果在金

融，因此，在文化建设中必须做足金融这一金字

招牌，并充分彰显其特点。早在 2001年建校之

初，就着力学校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办第一流

高职、建有特色品牌、创示范性院校”。在2002年
规划建设新校区时，就研究提出要把代表金融品

格的诚信要素充分体现，把学校办学最为显性的

成果充分体现，并把金融文化做足做透。2003年

新校区建设，学校就把构建有特色的文化校园，

诚信、金融、校友三维文化进一步布局和外显，

概括为：每一个重要地方都现诚信要素、每一幢

建筑都体现金融风骨，每一个景观都体现校友烙

印，形成诚信、金融、校友三维文化缩影的校

园。2005年，学院结合建校三十周年，充分发挥

金融行业、广大校友和社会各界力量，推动具有

三维文化特色的校园基本建成。

2．早培育，创新培育文化品牌

文化建设有了规模后，学校抓住各种时机进

行文化建设，结合学校特点进行文化品牌培育，

建立了文化建设领导小组和文化建设指导委员

会，设立了文化建设处，统筹研究学校文化建设

工作。当时，恰逢教育部和中共浙江省委推出文

化建设品牌评比活动，学校坚持硬件建设和软件

建设一起，文化活动和文化育人一起做，先后把

金手指工程（代表金融文化），诚意铸诚信（代表

诚信文化）（校友文化与高职发展）（代表校友文

化） 作为文化品牌来建设和打造，经过几年努

力，三项文化活动先后被省委教育工委和教育部

评为优秀文化品牌，使文化建设和文化品牌有机

呈现。

3．早领悟，积极推进三维文化育人活动

在文化建设和文化品牌建设的同时，学校充

分发挥文化建设的积极功效，深刻把握高职院校

主要任务是立德树人的要求，及时把成果转化为

育人载体和路径。2007年，学校党委下发《全面

构建三维文化育人体系的若干意见》，强调诚信文

化重精神塑造，是育人体系之精髓；金融文化重

职业养成，是育人体系之主干；校友文化重职场

发展，是育人体系之天地，三维文化既有交融、

又有互动，共同推进育人工作全面发展。这几

年，学校结合中央提出的涵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要求，结合全面加强素质教育和创新创业教

育的要求，通过创设明理学院、淑女学院、银领

学院，结合一二三课堂建设，适时提出“品德优

化、专业深化、技能强化、形象美化”的四个化

的要求，全面实施学生千日成长工程，有力地推

动了三维育人体系的完善和工作的深化，文化育

人进一步巩固和深入。去年，学校列入浙江省文

化校园建设首批试点单位，学校抓住有利时机，

正在全力打造文化校园，大力推进文化育人向纵

深发展。

4．多硕果，文化建设促进和推动了学校品牌

发展

学院早谋划早启动学校文化建设，组织召开

全国性文化建设论坛，不仅使学校文化建设成为

自觉，而且也带动了全国高职战线文化建设的开

展，更为重要的，对学校自身建设和品牌发展产

生了巨大推动力。

（1）文化育人成果显著。由于文化建设和文

化育人巨大功效，十多年来，学校招生考分均为

全省第一，促进了优质生源加盟。通过三维文化

培育，学生品行端正、学业进步、素质提升，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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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率达99%以上，就业率达98%以上，深受用人单

位好评，且毕业生在岗位上捷报频传、发展健

康，为行长摇篮、金融黄埔不断增添光彩。

（2）学校声誉不断美化。近年来，全国高职

各类组织分别推荐学校担任领导职位，学校目前是

全国高职研究会会长单位，全国高职教育工作委员

会主任委员单位，浙江省高职教育研究会理事长单

位，浙江省高职党建研究会会长单位，全国高职院

校当中，约有600余所学校前来学校交流参观和取

经，彰显了在全国高职教育界的巨大声誉。

（3）学校品牌发展顺利。学校积极践行办特

色鲜明、人民满意、师生幸福的宗旨，积极构建

行业、校友、集团共生态办学模式，全面推进高

品质幸福金院建设，先后被评为全国职业教育先

进单位，浙江省劳动模范集体，全国高等教育就

业竞争力 50强等一大批荣誉，学院教师在各类教

学、科研评比中频频获奖，进一步丰富和提升了

学校品牌，彰显了中国高等职业教育的魅力。

应该说，高职院校的文化建设才刚刚起步，

与历史悠久的大学校相比差距不小，与半壁江山

的规模发展状况相比急需努力，尤其是如何从物

质、精神、制度、行为为主要结构内容的文化建

设走向文化育人，从落小落细落实的要求推动教

室、寝室、教学等文化的系列化、精细化，更需

要进一步花大力气，而从文化建设到文化育人再

到文化治校，需要长期不懈努力。

[责任编辑：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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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Based
on the Connotatio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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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At present, China's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in a new stage of connotation development. Cultural construction is a
very important part of the so many elements in the connotation develop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ontent and the structure of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effect and the mechanism
of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aking Zhejiang Financial College as an example,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path of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on the basis of common characteristics and unique tra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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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型与升级，

技术技能型人才结构性短缺或不足，已成为制约

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为了培养现代企业急

需的应用技术人才，国家正积极推动校企合作、

产教融合的深入发展。《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

展规划纲要（2010-2020）》第六章第15条明确提

出：“建立健全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

办学机制，制定促进校企合作办学法规，推进校

企合作制度化。”目前，我国校企合作已取得了初

步的成果，2014年在全国职教工作会议上通过的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明确

指出：“近年来，我国职业教育事业快速发展，体

系建设稳步推进，培养培训了大批中高级技能型

人才，为提高劳动者素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

促进就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据《2015年中国高等

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 显示，在产教融合方

面高职院校合作企业近16万家，校均超过120家。

但是，校企合作仍未进入深度融合的阶段，

在合作过程中依旧存在着诸多的制约因素。如：

校企合作中的“壁炉现象”（校企合作中校“热”

企“冷”的现象）依然比较普遍，校企双方想实

现深度合作困难重重。笔者试图用新制度经济学

中的制度变迁理论对校企合作的影响因素进行分

析，并提出构建职业教育校企合作长效机制的相

应策略。

一、新制度经济学及核心概念解读

1．新制度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的概念是由威廉姆森（Williamson）最先提出，简

单地讲，就是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制度的经济

学，主要包括组织和组织的治理两方面的内容。

主要代表人物为罗纳德·哈里·科斯（Ronald H.Coa⁃
se）和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North）。新制度经

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制度、经济活动以及他们

之间的相互关系。诺思认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目

标是研究制度演进背景下人们如何在现实中做出

决定和这些决定又如何改变世界。”新制度经济学

的主要贡献在于：强调了制度因素在社会经济中

的重要性及作用，认为制度短缺或制度供给的落

后同样会制约经济的发展；制度具有资产专用

型，制度的短缺无法用其他要素代替；修正了新

古典经济学对人的假设，认为现实的人并非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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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人，现实的人具有两大特点：人的有限理

性和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引入了交易费用、

产权、制度、组织等理论解释经济发展和制度变

迁中的许多问题。交易成本指的是协商谈判和履

行协议所需的各种资源的使用，包括制定谈判策

略所需信息的成本，谈判所花的时间，以及防止

谈判各方欺骗行为的成本。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

和方法不仅对我国经济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也

为教育学研究带来了新的启示。

2．校企合作与长效机制

从广义上讲校企合作是指校企双方根据产业

结构、技术结构、企业发展、市场需求等方面的

需要，共同研究专业设置、培养目标、人才规

格、教学计划、课程和教学内容的安排，以及共

同承担相应的教育管理工作的一种办学模式。但

就其核心内容而言主要是在人才培养、培训中进

行的合作，属于国际上通称的合作教育。只有当

合作双方都缺乏完整的资源来单独开发某一产品

市场时，才会产生合作的欲望，双方会共同寻求

能够实现规模效益、降低交易成本、实现“帕累

托最优”的合作方式。“帕累托最优”是指资源分

配的一种理想状态，假定固有的一群人和可分配

的资源，从一种分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变化

中，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

少一个人变得更好，这就是帕累托改进或帕累托

最优化。帕累托最优的状态就是不可能再有更多

的改进余地的一种资源分配状态。

校企合作包括学校方面和企业方面。就学校

方面而言，校企合作是职业院校谋求自身发展、

实现与市场接轨、大力提高育人质量、有针对性

地为企业培养一线实用型技术人才的重要举措，

旨在让学生在校所学与企业实践有机结合，让学

校和企业的设备、技术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

享，以切实提高育人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提高技

能型人才的培养质量。而就企业层面来说，校企

合作可以充分利用社会的科技力量，利用社会闲

散的知识资源，以求低成本、高效益地发展企业。

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服从程

序和道德、伦理的行为规范，诺思称之为“制度

安排”。机制是使制度能够正常运行并发挥预期功

能的配套制度，它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要有比

较规范、稳定、配套的制度体系；二是要有推动

制度正常运行的“动力源”，即要有出于自身利益

而积极推动和监督制度运行的组织和个体。长效

机制是指能长期保证制度正常运行并发挥预期功

能的制度体系。长效机制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

变的，它必须随着时间、条件的变化而不断丰

富、发展和完善。

二、高等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影响因素解析

1．国家针对校企合作的制度供给严重滞后

诺思认为，国家提供的基本服务是博弈的基

本规则，国家的目的有两个：一是界定形成产权

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使统治者的租金

最大化；二是降低交易费用以使社会产出最大

化，从而使国家税收最大化。诺思研究发现，在

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的产权结构与降低交易费

用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率体制之间，存在着持久

的冲突。这种基本矛盾是导致制度供给落后或无

效率制度长期存在的根源。目前，国家对职业教

育校企合作的制度供给严重滞后，主要是可操作

性政策法规缺失 （签订合作协议缺乏规范文件、

履行协议缺乏监督协调、合作成效缺乏评估、针

对评估结果缺乏奖惩机制等）。2008年，宁波市教

育局关于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调查显示：职业院

校和企业对校企合作的制度环境和公共服务满意

度还比较低；超过70%的学校和企业认为校企合作

缺乏政策引导。（见表1）

这项调查充分说明了国家政策引领和相关制

度建设在推动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中的关键作用。

制度缺失或滞后会直接弱化学校与企业的合作意

向及合作深度，最终导致双方合作失败或者合作

形式化。

2．高职院校的基础服务能力达不到企业要求

依据博弈论，合作博弈（正和博弈）是指参

表1 影响校企合作主要的因素分析

调查对象

合作学校

合作企业

未合作
企业

调查
单位数

30所
47家
39家

缺乏政
策引导

76.7%
70.2%
92.3%

企业利益
得不到保障

40.9%
40.3%
41%

缺乏合作
机制

60%
19.1%
12.8%

缺乏校企
交流平台

45.5%
30.9%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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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者能够联合达成一个具有约束力并且可以强制

执行的协议的博弈类型。参与者达成合作的关键

因素是可转移支付（收益）的存在，即按某种分

配原则，可在联盟内部成员间重新配置资源、分

配收益。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校企合作可视为是一

种正和博弈。合作的前提是合作双方均有优质资

源可用来交换，通过合作的方式进行资源的重新

配置，以期达到“帕累托最优”。2009年，教育部

职业技术教育研究所针对企业合作积极性不高的

现状进行调查，采样135家企业，调查结果见表2。

由表 2可以发现，在 135家被调查企业中超过

50%的企业认为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水平达不到

企业要求；约 18%的企业认为校方对顶岗实习疏

于管理。

青岛市教育局某课题研究发现，职业院校现

行计划的不及时更新导致学生理论知识与实践知

识相脱节，致使企业在安排实习生实践过程中承

受了巨大的压力。

由此可见，学校基础服务能力若无法满足企

业需求，企业在合作中付出的成本和承担的风险

将会远远高于获得的收益。而企业作为最主要的

市场主体，只有在可预期收益大于付出成本时才

会产生合作的动力。因此，学校基础服务能力低

下势必造成校企双方达不成合作关系或合作关系

不稳定。

3．企业自身利益缺乏保障，合作意向不高

企业是以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市场

主体，只有当可预期收益大于付出成本时，才会

产生合作的动力。在校企合作中，企业的付出常

常得不到必要的补偿，再加上第三方利益协调机

制的职能缺失，企业对校企合作的意向往往不

高。通过表2可以看出，在被调查企业中，约43%
的企业认为学生顶岗实习时间与企业安排相冲

突；约50%的企业认为企业在校企合作中的付出得

不到经济补偿；约50%的企业认为安排学生顶岗实

习纳税减免得不到落实；超过50%的企业认为难以

承担学生顶岗实习的安全风险。企业在校企合作

中付出了的成本和努力，可预期的收益却得不到

保障和落实，这必将降低企业下一次参与合作的

动力或者企业将采取“用脚投票”的方式退出合

作。目前，企业利益缺乏保障是职业教育校企合

作中产生“壁炉现象”的重要原因。

四、深化改革构建高职教育校企合作长效机制

依据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国家作为制度的

最大供给者提供高效制度和协调各种利益矛盾是

其重要职责。校企合作长效机制的建立离不开具

有强制力的国家，国家动用强制力建立一套校企

合作的规则才能有效的降低交易成本。校企合作

是职业院校与企业之间的资源共享，是不同领域

的社会主体及经济主体的相互合作，需要宏观调

控，需要公共政策的引导，因此必须发挥政府的

主导作用。政府应在构建校企合作长效机制中发

挥重要的制度设计与供给作用，密切关注机制的

动态变化，及时的查漏补缺，运用行政手段、经

济手段、法律手段推动校企合作深入发展。笔者

认为，国家构建职业教育校企合作长效机制应从

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建立交易成本与风险共担机制

在 《集体行动的逻辑》 中曼瑟尔·奥尔森

（Mancur Olson）从个体角度出发分析为何个人理

性往往不通向集体理性。他把集团中的个人行为

逻辑推广到集团内组织与组织之间、集团与集团

之间的行动分析。在总的利益格局里，每一集团

都不会为增加总利益自愿付出成本和代价，那样

最终得到的利益极其微小，而会千方百计的获取

更大的利益份额。如果将校企合作的成果看成是

一种公共物品，那么学校和企业都会选择在公共

物品的生产上尽量少投入，将自己应付的成本转

嫁到他人身上，尽量多的消费公共物品，即所谓

表2 影响校企合作的主要因素

问题

缺乏落实相关政策的具体措施

企业难以承担学生顶岗实习的安全风险

职业院校人才培养水平达不到企业用人要求

企业在校企合作中的贡献缺乏社会认可

企业在校企合作中的付出得不到经济补偿

企业安排学生顶岗实习的纳税减免得不到落实

校企合作得不到第三方的协调服务

顶岗实习时间与企业安排相冲突

校方对定岗实习疏于管理

其他

肯定的
企数

94
88
69
66
62
62
61
59
24
6

排序

1
2
3
4
5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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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搭便车”行为。“搭便车”行为很容易造成

“社会两难的困境”，即集团中的组织或个人对自

我利益的追求与群体效率之间存在某种张力，并

可能导致合作失败的结果。

为了有效抑制“搭便车”的行为，建立交易

成本和风险共担机制可以从创新校企合作模式入

手。例如，推广股份合作模式，它是指企业投入

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向高职院校投入股份，

成立一个全新的办学实体，双方共同承担责任和

义务。这种模式能有效地解决信息不对称和风险

性带来的问题。校企合作也是一项高风险与高收

益并存的实践活动，在现阶段，建立交易成本与

风险共担的机制，分层次的分解交易成本与风险

也是十分必要的。例如，校企合作的市场研究一

般由企业负责，合作成果的市场适应性成本和风

险应该由企业来承担；技术的研发通常由职业院

校负责，那么技术研发的可行性判断及研发过程

成本及风险应该由职业院校负责。

2．建立第三方协调服务机制

科斯认为在某些条件下，经济的外部性或曰

非效率可以通过当事人的谈判而得到纠正，从而

达到社会效益最大化。建立校企双方第三方协调

服务机制能使学校和企业通过有效沟通和交流建

立起高度信任的关系，形成合作纽带，在一定程

度上自主调节合作关系边界，有效地防治“搭便

车”行为和机会主义的产生，避免双方合作陷入

“囚徒的困境。”在校企合作中，校方不止与一家

企业进行合作，企业也与不同的学校进行合作。

学校与企业两个不同的利益主体进行契约合作，

必须有第三方进行服务、监督和协调，才能保证

减少交易中的合作成本与风险，保证合作顺利进

行。在我国，每年有至少上万所职业院校与几百

万家企业开展合作，如此大规模的实践合作必须

有政府设立的专门服务机构才能保证合作的顺利

开展。

2014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职教工作会议通

过了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

定》，其中第 11条明确提出：“加强行业指导能力

建设，分类制定行业指导政策。”《决定》要求通

过授权委托、购买服务等方式，把适宜行业组织

承担的职责交给行业组织，给予政策支持并强化

服务监管。行业组织要履行好发布行业人才需

求、推进校企合作、参与指导教育教学、开展质

量评价等职责，建立行业人力资源需求预测和就

业状况定期发布制度。校企合作的第三方服务协调

机制应由行业组织负责。充分发挥行业组织的沟通

协调作用，能有效改善信息不对称的现状，增强学

校和企业互相理解和信任，最终促成小企双方形成

良性互动、长期稳定的合作联盟关系。

3．建立产权保障机制

校企合作必然关涉产权问题。科斯认为产权

明晰的社会才是一个经济高效的社会，产权是经

济运行背后的制度基础。有效率的产权应是竞争

性的或排他性的，为此，必须对产权进行明确的

界定，这有助于减少未来的不确定性因素并从而

降低产生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否则，产权不

明将导致合作中“搭便车”现象增加和机会主义

产生，最终导致交易或契约安排不断减少。职业

院校的知识技术成本和预期价值难以确定，企业

投入的资金设备一旦出现危机很难收回，这种不

确定性和风险性会大大增加合作中的交易成本，

削减企业合作动力。若没有对产权的有效保护，

企业会宁可选择做短期固定资本较少的投资而不

去冒长期高投资的风险；学校也会因产权不明晰

对合作持观望态度。因此，建立适当产权保护机

制，是促进校企合作的重要保障。

建立产权保障机制，政府应发挥重要职能。

在正式履行交易契约前，政府应该对学校和企业

准备投入产权进行界定和评估，主要目的是明确

产权归属和评估产权价值，避免合作过程中可能

出现的产权纠纷。界定投入产权归属，能使学校

和企业克服心理障碍，减少对合作的顾虑。

4．健全利益分配机制

剩余价值作为双方合作的结果，那么学校和

企业均有索取剩余价值的权利。校企双方通过合

作将蛋糕做大，接下来便是如何分蛋糕的问题

（这里分配制度将起决定作用）。校企合作的利益

主体涉及到学校、学生和企业三方，必须坚持帕

累托改进原则，即利益相关者权益平衡原则：使

制度安排在为其覆盖下的人们提供利益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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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因此会受到损失，以减少摩擦费用，调动

积极性。校企合作中职业院校可能获得的利益包

括：真实的生产环境、企业提供的奖学金、实习

基地、实训设备等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优质资

源；企业可获得的利益包括：降低用工成本和招

聘成本、缩短技术研发应用周期，获得选聘优秀

毕业生的优先权、提高企业价值等。在市场经济

条件下，职业院校和企业都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

市场主体，学校和企业应该在合作中为实现共同

的利益目标而努力，且对合作成果进行合理公平

的分配。如果任何一方在合作中未能实现预期目

标或者在合作结果的分配上不满意的话将会退出

合作。因此，健全利益分配机制是促进校企合作

的关键。

[责任编辑：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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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Long-term Mechanism of School- Enterprise Cooperation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WANG Yan-hui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4,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China，the shortage of technical and skilled talents has be⁃
come a bottleneck restri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In order to cultivate applied technical talents needed by market,
China actively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According to the root causes of the failure of school-en⁃
terprise cooperation, such as the "fireplace phenomenon" in the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is still abound and lack of long-term
cooperation mechanism,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school-enterprise co⁃
operation are analyzed. The strategies of constructing the long-term mechanism of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are put forward:
establishing transaction cost and risk sharing mechanism; setting up the third party coordination service mechanism; building proper⁃
ty rights protection mechanism and perfecting benefit assignment mechanism.
Key words: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vocational education;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long-term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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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迅猛，培养

了大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为推动社会经济的

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在职业教育发展新形势

下，“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已成为高素质技术技

能人才培养的根本路径，也是高职教育改革与发

展的必由之路。基于这一认识，在政府的推动

下，许多高职院校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探索与

实践。但由于文化、政策、环境等多方面因素影

响，校企合作常常停留在浅层合作层面，这一问

题已成为制约高职教育发展的瓶颈。因此，只有

在分析校企合作现存障碍的基础上，总结归纳出

相应的对策措施，进而构建稳定、长效的校企合

作机制，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校企合作障碍，促成

校企双方深度合作，最终提高技术技能人才的培

养质量。

一、高职院校校企合作障碍剖析

校企合作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学校、企业、学

生及社会多方互利共赢。就高职院校而言，校企

合作是实现高职人才培养模式战略转变、创新发

展的核心环节；于企业而言，校企合作是企业建

立人才储备与自身发展壮大的内在要求。在这一

认识基础上，许多高职院校与企业建立了不同形

式的良好协作关系，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尝试。

但通过调查可以了解到，当前高职院校校企合作

大多属于浅层合作范畴，如何促成校企双方全方

位、多层次的深入合作仍然是困扰高职教育发展

的一大难题。

1．高职院校层面障碍

（1）认识不足、合作意识不强影响校企合作

效果。虽然很多高职院校认识到校企合作的重要

性，并成立了专门机构负责开展校企合作工作。

但在高职院校层面，较多的将校企合作简单地定

位于“学生顶岗实习”、“校外实训基地建设”，对

校企合作的实质内涵认识还不到位；还有部分院

校寄期望于校企共建平台，获得企业在实习实训

岗位、设备及场所等方面的支持，以改变学校教

学设备不足，学生实习实训安排困难的局面。部

分高职院校缺乏双赢认识，仅考虑自身的利益，

忽视企业的合理诉求，单方面的索取往往会挫伤企

业参与校企合作的积极性。在高职院校教师层面，

更多的将校企合作看作是领导与管理层的工作，较

少对校企合作开展系统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缺

乏积极参与的意识。然而，互利共赢是校企合作的

基石，高职院校及教师只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打

破认识上的障碍，正视双方的地位与诉求，认真研

究如何将高职教育的育人功能成功融入企业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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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中，才能使校企合作走得更远。

（2）传统的教学、管理模式无法满足校企合

作要求。以往的高职教育教学模式多由本科教育转

变而来，多以教材为蓝本、以教师为中心，强调知

识的系统性、完整性，对学生岗位技能与职业素养

的培养较少，与企业需求严重脱节。近年来，许多

高职院校着手建构基于工作过程系统化的课程体系

以培养适应市场需要的技术技能人才，学校教育与

企业需求脱节的局面正在扭转。但应当清醒地认识

到，部分院校及专业尚未完成这种转变，建立适应

企业需求的高职教学模式仍是一个迫在眉睫的任

务。此外，实施校企合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对高职

院校教师工作量计算、业绩考核及教学管理等工作

也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受传统办学体制机制的束

缚，高职院校普遍缺乏有效的、可执行的激励制

度，从而使得校企合作变为教师的额外任务，影响

了教师的参与热情。

2．政府、行业组织层面障碍

（1）法律制度不健全，难以为校企合作提供

有力保障。职业教育的发展离不开政策的引导和

公共财政的支持。近年来，我国颁布的职业教育

政策法规文件中均着重强调了校企合作的重要

性，如《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

定》（国发[2014]19号）明确提出要“研究制定促

进校企合作办学有关法规和激励政策，深化产教

融合，鼓励行业和企业举办或参与举办职业教

育，发挥企业重要办学主体作用”。但仅有部分省

市出台了相应的地方性法规，且大都比较宏观，

缺乏具有可操作性的细则。迄今为止，尚无从政

策制度层面明确规定校企合作各方责、权、利的

相关文件。缺乏法律制度的保障，没有具体可行

的政策引导，直接导致校企合作各方责权不清，

在校企合作过程中就容易遇到诸多具体的困难。

（2）行业组织较少参与校企合作指导、评价

工作。校企合作是学校与企业为实现互利共赢，

寻求共同发展而建立的合作模式。应当认识到，

学校与企业毕竟属于两种不同的社会领域，校企

合作过程中双方的利益诉求必然会有所不同，这

就要求有专门的机构来负责校企合作的管理与协

调工作。我国行业众多，不同行业开展校企合作

的模式也不尽相同，依赖某一个行政部门统筹规

划所有行业的校企合作工作并不现实。因此，培

育现有的行业协会组织开展校企合作的指导、评

价及服务工作是一个较为可行的方法。事实上，

在多种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职业教育模式中，行业

组织均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德国的“双元制”

教学模式中，政府负责法律、政策、方针、条例

的制定，而行业协会负责职业培训的具体工作。

在我国，行业组织对于职业教育的参与较少，还

不能独力承担校企合作的指导、监管、评价及服

务工作。

3．企业层面障碍

（1）认识偏差导致企业参与校企合作内在动

力不足。不同类型、规模的企业对于校企合作的

期望也有所差异。大型、知名企业更倾向于和本

科院校开展项目攻关、技术转移等合作。而许多

本应是高职院校合适合作的中小微企业却片面认

为企业的任务就是搞好生产、经营，提高经济效

益，职业教育是高职院校的事情；也有部分企业

认为校企合作过程中共建的学习型组织会造成核

心技术的溢出与外泄，增加知识产权保护的难

度。加之我国的劳动力在较长时间内一直处于买

方市场状态，导致企业参与校企合作、储备人才

的战略思考相对缺乏。

（2）企业的经营特点制约了企业参与的积极

性。教育教学规律从根本上决定了高职院校人才

培养、专业设置及教学计划的长期性与相对稳定

性。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尤其是中小微

企业的发展前景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一旦出现

经营不景气，将导致企业的人才需求剧减，会导

致企业被迫中断校企合作。此外，虽然高职院校

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输送与现代企业吸纳高素质员

工的人才战略高度一致，企业参与校企合作存在

正外部效应，但学生就业选择的不确定性，也制

约了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积极性。

二、促进高职校企合作的对策分析

为实现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目标，高职

教育必须坚持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道路，这已

是当前我国高职教育领域达成的共识。而推进校

企合作持续健康发展，就必须尽快建立“政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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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行业指导”校企合作长效机制。

1．政府及行业组织方面

（1）制定细化、可操作的法规与政策。要建

立校企合作长效机制，不能单纯依靠高职院校与

企业维系的良好合作关系。政府亟需对目前的职

业教育法规进行完善与补充，建立一套细化、可

操作性强的法律法规，从政策制度层面明确校企

合作双方的责、权、利，为校企合作持久、深入

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保证合作主体的多

方共赢。比如，需要在政策法规中明确校企合作

过程中接受合作院校的教师挂职锻炼、学生实习

实训是企业应尽的义务；同时，企业应当自觉维

护学生在企业实习期间技能训练、安全生产等方

面的合法权益。此外，可以通过政策法规形式，

鼓励企业参与校企合作并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

如参与校企合作的企业，可根据接收学生的数量

和消耗原材料及人力成本，享受一定的税收减免

政策；符合条件的校企合作企业，可优先申报国

家、省、市各级科技项目等，这些奖励制度的建

立与落实，能够弥补企业参与合作教育的成本，

吸引企业参与高职人才培养工作。

（2）培育行业协会组织为校企合作提供保障

与服务。我国行业众多，各行各业都有各自的行

业协会，承担着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联接和沟通作

用。但是，我国的行业组织很少介入学校与企业

的合作工作。纵观发达国家的职业教育发展史，

行业组织均在政府的引导下对校企合作的深入开

展起到了关键的组织保障作用，发挥了指导、监

督及评价功能。我国也应当借鉴具有全球影响力

的职业教育模式经验，培育成熟的行业协会组

织，使之成为专门的校企合作管理机构，承担搭

建校企合作平台，发布合作需求信息，制定合作

育人标准等工作，促进校企合作双方共享优质资

源。同时，行业协会可根据政府制定的相关政策

与法规，规范校企合作行为，行使好校企合作工

作管理者的指导、监督与评价职能，使校企合作

走上规范、持续、健康发展的道路。

2．高职院校方面

（1）建立灵活多变的办学机制，为校企合作

保驾护航。在发达国家，企业会主动参与职业教

育，主要原因是劳动力资源相对缺乏及严格的职

业资格准入制度。因而，这些国家在实施校企合

作时，企业会积极参与办学的全过程，包括学校

的管理、师资的培养、教学计划的制定、教学条

件的建设等。而我国的劳动力市场长期处于买方

市场状况，更需要高职院校改变办学机制，从根

本上清除校企合作障碍，提高合作效率。高职院

校的校企合作，不仅是学生面向企业实习工作岗

位的局部性合作，更应是技术技能人才综合职业

能力培养各环节的全方位、深层次合作。因而需

要将企业引入到人才培养的全过程而不是仅仅停

留在实习、就业环节。

（2）构建岗位指向性的教学体系，提高企业

参与校企合作的积极性。高职院校校企合作中，

校企之间最常见、最直接的战略共同点在于高职

教育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目标与企业工作岗

位需求的契合。因此，解决高职教育与企业需求

脱节的问题，是开展校企深度合作的前提，需要

高职院校以最大的诚意邀请企业参与到人才培养

目标、教学计划制定及教学评价等人才培养全过

程，构建开放式教学体系，做到专业培养与产业

需求对接、课程设置与工作岗位对接、课堂教学

与实习实训对接，同时还应当考虑校园文化与企

业文化的融合问题。只有做到全面对接，才能利

用好企业丰富的实践教学资源，突出人才培养的

岗位指向性，避免出现因毕业生综合职业能力不

足达不到企业用人需求，挫伤企业深化校企合作

的积极性。

3．企业方面

（1） 提高认识，积极参与高职人才培养工

作。校企合作难以深化的根本原因在于校企双方

核心价值理念的差异。“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是

现代高校与企业文化的核心。然而，长期以来劳

动力供需之间的不平衡使得企业忽视了校企合作

在培养后备人才方面的作用。有的企业虽然开展

了校企合作，但只停留在局部浅层合作层面，不

愿花费更多的精力与资源参与到高职院校的人才

培养工作中，也没有将校企合作提到人才储备战

略高度。更有些企业看轻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工

作，认为高职院校教学水平与能力不足，校企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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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对企业的发展帮助有限，使得企业与高职院校

之间的尊重与信任受到伤害，导致合作难以深

入。因而，消除认识的偏差，正视高职院校人才

培养优势，寻求利益共同点，是校企合作持续健

康开展的基石。

（2）规范制度，遵循行业组织工作规范。行

业组织是保护企业利益、规范与监督企业行为的

机构。目前，在我国政府的引导下，各个行业正

在逐步建立起行业组织（协会），各个企业在其管

理下，共享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工作的红利，分担

共同育人的社会责任。企业经营以追求盈利为根

本目标。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深度与层次，取决

于校企合作能否为其带来良好的效益。于企业而

言，主要受益点如下：一是能够在校企合作中不

断地获得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二是从国家制定

的校企合作优惠政策中获利；三是可以依托高职

院校的教学资源，降低员工继续教育、技能培训

的成本；四是通过承担人才培养工作，提升企业

形象，提高社会影响力。这些软硬件资源与利益

的获取都以开展校企合作培养人才为前提，这就

要求企业遵循行业组织工作规范，以促进企业自

身的持续健康发展。

[责任编辑：邢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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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Obstacl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HAN Xue-qin JIN Chen
(Suzhou Chien-shiu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Taicang 215411, China)

Abstract: A lot of work has been done on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in Chinese vocational education. However, due to the lack
of effective mechanism in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it is still in the low level of cooperation and there are obstacles in its sus⁃
tainable healthy development. On the basis of the analysis of the obstacles of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in Chinese social fields,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government, industry organizations, higher vocational col⁃
leges and enterprises to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and deep cooperation between school and enterprises.
Key words: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obstacles;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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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建筑业作为我国经济的支柱产业，在经济的迅猛发展下工程造价管理也面临诸多挑战。近年

来，随着高校资金来源广泛以及资金运作灵活性的提高，各高校纷纷展开校园基础设施建设，随之而来的工

程管理问题也层出不穷，特别是工程项目造价管理方面。本文从工程全过程造价管理的问题展开研究，旨在

突出对全过程造价管理问题的合理建议和高效管理策略的分析与探讨，以期为高校基建项目造价管理水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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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高校基建工程造价管理现状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因扩招政策的实施发展

迅速，为保证学生有一个良好的科研、学习、生

活的人文环境，许多高校都面临着扩大、调整、

改建、新建等各项任务，高校的基本建设迎来了

全新的发展机遇与挑战。由于社会经济体制的改

革以及高校建设产品的特殊性，如何运用法律和

经济等一系列手段进行项目建设全过程管理，提

高资金利用率，也是当今校园基本建设工作急需

解决的普遍问题。校园基本建设能够改善学校的

办学基础设施条件，对于促进学校的快速发展有

着重要意义。但是，现今高校基本建设大多还是

传统的重施工轻管理的费效比不高的粗线条管理

模式，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不重视可行性研究，决

策不严谨等现象。如何合理利用有限资金，利用

全过程造价管理的动态管理模式，以达到提高建

设项目管理水平以及投资效益的目的，仍需进一

步探索与实践。

二、高校基建项目造价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高校基建项目管理机构没有充分发挥职能

目前，以预算超概算等为首的“三超”现象

在很多高校愈发明显，如何处理好高校基建项目

专项资金，实现专款专用，是高校基建项目造价

管理的核心任务。我国高校基建造价管理职能部

门没有形成有效的权力监督机制，在校园基础设

施建设过程中存在许多工程管理方面的问题，而

造价管理的问题较为突出。当下如何合理有效的

控制工程造价，需要对工程造价管理模式进行改

革，推陈出新，采用全过程动态造价管理模式，

从贯穿工程项目的设计、施工等方面全方位、多

角度进行造价管理，充分发挥职能部门的监督管

理作用。

2.高校基建项目管理机构专业技术人才匮乏

现如今大部分高校的基本建设管理模式虽然

都是设置基建管理部门，但工程管理人才缺乏，

向社会招聘技术人员存在诸多困难，较为缺少管

理型和专业技术型人才。如果没有具有一定专业

素养的管理者，也没有专业匹配的技术人员以及

优秀的专业技术团队作依托，对于一些高校新校

区的改扩建工程项目的推进工作显得尤为困难，

而对于一些老校区的校园维修改造工程的修缮工

作，如果工作人员没有较为丰富的专业技术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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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更是难上加难。因此，高效率的完成高校基建

管理任务以及合理的控制工程造价需要复合型人

才，既要对建筑市场的行业情况有清晰的定位、

合理预测、科学决策，又要懂得如何运用专业知

识解决相应的实际问题。而无论是管理者还是相

关工作人员都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能力，才能提

出较为专业合理的方案，从而对工程造价的全过

程管理有重要作用。

3.高校基建项目各造价管理环节不协调

目前，我国对高校基建项目的造价控制还不

能成为一个完整的系统，管理模式一方面比较单

一，另一方面比较分散，没有一个完整的造价管

理体系，不能实现预结算过程的前后统一。各个

阶段的工程造价分别由不同的部门去承担，比如

施工图预算以及竣工结算都是由造价咨询单位进

行预结算的，而整个施工过程中的变更增项又是

由基建管理部门负责的，咨询单位的工作人员并

不了解现场的具体施工情况，而是根据图纸和对

甲方的询问以及甲方的确认单来以此推断工程变

更，以致工程结算的施工内容和现场实际的施工

情况有很大的脱节。

三、全过程造价管理相关的基本理论

工程全过程造价管理是为确保建设工程的投

资效益，对工程建设从可行性研究开始经初步设

计、扩大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承发包、施

工、调试、竣工、投产、决算、后评估等的整个

过程，围绕工程造价所进行的全部业务行为和组

织活动。英国最早提出了建设项目全生命周期造

价管理范式，英国的A. Gordon 1976年发表在《建

筑与工料测量》季刊上的“3L概念的经济学”一

文是最早提出关于建设项目全生命周期造价管理

的观点，其核心思想是在选择工程项目的设计方

案时，在考虑前期项目建造成本的前提条件下，

更要考虑后期运营维护成本，要对建设项目成本

进行全面考虑和统筹计划。

通常，一个建设项目生命周期的后期成本(运
行费、维修改造费、报废处置费等)有时会在很大

程度上超过其前期的建造成本。因此，对于整个

建设项目生命周期的成本费用进行统筹核算，是

建设项目建设成本的合理性的体现，才能保证建

设项目全生命周期的经济适用性。运用科学方

法、技术手段，重视投资成本及效益分析的后评

价，运用工程经济学价值工程理论和相关的数学

模型，通过科学规划、合理设计等各种方案比对

选择，从而使建设项目的全生命周期成本尽可能

达到预期最小值。

高校如何运用其方法和程序进行全寿命周期

工程造价的管理与控制，包含如下几个方面：

（1）“造价”包括投入的各种资源：资金来

源、人力、财力、物力。（2）“管理”指运用科

学、技术原理和方法对资产的过程动态管理。

（3）“控制”指对项目的过程控制, 在批准的工程

造价数额以内，对项目建设过程中工程造价的实

际值与计划值进行对比、检查、监督、纠偏等措

施，以保证项目投资目标的实现。（4）“项目全寿

命周期”包括投资估算、设计、招投标、施工、

竣工结算、运营维护及拆除阶段等六个项目阶

段。（5） 全寿命周期造价管理：从决策、设计、

施工、使用、维护和修缮的角度来考虑造价成本

问题，运用工程经济学、价值工程理论、数学模

型等方法强调工程项目建设前期、建设期以及建

设维护期等各阶段之和最小化的一种管理方法，

也就说是全面管理的PDCA(计划、实施、检查、评

价)循环，实现对资产全寿命周期的造价控制。

四、高校基建项目管理中全过程造价控制的

有效策略

1.项目决策阶段

高校基建项目的决策阶段是进行全过程造价

控制的基础，也会直接影响工程成本，在决策阶

段对投资额进行估算是整个全过程造价管理的开

始，对基建项目其他阶段的造价控制管理具有决

定性作用。在一定的技术标准下形成合理建设方

案的成本估算，是高校校园基本建设项目全过程

造价管理的前提条件。项目可行性的研究需要学

校根据总投资金额来对项目的规模、功能使用要

求等方面进行决策，设计人员则按照决策方案进

行设计工作。

2.项目设计阶段

设计阶段的管理对全过程造价控制相较于项

目决策阶段，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般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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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设计费用只占工程总造价的 1%，但对整体工

程造价的影响度却高达75%。设计阶段决定了工程

项目全过程施工方案、施工工艺、施工做法以及

施工材料、设备设施等，而这些又是工程造价控

制过程中的关键因素。设计阶段施工单位是采用

设计与施工一体化的承包原则进行造价控制，使

校方能够根据工程项目的实际情况进行整体的控

制，也就是实现工程项目全过程造价控制的基

础，以便有利于后续环节的造价管理，进一步实

现全过程造价管理的动态控制。

3.项目招投标阶段

建设项目管理的招投标阶段是由建设单位发

起招标公告，施工单位投标报价，建设单位及专

家评审通过审核企业资信、商务标、技术标等投

标文件，从而选择施工管理单位以及施工队伍的

过程。此阶段对工程造价的后续管理工作十分重

要，高校的基本项目建设大多来源于公开招标的

形式，采用公开招标有一定的优越性，可以有较

大的选择范围，遵循公开、公正、公平以及诚实

信用的原则，学校可在参与竞标的施工单位中选

择满足招标文件实质性要求的相对最低报价的施

工方，以报价合理、工期较短、施工方案优良、

信誉较好为前提条件，便于后期的造价过程管理

的连贯性。因此，在该阶段科学的管理是造价控

制主要方法，通过价值工程的理念，建立招投标

模型，使校方能够科学的选择合理的施工单位，

为后期整个施工阶段的动态过程造价控制建立良

好的前提条件。

4.项目施工阶段

高校基建项目管理最重要的阶段就是项目施

工阶段，该阶段的造价控制直接影响工程总造

价，在工程造价整个过程控制中占相当大的比

重，因此，施工阶段的造价管理控制必须实行主

动控制和动态控制相结合，从组织、技术、经

济、合同和信息管理等多方面采取控制措施。

（1）强化工程项目成本的控制与分析。高校

基建项目成本控制需要保证分层管理、分级核算

的原则，合理编制资金使用计划，做好建设资金

支出的分析、预测及控制工作。对施工过程中涉

及的人工费、材料费、机械费、企业管理费以及

利润等其他各项费用支出进行严格监督管理，在

严格执行资金使用计划时实行动态监控，如果过

程中发现有某项或者某几项的支出大幅度超出预

算价格，则要把实际发生工程的资金使用情况和

资金计划做比对分析，从施工方案、施工方法、

施工组织及现场施工管理的角度出发，在组织、

技术、经济、管理等方面及时采取纠偏措施，经

过科学评估分析，对实际使用资金与计划成本相

差较大的则应考虑新的施工方案或做法，使调整

后的计划更符合工程实际，从而把工程造价把握

在可控范围之内。

（2）加强对施工组织设计管理。施工组织设

计 （Construction organization plan） 是用来指导施

工项目全过程各项活动的技术、经济和组织的综

合性文件，是施工技术与施工项目管理有机结合

的产物，它能保证工程开工后施工活动有序、高

效、科学合理地进行并安全施工。它是有效控制

工程造价的重要工具，保证施工项目顺利进行，

是确保施工进度、工程质量的科学管理手段。如

何编制施工组织设计是影响工程造价的关键因素

之一，采用的施工方案不同，所需的建筑安装工

程费也不同，因此，为了全过程控制工程造价，

每一个分部分项工程都应在确保工程质量、工期

及满足建筑功能使用要求的前提下，从技术及经

济方面对不同的施工方案进行对比分析，从中选

出最能合理利用人力、财力、物力等资源的施工

方案，从而有效降低工程造价。

（3）加强工程变更的管理。按照工程变更所

包含的具体内容，可将其划分为设计、施工方

案、计划、条件和新增工程等五个工程变更类

别。由于工程变更往往会导致工程造价的大幅增

加，如果变更发生在关键期也会导致工期拖延，

会给后期工程竣工结算带来很大的隐患。如果在

项目建设过程中，由建设方、施工方、监理方的

其中一方或几方提出工程变更要求，需由工程师

确认并签发工程变更指令，严格按照以下程序进

行确认：提出工程变更→分析工程变更对项目及

原投资计划的影响→分析有关的合同条款、会议

纪要→向建设方提交变更评估报告→四方确认工

程变更。在高校基建项目管理中，工程变更要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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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事前、事中、事后的全过程动态控制管理，还

需要明确工程变更的内容审批权限，防止随意变

更，任意提高建设标准。

5.项目竣工结算阶段

工程项目的竣工结算在整个造价的控制上起到

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是以数字的形式最终确定全

过程造价管理在每个阶段的具体控制情况，因此竣

工结算的细致程度决定最终工工程造价数额。

（1）竣工结算工作控制点。施工方报送的资

料必须建立在真实、完整、及时基础之上，建设

项目竣工总结算在最后一个单项工程竣工结算核

对确认后15天内汇总，送发包人后30天内核对工

程量，进行竣工结算并提出核对意见。承包人提

供工程竣工结算资料如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是不完

整，经发包人催促后 14天内仍未提供或没有明确

答复，发包人有权根据已有资料进行审核定案，

责任由承包人自负。时间节点明确责任方，加强

竣工结算工作控制点有效控制，才能在谈判过程

中掌握确定最后的工程造价数额的主动权，使校

方处于更有利的主导位置。

（2）反复确认工程量、综合单价。工程竣工

后建设项目的工程量、综合单价的复核确定，是

影响最终工程造价总额的关键。高校工程结算中

遇到的常见问题主要有施工材料的多样性、施工

图以内及以外的变更频繁，隐蔽工程工程量的真

实度难以区分，以及不平衡报价的工程定额子项

变更如何定价。基建部门的结算审核人员，应在

必要时重新复核或者抽检考察工程量的真实性。

五、结语

总之，实现高校基建项目全过程的造价管

理，需要从决策、设计、招投标、施工以及竣工

结算等各方面的角度考虑，对影响校园基本建设

项目工程造价的因素进行合理分析，运用科学技

术手段，做到事前、事中、事后的全过程动态分

析管理，从整体和局部对工程建设及时控制纠

偏，尽最大可能节约成本，利益最大化，为校方

节约更多的资金，使校园基本建设项目更加科学

化、信息化、经济化，最大程度满足校园的硬件

设施发展需求，为教学、科研以及学校后期的长

远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责任编辑：宋桐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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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Effective Strategy of Whole Process Cost Management of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DU Fei
(Tianjin Vocational Institute, Tianjin 300410, China)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is a pillar industry of China's economy.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conomy, the project
cost management is facing many challenges.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wide range of sources of funding and improvement of the flexi⁃
bility of capital operatio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launched the campus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The subsequent problems
in the project management emerge in endlessly, especially in the cost management of engineering projects. This paper carries out the
research on the whole process of project cost management problems in order to highlight the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of the reason⁃
able suggestions for the whole process of cost management and efficient management strategies and expects to put forward some ref⁃
erence to the improvement of the level of infrastructure project cost management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Key words: infrastructur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whole process; cost management;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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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飞速发展，各类性质的

高职院校越来越多，高职院校在招生等方面的支

出逐渐增多，也很大程度上增加了高职院校的经

费开支，加之高校新会计制度的出台，使得高职

院校的财务报账工作日趋复杂。而财务报账工作

作为高职院校财务部门中最基础、最核心的内

容，其服务质量、管理水平不仅关系到高职院校

师生的切身利益，而且还影响着整个高职院校财

务工作的规范性和有效性。随着新会计制度的出

台，高职院校财务报账工作迎来了新的挑战和发

展机遇，学校必须适应时代发展需求，精准、及

时、全面地反映出高职院校会计信息，建立健全

现代化财务报账平台，进一步优化高职院校财务

管理流程，提升财务报账工作的服务质量和效率。

一、新会计制度的重大变革

新会计制度的实行，对高校财务人员专业素

质、会计信息质量、内控部门的设计等方面均提出

了较高要求，高校财务核算体系将发生重大变化。

1．财务部门会计核算方法的改变

一直以来，高校采用收付实现制作为会计记

账原则。财政部会计司颁布新会计制度后，引进

了权责发生制，将权责发生制作为高校会计制度

的基础。在权责发生制记账原则下，不但需要将

以前的固定资产补提折旧，而且还要确认尚未确

认的贷款利息和设备欠款等负债，导致高校在短

期内资产负债率提高，面临资产与负债失衡的状

况，从而导致高校很难在银行取得贷款，影响高

校的筹资计划。同时新会计制度对会计核算科目

和科目设置都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

2．财务部门工作性质发生了转变

这些年来，高校在收付实现制的会计记账原

则下，重点在于会计核算，涉及财务风险控制等

财务管理工作。在新会计准则下，高校会计准则

改革的重点不仅仅在会计核算方法上，还在于高

校财务部门工作性质面临着从单一的会计核算到

综合性的财务管理与风险控制并重的重心转移。

在这个转移的过程中，部门领导的管理方式和思

路、平级行政部门的理解和配合以及财务人员的

思维转变都受到影响。

3．财务部门工作内容发生了转变

新会计制度的实行对高校财务管理工作提出

了新的挑战。其主要变化在于增加了新的财务工

作内容，比如资产清理、成本核算、债务风险控

制等。这些新的工作内容，既增加了财务人员的

工作强度，又使他们的工作重心发生了转移。从

以往的以会计核算为中心转变为核算与管理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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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重心，这种变化对财务人员的专业素质提出

了较高要求。财务人员必须进一步强化和更新自己

的专业知识，增加自己在财务风险控制等实务中的

工作经验。

4．对财务部门预算编制体系产生影响

一直以来，高校在预算指导下进行财务管理活

动，新会计制度的颁布，在预算的编制程序等方面

对原有模式进行了调整，预算的准确性也显著提

高，从而对预算编制体系产生一定的影响。

二、新会计制度下高职院校财务报账模式面临

的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科学技术等方面取得了

辉煌的成就，互联网等新兴技术逐渐普及于高校日

常管理工作中，大部分高职院校都已经开始进行财

务报账的现代化改革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财

务报账的信息化和智能化，但受到技术设备、人员

素质、报账工作量等多方面因素的限制，高职院校

在财务报账工作中仍存在报账模式陈旧等问题，需

要引起高职院校及有关部门重视。

1．财务报账模式陈旧，财务运行机制不健全

经过近几年的发展，高职院校财务已经基本实

现会计电算化，但基于高校新会计制度的角度，其

报账模式仍没有改革，依旧沿用传统报账模式，所

耗费的人力、物力较多，且工作效率不高，其需要

经过复杂的业务流程，主要有：报账人整理、收

集、归类所需报账票据—填写学校专门的报账单—

找到相关负责人审批原始票据—报账人将票据上交

到报账大厅的财务处—财务人员审核报账材料—财

务人员准备会计凭证—打印整套的记账凭证—稽核

—付款。报账程序冗长，且容易受到外部因素影

响，如负责人出差等，降低了财务管理的有效性。

2．财务工作人员较少，专业素质有待提高

随着高校的飞速发展，财政资金开始向教育领

域倾斜，高职院校在科研等方面的教育经费翻倍增

加，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财务报账工作的复杂性，

但就目前高职院校情况而言，在财务管理等方面的

工作人员仍然较少。财务部门人员工作强度大，很

容易出现人为失误，为高校财务报账工作带来了安

全隐患。同时，随着高校新会计制度的颁布，国家

对财务报账规范的要求更高，这就需要高职院校的

各级相关领导切实加强相关人员的培训工作，尤其

是财务人员，不仅要努力学习财务知识，而且要定

期参加专业培训。在面对新制度、新法规，财务人

员要及时掌握，并第一时间应用到实践业务中去。

3．财务报账规章制度不完善，财务内控制度

不健全

在高校传统的财务报账过程中，所发生的经济

业务种类有限，随着高校办学规模的不断扩大、经

费来源的多样化、支出项目的明细化，致使当时的

财务报账规范已无法满足当前的业务需求。随着高

校新会计制度的出台，高职院校应依据新会计制度

的要求，与时俱进，结合自身院校的特点，不断修

订自身的财务报账规范，使财务人员在处理业务时

有据可凭、有法可依。同样，高校的内控机制在缺

少报账规范的支持下仍然不健全，内控制度也没有

发挥应有的作用，导致高校的资产存在一定的安全

隐患：一是高校内控机制所涉及的范围和领域不够

全面；二是高校内控机制的内容建设不健全；三

是高校的内控机制形式大于意义。

三．基于高校新会计制度角度优化财务报账模

式的原则

1．提升高职院校财务管理水平

高职院校财务报账工作需要面向全体师生，在

传统的报账模式中，存在着工作效率不高、师生意

见较大、服务质量不好等问题，影响着高职院校财

务工作管理水平的提升。基于高校新会计制度角

度，高职院校可以借助新型现代化技术，优化传统

财务报账的程序，合理配置高职院校资源，不断强

化高职院校中各项财务管理工作，全面提升高职院

校财务管理水平。

2．实现高职院校财务信息化

高职院校财务报账工作基于高校新会计制度角

度下，逐渐呈现出精细化管理的发展趋势，高职院

校应借助这一趋势，改革报账管理制度；借助现代

化技术，提升高职院校财务报账管理工作的信息化

和智能化，创新高职院校报账模式，促进高职院校

持续健康发展。

四．基于高校新会计制度角度财务报账模式的

优化项目

高校新会计制度的出台，能够较好地规范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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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财务会计核算工作，提升其会计信息质量。高

职院校应结合自身财务报账中存在的问题，结合高

校新会计制度具体项目，优化财务报账模式，为解

决高职院校报账难等问题创造更好的条件。

1．构建新型财务报账模式，优化高职院校财

务管理工作

构建高职院校新型财务报账模式，应根据高职

院校实际发展情况，通过仔细研究高校新会计制

度，合理配置高职院校财务保障的人力、物力资

源，进一步优化高职院校财务管理工作。首先，制

定完善的报账审核制度。传统的报账模式中，财务

人员需要对报账人的票据进行重新审核、整理、归

类，增加了报账流程，针对这一情况，学校可以聘

请专业的报账员，完善报账审核制度，让报账员代

替财务人员审核报账人票据的完整性与规范性，降

低财务人员工作强度的同时，提高财务报账的效

率，缩短报账人的申报时间；其次，利用高校财务

报账网络平台，开通实用的网上报账模块。高职院

校应主动适应时代发展潮流，引进先进的财务报账

管理系统，实现高职院校财务报账的在线化和自动

化，报账人可以直接通过这一平台，完成申请报

账、提交材料、报账金额等基本报账工作，从而有

效节省财务审核时间，提高财务报账工作的质量和

效率。

2．简化高职院校会计核算工作，完善高职院

校财务报账新科目

会计核算是高职院校财务报账工作中的重要内

容，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会计的核算工作量大，很

容易出现各类纰漏，导致高职院校财务管理出现问

题，基于此，高职院校应按照新高校会计制度中提

供的会计信息，完善高职院校财务报账的新科目，

合理增加新功能模块，通过现代化科学技术，将功

能项目、会计科目、经济科目有机统一，进行规范

化的模块设置，从而达到简化高职院校会计核算工

作的效果。

近年来，高职院校在教育科研方面的支出逐渐

提升，针对这一类经费管理活动，高职院校应该出

台更加详细的报账管理细则，进而规范不同性质、

不同金额的财务报账工作。同时，高职院校可以根

据自身实际情况，设置专门的财务管理部门，从项

目申报就开始负责，为教职工提供财务报账工作的

帮助。管理部门不仅需要指导教职工进行科学的经

费预算工作，同时也必须履行监督的义务，防止出

现乱报等不良财务报账行为，提升高职院校财务报

账工作的有效性和可靠性。

3．优化高职院校财务信息平台，提升财务报

账的智能化

大部分高职院校都已经建立起完善的校园网络

平台，学校可以借用这一契机，完善财务报账工作

信息交流机制，实现财务报账过程的透明化，更方

便地回答广大师生有关报账方面的问题，提升财务

管理工作的服务质量与效率。首先，建立健全高职

院校财务处网站，在网页上实时更新财务报账过程

常见问题，并进行详细解答，网页通过开通信息反

馈服务，如互动信箱，及时解答报账人的问题。同

时，在网页中建立起自动报账的通道，将网页与财

务报账系统相联系，从而提升财务报账过程的智能

化和自动化；其次，制作财务报账规范流程、报账

人收集整理并分类原始票据的视频，并通过学校

LED等现代化宣传通道进行传播推广，扩大财务报

账工作的影响力，让师生能够更加直观熟知报账流

程；最后，借助校园网平台，宣传报账工作的重要

性，提升高职院校师生报账的自觉性和责任意识，

减少报账过程的冲突。

4．合理配置财务管理资源，培养高素质财务

管理队伍

财务工作人员的素质直接影响着高职院校财务

报账工作的效率和质量，在高校新会计制度的角度

下，高校应该合理配置财务管理资源，培养高素质

财务管理队伍，锻炼财务人员实际操作技能，通过

优化岗位安排等方式，整合高职院校财务资源，为

提升财务报账工作的有效性奠定坚实基础，主要从

以下两方面进行：一是加强工作人员的业务学习和

培训，使其适应高校新会计制度的发展需求，保障

财务报账工作的准确性；二是转变工作人员传统报

账思维模式，开发其创新意识，培养工作人员的责

任意识，综合提升其业务素质，促进高职院校财务

报账新模式的建立。

五、结语

综上所述，传统高职院校财务报账工作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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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算程序复杂、高职院校经费预算不准确、报销

凭证的业务量较大、财务会计工作人员缺少且素

质不高等多方面的问题，高职院校从基于新会计

制度角度入手立足于自身实际发展情况，综合考

虑高职院校规模、教职工财务需要等方面的内

容，科学的设计高职院校会计工作，完善日常教

学中各类经费管理制度，借助现代化网络技术，

建立健全财务报账管理信息系统，优化报账平

台，简化高职院校师生报账程序，营造良好的报

账环境，提升高职院校财务管理工作的效率和质

量，促进高职院校健康持续发展。

[责任编辑：杨国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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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ptimizing Approaches of the Financial Reimbursement Mode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Based
on the New Accounting Syste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ZHANG Yang
(Tianjin Vocational Institute, Tianjin 300410, China)

Abstract: How to optimize the financial reimbursement mode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s an essential problem for each college
to explore at presen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new accounting syste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tarting from the actual sit⁃
uation and according to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financial reimbursement,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need to analyze the causes and
from the necessity of reforming financial reimbursement based on new accounting syste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ombining
with the developing trend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he essay focuses on exploring the approaches of optimizing the financial re⁃
imbursement work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Key words: financial reimbursement; accounting syste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optimizing approa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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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代学徒制是当前职业教育研究中的热点。使用情报学领域常见的共词分析法以及社会科学领域

常用的社会网络法，对中国知网（CNKI）收录的2006-2015年间的学术论文进行分析。并使用关键词分析工具

Bicomb、统计软件SPSS20、社会网络分析软件Ucinet进行数据分析，绘制出现代学徒制研究领域的高频关键词

共现网络，并通过对共现网络进行特征度量，以揭示我国有关现代学徒制研究领域的现状、热点以及发展趋

势，以为后续研究提供借鉴与参考。

关键词：SNA，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共词网络

中图分类号：G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8415[2016]-04-0026-05

收稿日期：2016-07-12
项目来源：该文为湖北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湖北省‘十二五’规划指标执行解读及经济发展转型评价”（编号：

13g573）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王林琳（1985-），女，江西九江人，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图书馆，馆员，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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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期
2016 年 ８ 月

Vol.25,No.4
Aug.2016

上世纪 60年代，德国的“双元制”职业教育

模式被西方各国认为是其工业异军突起的秘密武

器之一。随后，西方各国亦开始了对学校职业教

育的反思，并逐步开始对现代学徒制的探索与尝

试。“学徒”一词在中西方教育史中并不是一个陌

生的词汇，而“现代”的前缀则赋予了“学徒

制”更丰富和更具时代感的内涵。一般认为，现

代学徒制是以校企合作为基础，以学生（或称学

徒）的培养为核心，以课程为纽带，以学校、企

业的深度参与和教师、师傅的深入指导为支撑的

人才培养模式。

从我国的研究文献来看，有关于学徒制的探

讨始于上世纪 80年代，对于现代学徒制的探讨则

始于 21世纪初。我国的职业教育也自 2006年起，

得到了政府及教育部门的大力推动。因而，本文

尝试使用文献计量学中的关键词共现法，以及社

会网络分析法，研究自 2006年到 2015年的职业教

育发展黄金十年间，有关于现代学徒制的研究现

状、热点及其前沿。

一、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1．数据来源

为全面检索关于现代学徒制主题的相关研究信

息，本文选择中国知网（CNKI）作为数据来源。在

CNKI数据库的高级检索中，将检索字段设定为

“主题”OR“篇名”OR“关键词”OR“摘要”=
“现代学徒制”，时间设定为2006-2015，检索时间

为2016年1月，并进行精确检索。共检索到相关论

文1292篇，经过去除非学术论文及非相关论文，共

得到1255篇现代学徒制的相关研究论文。

2．研究方法

（1）共词分析。共词理论认为，如果两个关

键词或短语同时出现在一篇文献中，则可认为该

对关键词或短语之间存在联系。通过对两两共现

在一篇文献中的词对进行分析，以探索词语所表

达研究主体的关系的方法即为共词分析方法。共

词分析的一般步骤为抽取出文献中能表现文献研

究主题的关键词或其它短语，并建立研究体系内

文章的关键词共现矩阵。

（2）社会网络分析。社会网络分析方法（So⁃
cial Network Analysis, SNA） 起源于上世纪 30 年

代，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成熟的社会学分析方

法。该方法的主要思想是认为社会即是一个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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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之间的联系联结而成的网络。通过对网络结

构的分析，可以得出社会中人类社会活动的各类

规律与模式。社会网络分析作为一种全新的关系

论视角，其分析领域已拓展到管理学、经济学等

许多领域。

本文拟结合上述两种方法，以职业教育领域

现代学徒制的相关研究中高频关键词为基础，构

建本研究主题的关键词共现网络。通过对共词网

络的文献学特征、社会网络密度以及各节点的中

心度特征分析，揭示职业教育领域中有关现代学

徒制的研究主题与焦点。笔者选择中国医科大学

崔雷教授开发的书目共现分析系统Bicomb、常用

的社会网络分析软件 Ucinet以及统计软件 SPSS、
excel作为研究工具。Bicomb可以实现对国际国内

知名数据库（如Pubmed，CNKI等）题录数据的元

数据抽取、频次统计、知识矩阵构建等功能，从

而辅助对期刊文献统计与分析。社会网络分析软

件Ucinet可以实现对生成矩阵的分析功能，并可利

用其集成的Netdraw工具进行数据分析以及知识可

视化。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1．文献量特征

为统计其发文特征，将此 1255篇文章信息，

以Bicomb可接受的Notefirst格式输出其完整题录，

包含关键词、作者、机构、发表时间、摘要等信

息。检索到的论文主要来自于职业教育类核心期

刊，如职教论坛（共61篇相关文章）、职业技术教

育（50篇）、中国职业技术教育（40篇）等。发文

的年度特征如图1所示。

对检索出的文献信息使用 excel进行统计，可

以得出发文趋势图，并生成拟合趋势线，趋势线

公式拟合为：

Y=1.400e０.552x
从图形中可以看出，累计数分布曲线十分接

近指数曲线，其拟合优度R2值为0.884，比较接近

值1，表示该趋势线具有相对较高的可靠性，同时

指数型趋势线亦说明现代学徒制的相关研究文献

处于迅速增长之中。

2．高频关键词分析

正是由于高频关键词的高频次出现，因而可

以更好地表征研究领域的现状及发展趋势。通过

文献计量软件Bicomb对 1255篇文献中作者提供的

关键词进行提取、词频汇总及排序，得到排名前

十位的关键词如表1所示。在本阶段中，一共得到

2291个关键词，关键词总频次为 5507次。其中，

词频最高的关键词为现代学徒制，其频次为 749。
通过在Bicomb中设定关键词阈值大于等于 3并小

于等于749频次，生成现代学徒制研究领域的高频

关键词词篇矩阵。

3．核心作者群分析

文献计量学理论中的普赖斯定律 （Price
Law）可以帮助分析某一研究领域的核心研究者。

普赖斯定律的表述为：杰出科学家中最低产的那

位科学家所发表的论文数Nmin等于最高产科学家

发表论文数Nmax的平方根的0.749倍。公式为：

Nmin = 0.749* Nmax
根据上述公式以及所获得的统计数据，

2006-2015年有关现代学徒制研究最高产的作者为

关晶（华东师范大学），以第一作者共发表相关文

章 16篇。因而，根据上述公式，如果要成为高职

院校信息化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则发文数应达

到 3篇（2.996篇）以上。这个数值与一些成熟学

图1 2001-2015发文量统计

表1 近10年现代学徒制研究论文高频关键词排序分布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关键词
现代学徒制

学徒制
校企合作
人才培养
职业教育

人才培养模式
高职院校
高职教育

高职
学徒制度

频次
749
227
140
132
128
124
63
54
42
37

词频百分比
13.6009
4.122
2.5422
2.3969
2.3243
2.2517
1.144
0.9806
0.7627
0.6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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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的核心作者发文数量相距甚远。同时，根据该

数值可统计，本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共有30人。

其中发文达到3篇以上的作者见表２。根据普

赖斯定律，形成高产作者群的特征是核心作者发

文量要占到总发文量的 50%，本研究中，这 30位
作者共发文 116篇，占发文总量的 9.24%，与普赖

斯提出的 50%的比率仍有较大的差距。在对发文

量达3篇以上作者的个人信息进行分析后发现，华

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对于现代

学徒制研究有较大的贡献，其余的研究者多来自

各类职业院校。

4．研究热点及前沿分析

本文拟采用关键词共现分析法对文献进行分

析，以找出本研究领域热点。关键词共现法认为，

如果这两个关键词在同一篇文章中共同出现的次数

越多，则表示这两个词越能共同地表示某一个研究

领域，因而可以认为这两个词之联系越紧密。若干

个距离较近的关键词聚集在一起，则可形成研究主

题的聚类，即当前领域中的研究热点。

首先，利用Bicomb提取检索所得的论文中的

关键词，将其生成关键词共现矩阵，将矩阵输入

Ucinet，绘制成网络图谱 （见图 2关键词共现图

谱），并通过对网络节点的中心度分析和密度进行

分析，以找出网络节点之间的联系信息。

（1） 共词网络整体分析。从图 2可以看中，

第一，除去高职、高职教育、职业教育、学徒制

度关键词外，人才培养、技能人才培养、双元

制、校企合作等关键词位于共词网络的中心，说

明这些词与其他关键词共同出现在同一篇文献中

的次数最多，且在现代学徒制研究领域中处于核

心地位，即研究的焦点。第二，网络桥接层分

析。社会网络分析认为，网络桥接层特指那些联

结各类节点，发挥着桥梁意义的节点。通过对共

现网络图的分析，可以发现，学徒培训、双主

体、职业资格证书、英国、育人机制、教育模

式、订单培养、产教融合等关键词位于整个共词

网络图谱的桥接层位置。因而，可以认为这些关

键词所代表的研究主题是与现代学徒制研究非常

相关且热门的研究主题。值得一提的是，通过对

网络的判读还可以发现，烹饪专业与酒店管理专

业关键词均位于此层，体现出这二类专业对现代

学徒制培养模式的重点关注与需求。第三，网络

前沿与趋势分析。在一个社会网络中，位于网络

边缘结点的通常为那些研究中。因而可以看出，

在对国外现代学徒制的学习与比较研究中，英国

的现代学徒制仍是一个研究热点，而对于澳大利

亚、瑞士的研究学习已成为本研究主题中新的研

究热点与前沿。在应用领域方面，物流专业对于

现代学徒制的关注也日益上升。在前沿主题方

面，有关于学徒制现代性的定义、双导师、学生

管理、现代学校教育、技能教学单式培养等均位

于网络的边缘，说明这些关键词是目前现代学徒

制领域研究的前沿。

（2） 网络密度分析。对于一个社会网络而

言，网络密度（density）指的是其完备程度，其密

度值由其网络内联系的多寡决定。节点之间联系

越多，越紧密，则网络密度越大，网络越完备。

而越完备的网络也揭示这网络中核心结点对其余

第一作者

关晶

李传伟

赵志群

李玉静

杨黎明

李军

鲁丽彬

刘美灵

刘丽娜

吴家宏

李祥

谢良才

毕结礼

李进

徐金林

第一作者
发文频次

16
11
6
4
4
3
3
3
3
3
3
3
3
3
3

频次所占
百分比

1.3322
0.9159
0.4996
0.3331
0.3331
0.2498
0.2498
0.2498
0.2498
0.2498
0.2498
0.2498
0.2498
0.2498
0.2498

第一作
者

黄臻

黄享苟

范丽娟

程一凡

程宇

赵鹏飞

崔发周

王稼伟

汤霓

王琳

聂辉文

罗晓黎

芮小兰

皮连根

石品德

第一作
者发文
频次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频次所
占百分

比
0.2498
0.2498
0.2498
0.2498
0.2498
0.2498
0.2498
0.2498
0.2498
0.2498
0.2498
0.2498
0.2498
0.2498
0.2498

表3 相关研究单位前5位列表

序号

1
2
3
4
5

作者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

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发文频次

17
12
11
11
10

表2 发文量达3篇以上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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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的影响力与控制力更大。网络密度用网络中

实际存在的关系总数与理论上最多可能存在的关

系总数的比值来表示，因此其取值范围为[0,1]。
在本研究中，通过使用Ucinet的密度计算功

能，计算出图 1的平均网络密度为：Density（ma⁃
trix average）=0.2680，这反映出在高职院校信息化

研究方面关键词共现的网络密度较为松散，即该

研究网络的联系相对松散，研究网络中心区域的

研究主题变化比较难以对整个研究网络产生影

响，意即整体研究内容分散，各成主题。因而提

示该研究领域可以加强科研合作，增强科研合力。

（3）中心度分析。社会网络特征另一个重要

的度量工具就是中心度分析。中心度分析可以用

来判断某种类型的网络节点的地位、重要性或者

具备什么样的影响力。一般对社会网络中节点的

地位可以使用三个度数来表示。第一，度数中心

度（Point centrality），这指的是节点与另一个节点

实际相连的点数。如果关键词共现网络中的某节

点度数中心度较高，则可以为与该关键词发生联

系的关键词较多，即该关键词越处于中心地位。

第二，中介中心度（Betweenness Centrality）。顾名

思义，中介中心度数越大，即该节点成为联结其

它节点的纽带的作用越突显。第三，接近中心度

（Closeness Centrality）。接近中心度指的则是节点

与其它网络节点的距离。如果某节点与网络中所

有的其他点的距离都很短，一般用于评估网络节

点受网络中其它节点的影响的程度。

在Ucinet中，通过 network-centraility and pow⁃
er-degree的步骤，可以得到关键词的上述三个指

标（度数中心度、接近中心度、中介中心度）的

数值。如图3所示（局部）：

图3是使用Ucinet按照Ucinet-network-centrali⁃
ty - multiple measures的路径计算出的各关键词的

三个中心度值 （局部）。在整个关键词共现网络

中，除去现代学徒制、学徒制等关键词，度数中

图2 高频关键词共现图谱

图3 高频关键词中心度数据统计（前20位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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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度 （degree） 前五位的关键词分别是人才培养

（89.744）、人才培养模式 （86.325）、校企合作

（85.47）、 职 业 教 育 （83.761）、 高 职 教 育

（60.684）。说明这五类关键词处于整个研究网络中

的中心位置，在整个研究领域中有较大的影响

力，是研究的热点与核心。

如图3所示，中介中心度最高的前5位关键词

依 次 为 人 才 培 养 （6.741）、 人 才 培 养 模 式

（6.197）、校企合作 （5.96）、职业教育 （5.569）、

高职教育（2.122）。通过对图表的分析，挑选出中

介中心度与度数中心度均较高的选项，我们认为

校企合作、人才培养等关键词是本研究领域中较

重要的节点，是其他节点的桥梁与纽带。意即该5
个关键词所代表的研究领域中集中了较多的现代

学徒制相关研究，并对于学徒制研究与其它研究

相结合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

接近中心度衡量的是网络中节点不受其它节点

控制的能力。通过数据分析可知，接近中心度末五

位的关键词分别为现代性、导师制、技能教学、兼

职 教 师 （53.66972）； 技 工 院 校 与 高 职 教 师

（53.42466）；物流管理、师资培训（53.18182）；双

导师制、瑞士、工作室、英国现代现徒制、电子商

务 （并列末 5 位，均为 52.94118）；应用研究

（52.7027）；师资队伍、实训基地（并列52.46637）。

这些节点的接近中心度均相对较小，因而可以认

为这些节点是同目前现代学徒制主流研究主题联

系较小的研究主题，同核心节点所代表的主题差

异较大。

三、结语

本文着眼于职业教育领域中现代学徒制研

究，选取了近2006-2015年这十年间刊载于中国知

网上的相关研究论文，对其进行共词分析与社会

网络分析，以探讨我国范围内的现代学徒制领域

的研究现状及前沿。通过相关的文献计量分析发

现，现代学徒制相关研究在近年来文献增长速度

较快，已成为职业教育领域的一个研究热点。本

研究主题较为核心的研究机构与作者均来自于华

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在我国

的现代学徒制研究领域中，人才培养模式、校企

合作、职业教育仍是目前研究的重点。而围绕着

对学徒制现代性的探讨、有关导师制度、技能教

学、兼职教师等主题，以及对瑞士、英国、澳大

利亚学徒制的学习与比较研究，以及学徒制在特

定专业的应用研究，如物流专业、电子商务、实

训基地建设等方面，正在成为本研究领域的新兴

主题。

[责任编辑：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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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Hotspot and Trend of the Study on Modern Apprenticeship Based on SNA
WANG Lin-lin LI Hong-yan

(Wuhan Vocational College of Software and Engineering, Wuhan 430205, China)
Abstract: Modern apprenticeship is a hotspot in current study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With co-word analysis in information sci⁃
ence and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in social science, this article tries to analyze the academic papers included in CNKI from 2006 to
2015. The tools of key words analysis, Bicomb, statistics software, SPSS20, and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tool, Ucinet are used to ana⁃
lyze the data, in order to draw a co-word network of high frequency key words in the field of modern apprenticeship research.
Through speculating the network characteristics, the present situation, hot spots and the developing trend are revealed in this re⁃
search field of modern apprenticeship to provide reference to the subsequent study.
Key words: SNA; vocational education; modern apprenticeship; co-word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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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两翼”：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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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应用型人才培养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必由之路，随着社会需求与高校人才培养的信息不对称，高

校毕业生结构性失业日益凸显，“毕业即失业”的社会现象日益严峻。为了满足社会需求，一大批普通本科高校

开始向应用技术型大学转型，探索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具有本校特色的应用型人才。武汉东湖学院作为

湖北省首批应用技术型大学试点，走出了“一体两翼”的应用型人才培养之路，为创新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提

供了一定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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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21世纪，我国高等教育自精英化向大众

化转变。1998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持续高

速增长，到2013年高等学校增幅达到624.04%，适

龄青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也由 1998年的 9.8%跃升

至2014年的37.5%，我国高等教育已全面进入大众

化阶段，这不仅仅是量的变化，更重要的是质的

变化，这必然要求我国高等教育多元化发展。《国

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 中指

出，“要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等

学校转型”。这类应用技术型高校已经成为我国高

等学校的一种类别，与综合型、研究型大学一起

构成了我国高等教育体系，担负起了应用型人才

培养的任务。

一、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内涵及特点

1．人才培养模式的含义

刘明俊在《大学教育环境论》中首次对人才

培养模式做出界定“人才培养模式是在一定的办

学条件下，为实现一定的教育目标而选择或构思

的教育、教学式样”。教育部1998年在《关于深化

教学改革，培养 21世纪需要的高质量人才的意

见》中对人才培养模式做出了官方阐述，即“人

才培养模式是学校为学生构建的知识、能力、素

质结构，以及实现这种结构的方式，它从根本上

规定了人才特征并集中体现了教育思想和教育观

念”。可见，“怎么教”、“教什么”是人才培养模

式的本质及核心体现，落实到高校，主要由教育

目标、专业设置、课程体系、教学过程、评价标

准和保障措施等要素构成。

2．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内涵

应用型人才是指能将专业知识和技能应用于

所从事的社会实践的一种专门人才，其主要任务

是将已有的设计方案和图纸等转化为产品。应用

型人才主要是掌握应用型的知识，而非理论研究

和创造新知，是一种以能力为中心的、介于学术

型与技能型之间的复合型人才。应用型人才培养

模式，则是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目标，以实践教

学为途径，以学以致用为核心，学科专业建设适

应社会需求，课程体系构建以应用为主导，教学

过程中兼顾理论与实践，以能力为取向进行教学

评价的人才培养范式。

3．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特点

（1）以“实践”为目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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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是以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为目的来进行专业建

设，并设计相匹配的课程体系及行业指向性明确

的人才培养目标。学生的实践能力主要在课程体

系中培养，增加实践课程的比重，理论基础课程

更多地与实践课程相衔接，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

合，采用“三明治”等新型课程设计模式，让学

生带着理论知识去实践，在实践中寻找问题，再

用理论去解决问题，从而让学生在深度理解理论

知识的同时，锻炼实践能力。

（2）以“应用”为核心。应用型人才培养模

式的核心是学生对知识应用能力的培养。多数人

将“实践”与“应用”相等同，但从内涵上说，

“实践”仅仅是根据已有的操作模式，完成工作内

容的简单动作，“应用”更加注重理论知识向实际

产品的转换能力，而不是简单的实践操作。应用

型人才培养模式是培养学生将掌握的专业知识与

实践技能达到应用的程度，能够在生产、管理等

各种工作一线发现潜在问题并能够运用所学的知

识与技能解决问题。学生达到学以致用、举一反

三的能力才是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核心内容。

（3）以“能力”为取向。应用型人才更注重

复合性、应用性以及与时俱进，这类人才在能力

结构上强调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素质

结构上强调社会适应性以及与社会共处的能力。

由于应用型人才复合性以及时代性较强，因此在

培养学生理论基础与实践应用能力的同时，还需

要教会学生终身学习的能力，让学生掌握自我学

习的方法，能够根据时代发展及知识更新来更好

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同时，应用型人才培养

模式更加注重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培养学生的

综合应用能力以及面对新课题的开拓创新精神，

让学生的各方面能力都得到提升，综合素质更加

符合应用型人才的要求。

二、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使命与定位

1．以社会需求为出发点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不断推进和“转方式，

调结构”的不断深入，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对我

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产

业结构升级加快了对传统产业的改造，推动了科

技含量较高的新兴产业迅速发展，原来的人才结

构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的现实需求，人力资源需求

产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多年来，我国大学生结构

性失业问题凸显，一方面是大学生找不到合适的

工作，一方面是企业找不到合适的人才，这种信

息不对称的供求失衡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本科应用

技术型人才的缺失。应用型人才培养正是为了适

应现代经济发展的需要，构建合理的人才培养结

构，同时，这也是应用技术型大学树立品牌、打

造特色、提高对经济发展贡献度的重要途径之一。

2．以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目标

我 国 《现 代 职 业 教 育 体 系 建 设 规 划

（2014-2020）》中提出，到 2020年基本建成中国

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需要

构建初等、中等、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终身

教育体系，重点探索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人才培

养途径，培养复合型、应用型高新技术人才。本

科层次的应用技术型大学正是培养这类高层次技

术人才的肥沃土地，是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

关键环节，有利于架起职业教育人才成长的“立

交桥”，让职业人才的层次更加分明，行业针对性

更强，从而能够更好的完成培养人才这个大学的

根本职能。

3．以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培养为核心

《国际教育标准分类》（ISCED）对人才进行

了分类——学术型人才和应用型人才。工程型、

技术型和技能型人才都称为应用型人才，分别由

工程技术类研究生教育、本专科职业技术教育、

中等职业技术教育进行培养。技术型人才主要是

以理论技术和智力技能为主，技能型人才主要是

以经验技术和动作技能为主。显然，技术型人才

具有更高的理论水平和技能水平，作为普通本科

高校，其人才培养应该与高职高专有所区别，即

相较于高职高专“厚基础”，相较于学术型本科则

又“通实践”，本科应用技术型大学应将人才培养

目标定位于这类“厚基础，通实践”的“应用型

高级专门人才”。

三、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基本要求

人才培养模式的本质与核心是“怎么教”与

“教什么”，是培养某种人才的基本教学范式，因

此普通本科高校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也应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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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范式。

1．教育目标

布卢姆将教育目标分为总体目标、教育目标

和教学目标三种具体性目标。在应用型人才模式

中具体表现为专业培养目标、专业基本要求和课

程目标。前面提到，本科类普通高校应该将“应

用型高级专门人才”作为专业培养的目标，大多

数学校各学院专业培养目标与专业基本要求的差

异性不大，缺少一定的个性体现。应用技术型高

校要将“应用型”完全融入专业建设，就必须根

据专业特色，依据学生的需求制定不同的培养目

标与要求。课程目标与要求是构成培养方案的重

要内容，也是专业特色体现的重要载体，每门课

程应该从“介绍、教会、要求”三个方面来阐述

课程的目标及学习要求，从而使培养方案更加完

善和细致。

2．专业设置

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显著特点是专业设置

与社会需求对接，培养目标与行业需求对接。由

于应用型人才主要服务高新技术产业等新兴产

业，在专业设置上应该注重专业的灵活性与适应

性，并积极关注相关行业变化，灵活调整专业的

有关方向，与时俱进建设行业需要的专业。对于

专业设置应进行专业方向的定位，从而能够根据

市场需求，灵活调整专业方向模块，让人才培养

更适应快速更新的社会需求。由于应用型人才的

复合型与跨学科性的特征，在专业定位上要更加

注意跨学科专业方向的建设，培养有别于其他高

校的差异化应用型人才。

3．课程体系

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课程体系，应建立在

对行业所需的知识和能力调查分析的基础上，从

而有针对性的组织教学内容，明确职业规划方

向。课程体系一般由公共基础课程（即通识教育

课程）、专业基础课程、专业课程及实践创新课程

构成。满足市场需求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课

程设置，应将专业课程与职业培训类课程相对

接，更加凸显授予知识的实用性。随着市场的不

断开放，科技的不断进步，新生事物层出不穷，

大学生这个思想活跃的群体，正是创新创业的主

要群体，可以将创新创业课程相融合，锻炼 21世
纪的新型应用人才。由于本科应用型人才具有更

高的理论素养要求，课程体系应该注重通识教育

课程的选择与比重，凝练理论性课程，深化扩展

专业课程，强调理论课程与实践创新课程的衔

接，各类课程要体现以应用为本的特性。由于应

用型人才主要对接发展迅速的高新技术产业，其

课程内容的设置应与行业发展相适应，具有灵活

性与适时性的特点，同时，需要将该行业前沿尖

端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等传授予学生，让

应用型人才能够更快地适应不断发展的社会需求。

4．实践教学

实践教学是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中最关键的

一环，是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核心竞争力与职业生

涯规划的需要，是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创新精神

的重要手段。在实践教学环节的设计上，各学科

专业应该建立独立或相对独立的实践教学体系，

不同专业的专业实践时间、模式及考评标准应根

据该专业的特点进行设计。完整的实践教学体系

由课内实践、课外实践和校外实践，在应用型人

才培养模式中，实践教学体系应更加注重校企合

作与工学结合等问题，强调知行合一、融会贯

通、务实致用。

5．评价机制

有效的人才培养模式依靠评价考核机制来实

现，一套完整的人才培养模式必然需要评价机制

这一要素，对于学生培养质量应该进行学业成就

评价，即根据一定的标准对学生的学习成果进行

价值判断的过程，评价标准应根据人才培养目标

来确定，不同专业也应该根据专业特色制定相适

应的学生评价机制。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评价机

制，应涉及理论知识的理解与掌握、动手能力的

考核，强调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与应用能力的

考察。

四、构建“一体两翼”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

的探索

武汉东湖学院（以下简称“学院”）自 2011
年被国家教育部批准为独立设置的全日制普通本

科高校以来，积极响应教育部发展规划，向应用

技术型大学转型，成为湖北省教育厅批准的首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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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技术型大学”试点高校，是湖北省高等学校

创新能力提升计划（2011计划）的首批入选和牵

头高校。学院结合自身特点、社会及地方需求，

贯彻“立德树人、质量至上、和谐发展、服务社

会”的办学理念，探索构建了培养以思想政治素

质、文化技能素质和身体心理素质为“一体”，以

实践能力、创新精神为“两翼”，适应国家和区域

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层次应用技术型人才的

“一体两翼”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秉承“721”
人才培养理念——即 70%左右的应用技术型人才，

20%左右的学生考研深造，10%的学生创新创业和

出国发展，为社会输送更多有用的人才。

1．“一体”为主干，培养综合素质

“一体”是指培养高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的

人才，全面关注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文化技能

素质和身体素质的发展，是人才培养的基础。教

育的基本功能是实现人的全面社会化，实现人的

价值，完成人的理想角色与社会现实角色之间的

融合。这一基本功能体现在高等教育中，就是要

培养学生独立的人格，培养学生适应社会的能

力。多数应用型高校在人才培养模式的制定中忽

略了学生人文思想素质的培养，让学生掌握了工

作技能却不能与社会共处，这样的“狭义”应用

人才往往不是社会“真正需要的人”。学院为了更

好的履行大学职能，培养社会真正需要的人，开

展“一计划三工程”：即实施立德树人行动计划，

将“中国梦”与学风建设相结合，与党建工作进

宿舍进课堂相结合，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相结

合，打造“追梦先锋工程”；以“爱学习、爱劳

动、爱祖国”活动为主体打造“‘三爱’教育责

任工程”；以国学文化经典教育为主线打造“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熏陶工程”。将学生的人文综合素质

的培养作为人才培养模式的主干，奠定学生良好

的思想基础，形成健康的价值取向。

（1）“纽扣行动”，规范大学生思想行为。良

好的行为规范较高的思想政治素养是学生完成学

习任务，培养社会适应能力的基础。应用型人才

不仅仅是“会动手”的人才，更是会自觉、会学

习、会适应的高综合素质人才。学院认识到这一

点，开展了以“大学生行为规范十要十不要”为

主题的“纽扣行动”，引领学生以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作为自己的基本遵循，凡事从我做起、从身

边的点滴做起，扣好自己人生中的第一颗“纽

扣”，从行为规范、思想意识上夯实基础，培养完

整、健康的精神和人格。

（2）“道德讲堂”，重塑大学生道德标准。大

学生是“社会人”的初始形态，其道德水平直接

影响社会整体水平，一个合格的大学生，一个真

正被社会需要的应用型人才也必然具有较高的思

想道德素养。对学生进行道德的培养，是所有类

型高校都不能忽视的问题，这是教育最基本的目

的，也是帮大学生塑造健康及独立人格的最根本

的内容。学院开展“道德讲堂”活动，让教师与

校领导为学生讲述真实的优秀事迹，引导学生摒

弃社会现有的浮躁、自私情绪，做一个有爱心、

有道德、有素养的大学生。“向雷锋学习，友爱互

助”、“新 24孝调查”等主题内容，让现代大学生

成为进入社会之前，清楚认识自己，引导学生道

德素养的进一步提高，让学生成长并成为新时代

“四有”青年：即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

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青年。

2．“两翼”为支撑，培养应用创新技能

“两翼”是指培养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和创

新能力，来支撑有较高思想文化素养的学生的全

面发展，帮助他们更好的适应社会，掌握促进社

会经济发展的基本技能。普通应用型高校，应该

培养“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使其更加适合知识

更新较快的高新技术行业，帮助学生锻炼适应行

业发展及岗位变动的能力。应用型人才具有复合

性的特点，对本科层次的培养应更加注重其综合

应用实践及创新能力的培养，让学生能够有一对

“完整的翅膀”。学院主要从培养方案、专业设

置、课程体系改革、师资队伍建设、实践应用能

力及创新能力培养等多方面来保证学生“两翼”

的逐步形成。

（1）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优化专业结构，培

育特色专业。专业设置具有灵活性与适时性，根

据社会需求及行业的发展状况及时调整专业结

构，设置专业方向。学院树立“为了行业办、围

绕行业转、帮助行业干”的专业建设理念，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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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应用性、差异化、集群化、有特色、高质

量”的专业，形成了电子信息类、装备制造类、

生物化工类、管理经营类、新闻传播类、艺术设

计类等六大专业集群，每个专业集群包含的专业

都根据行业需求拟定了特色发展方向，培养针对

性强的高级应用型专门人才。校党委书记、校长

周启红教授认为特色专业首先其应具备“五大属

性”，即行业性、差异性、优势性、新颖性和需求

性，并主导推进了 11个特色专业的建设。同时，

学院实时关注社会及地方经济发展状况、毕业生

就业情况，灵活控制专业的“关、停、并、转”

及招生数量的增减。

（2） 以“一体两翼”为根本，改革课程体

系。“课程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基本要素，是实

现学校教育目标的基本保证；课程建设是专业建

设的基础和关键，是提高教学质量的主要途径。”

科学课程体系的构建是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重

点，直接关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质量。学院根据

“高级应用型技术人才”的培养目标，科学设置学

科基础平台课程和专业课程体系，构建了以通识

教育类、专业教育类、职业技能培训类和创新创

业能力训练类四大模块为核心的课程体系。

通识教育类课程主要关注学生人文素养及心

理健康的培养；专业教育类课程使学生掌握本专

业的专门知识，培养基本的专业素质；职业技能

培训类课程培训学生从事本专业领域工作所应当

具备的职业技能；创新创业能力训练类课程训练

学生在专业知识基础上的拓展能力，培养学生创

新创业的自立性，提高学生自主创业的能力。学

院作为本科层次的应用型高校，课程设置中始终

贯彻“一体两翼”，重视学生“一体”综合素质的

培养，通识教育类课程占比为 40%，同时，在开

展实践类课程培养学生职业技能的同时，将专利

与创新这类课程作为必修，体现了“两翼”的培

养特色，帮助学生成长为真正的“一体两翼”高

素质应用型人才，与普通应用型人才形成差异，

提高了学院学生的市场竞争力与就业优势。例

如，学院的校级特色专业软件工程（服务外包方

向）围绕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这一目标，采用了

“1+2+3”的国际化标准的课程体系，即一套 IT技

术、两套开发平台及三套项目实践，培养“知识

面较宽，外语水平较高、具有国际化视野的程序

设计和工程实践能力较强”的计算机软件综合应

用型创新人才。

（3）以多元化实习为途径，丰富实践教学。

实践教学是巩固和加深理论知识，学习操作技能

知识的有效途径，是将理论与实践联系起来的科

学平台，是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关键所在。学

院根据学生能力形成规律和教学活动的内在逻辑

关系，构建了具有特色的实践教学体系。把课程

实验、认知实习、实训、课程设计与岗位见习、

专业综合实习、企业岗位操作和技术开发、毕业

实习、毕业论文（设计）有机的结合起来，形成

课程及专业认知实习、生产实习、毕业实习“三

结合”的学生实习模式。让第二课堂活动贯穿整

个学习过程，通过“教、学、做、创”，形成学生

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循环提升的实践教学模式。

例如，学院的校级特色专业数字媒体艺术专业

（游戏动漫设计、数字影视制作方向）构建了“三

个层面六大平台”的实践教学模式（见表 1），并

创建多家校外实训基地，让学生到真实环境中锻

炼，将理论知识转化为真实产品的应用实践能力。

（4）以师资建设为基础，培养应用型高级专

门人才。师资队伍是人才培养模式发挥效用的基

本保障，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占主导地位，教师的

实践及科研创新能力于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更是至

关重要，只有教师具有了理论与实践的双重能

力，即“双师型”教师，才能培养和教育接受实

践教学的教育对象，培养货真价实的应用型人

才。学院开展了“5231”优秀人才培养工程，每

年派出5名教师作为国外访问学者，20名教师作为

国内访问学者，30名教师到企事业单位挂职锻

炼，100名教师参加学术交流与研讨。同时，采取

引进和培养并进的有关措施，从企业引进有关专

家指导实践教学，鼓励青年教师取得相应职业资

表1 三个层面六大平台

应用层

专业层

基础层

传媒与艺术设计项目实战平台

数字影像

设计制作

平台

“数字创意思维及设计制作”数字实践平台

数字影视

策划与录

制平台

虚拟仿真

实训平台

数字视觉

传达设计

制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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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使教师在应用能力、实践教学能力及服务社

会能力方面有所提升，让课程与市场需求接轨更

加紧密，及时更新专业实践内容及教育教学方

法，鼓励中青年教师组建科研创新团队，让学生

参与科研创新，在培养“双师”型教师的同时，

锻炼学生实践与创新的能力。

（5）以创新创业为辅助，挖掘创新精神。应

用型高级专门人才的特色在于创新创业能力，这

也是应用型人才区别于其他类型人才的主要特

征。学院经过对合作企业的需求调查发现，高新

技术产业对本科类型的应用型人才需求量较大，

需要的是既有实践应用能力又具有一定创新意识

的人才。随着“互联网+”的广泛开展，对于应用

型人才要求更为“苛刻”，在这样的背景下，学院

鼓励教师及学生申报专利，获批成立了省级创业

示范基地，并每年投入500万经费鼓励教师带动学

生参加各类创新创业大赛，开展“青苗工程”等

各类创新创业专门项目，得到广大师生的支持与

参与，已有多项创新创业项目在“互联网+”等竞

赛中取得名次。

培养适应时代发展的、具有明显优势和显著

特点的内涵式应用型人才是普通高校需要积极探

索的问题。学院立足“地方性”、“应用型”、“重

特色”的办学定位，迅速向应用技术型大学全面

转型，探索实践出的这条“一体两翼”应用型人

才培养之路，创新了现有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模

式，希望能为同类型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提供一

定借鉴。

[责任编辑：刘晓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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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Body Two Wings”: Innovation Research on the Training Mode of Applied Talents
JIANG Zheng-feng ZHANG Xuan LV Dan
（Wuhan Donghu University，Wuhan 430212, China）

Abstract: Training applied talents is the only way to achieve popular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As the information asymmetry ap⁃
pears between social demands and talents train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structure unemployment of graduates is growing,
and the phenomenon of“graduation is unemployment”is increasingly serious. To meet the needs of social demands, many ordinary
universities transform to applied technology universities, and explore the mode of training applied talents who have their own school
features. Wuhan Donghu University, as the first pilot of applied technology universities in Hubei Province has tracked out the way
of training applied talents called“one body two wings”, which provides reference to the innovation of the mode of training applied
talents.
Key words: one body two wings; applied talents; training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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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2+1”的传统模式，过多地强调了学生酒店专业技能的培养，从而出现了酒店人才的供求矛盾。从“政校企

行”四方联动协作，调查酒店管理专业学生职业素养的现状并分析其原因，探究实现酒店管理专业学生职业素

养的共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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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教育一直都倾向于对学生专业技能的培

养。而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基于人力资源的持

续、稳定发展，除了专业技能外，企业也更看重学

生在职业素养等综合素质方面的表现。酒店行业的

员工流失率一直都居高不下，根据相关数据统计，

2015年上半年，全国酒店月员工流失率达到4.5%，

比2014年下半年环比上升0.49%。在新的经济常态

下，酒店行业竞争日趋激烈，而面对如此高员工流

失率，酒店如何稳定自己的员工队伍、提升员工的

职业素养，将极大地影响着酒店的长期、稳定发

展。近年来，酒店缓解用工紧缺的一个重要途径就

是高职酒店管理专业的学生实习及就业。作为酒店

人才培养的供给方，高职酒店管理专业如何为酒店

培养具有较强职业素养的高素质高技能型酒店专业

人才，适应酒店业长期发展的需求，实现酒店及高

职院校的共同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一、新常态下的酒店业与专业人才需求

近年来，随着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与转型升

级，虽然整体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缓，但由于商

务差旅及旅游业发展的带动效应，我国酒店市场

需求依然稳健，再加上国内本土酒店的集团化发

展及外资品牌酒店的进入，我国酒店业发展势头

依然强劲。据报道，截止到 2015年 1月，我国有

限服务酒店总数已超过1.6万家，其中四星级和五

星级酒店的比例由十年前的 7.7%上升到去年底的

17.5%。

在经济新常态下，社会公众消费更趋理性，

酒店行业市场需求发生明显变化，国内酒店业将

更加注重产品和服务，最突出的表现是满足客人

个性需求为主，所以酒店消费将呈现追求艺术、

自助服务和个性化的亮点。面对于这些调整与变

化，酒店的员工必须有较高的素质及技能做好对

客服务，同时应逐渐提高对酒店工作的职业素

养，提升对酒店的忠诚度。截止 2015年初，我国

的四星级和五星级酒店的比例由十年前的 7.7%上

升到去年底的17.5%。可见，高星级酒店的发展迅

速，也将对酒店员工的英语能力等综合素质的要

求越来越高。所以，在新常态下，酒店为实现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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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稳定、健康发展，必须对具有较强的职业素

养、高素质高技能型专业人才的需求将日益增加。

作为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必须面向于行业及

用人单位的需求。行业市场及企业用人的需求应

是酒店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的依

据。在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影响下，酒店业的

产业升级和产业跨界发展以及“互联网+”等发展

变化对酒店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但目前大

多数的高职院校在酒店专业建设中，在人才培养

模式或课程设置等方面，突出了专业技能的培

养，而忽略了酒店专业学生的职业素养的教育和

培养。

为培养适应新常态下酒店业发展所需要的人

才，高职院校应该不断探索多位一体的酒店管理

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因此，本文侧重于“政校企

行”四方协作的高职酒店管理专业学生职业素养

共育模式的探究。

二、高职酒店管理专业学生职业素养的现状

分析

在酒店工作过程中专业技能应该是第一位

的，除了专业技能，员工的敬业和道德也是必备

的，而这些在工作过程中总体体现的就是职业素

养。职业素养主要包含着职业意识、职业礼仪和

职业技能等三个方面。

1．现状

为了了解高职酒店管理专业学生职业素养的

现状，充分把握影响高职酒店专业学生职业素养

的因素，本研究以广州某学院 2006至 2010届共 5
个年级约 270位酒店管理专业毕业生作为研究样

本，采取访谈法、问卷法等研究方法，调查研究

学生在酒店业的就业对口率及其稳定性与职业素

养之间的关系。

（1） 酒店专业学生对酒店职业认同感较低。

学生对职业认同感的高低，主要表现在专业录取

的第一志愿比率以及学生在就业时的专业对口率

及其稳定性。通过广州某学院招生办获得的酒店

专业 2006-2010 届学生第一志愿录取情况分析，

酒店管理专业的第一志愿录取率相对于其他专业

是偏低的，最高的一届是 2009年的 36.9%，如图

1所示。

大学生就业专业对口指的是就业时所从事工作

与所学专业相关。据相关数据显示，近几年我国大

学毕业生就业专业不对口现象越来越明显，毕业生

签约的工作与专业的对口率表现出逐年下降的趋

势。2010年就业蓝皮书中调查研究表明，全国2009
届高职高专毕业生为57%，而酒店管理专业毕业生

签约的工作与专业的对口率仅为20%左右。

在针对广州某学院酒店管理专业就业对口率

及其稳定性调查中了解到，该校酒店管理专业

2006-2010届毕业生签约的工作与专业的对口率更

是远低于全国的 20%，而目前依然留在酒店行业

工作的学生更少，如图2所示。

（2）模糊的职业规划。因为非第一志愿录取

而读了酒店管理专业，在三年的学习过程中，如

果不能重新培养起对酒店管理的兴趣，在就业时

几乎不会考虑从事酒店业。但是，尽管是第一志

愿选择了酒店管理专业的学生，初次就业时选择

酒店后，如果对从事酒店业以后的职业规划不清

晰，对于自己选择酒店的哪一个岗位或者通过学

习的提升在工作岗位上有所晋升很难清晰地计

划，在酒店坚持工作一两年后离职。

图1 广州某学院酒店专业2006-2010届
学生第一志愿录取情况

图2 广州某学院酒店专业2006-2010届在酒店就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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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自我定位过高，抵触一线服务工作。随

着 80、90后不断成为行业发展的重要人力资源力

量，但因这一阶段的学生生活条件相对较好，他

们的自我发展定位往往偏高，就业岗位选择时偏

向于管理岗位。而且 80、90后学生中独生子女较

多，对工作抱着较高的期望，以致于越来越多的

学生不愿意学习基本的酒店一线服务技能及管理

知识。

2．原因分析

通过以广州某学院 2006至 2010届共 5个年级

约270位酒店管理专业毕业生作为研究样本进行统

计分析，根据 SPSS19.0的检测结果，克朗巴哈系

数大于0.7，属于很可信范围（见表1）。

针对学生的专业选择、职业规划、学校及酒店

等多个方面进行调查，从而分析这些因素对学生的

职业素养的影响程度，结果如表2的均值与排序。

注:五分制量表 1=不重要 5=极重要

依据上述的均值排序，可以看到酒店管理专

业的学生对酒店行业能够提供的薪酬福利和学生

个人在酒店的发展与晋升空间最为关注。排序前

五项中的毕业生就业影响因素有三项与酒店相

关，后面的影响因素主要集中在家庭因素、学校

人才培养、社会对酒店从业人员的认知等方面。

从一般的情况来说，学生毕业后能否顺利就

业并且是其自己喜欢的职业，学生本人的职业素

养对此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这 12项因素分析中，涉及了学校、酒店、

行业及政府等方面对高职酒店管理专业学生职业

选择与发展带来了影响。

学生个人及家庭方面：随着我国的经济发展

和家庭人口结构的变化，独生女子已成为高职院

校学生的主体。加上家长对酒店职业的评价不太

认可，影响了学生在专业方向的选择，造成了酒

店管理专业的第一志愿生源非常低，在酒店专业学

习方面表现出了严重缺乏职业兴趣、动力及抱负。

学校人才培养方面：目前，在高职院校酒店

专业人才培养方面，一般都采取了“2+1”或“订

单班”的培养模式，无论是哪个模式，学生在校

内学习的时间多是 2年或者 1.5年，而在这 1.5—2
年的时间里，公共课程、专业基础课程和专业核

心课程等安排就相当紧凑。学校的酒店管理专业

人才培养必须满足酒店行业的市场需求。目前，

除了酒店专业技能外，酒店也更希望学校在酒店

管理专业课程设置方面加强基础课程的安排，如

职业生涯规划、应用文写作、酒店职业道德、服

务心理、沟通与口才及管理基础等。

酒店方面：随着高星级酒店的不断发展，逐

渐吸引着高学历的学生投身于酒店业。但对于酒

店长远发展来说，怎样留住实习生并转化为忠诚

的员工是个关键问题。酒店除了提高薪酬待遇

外，应该改善员工的工作环境，特别是员工宿舍

及餐厅。另外，显得更为重要的是，酒店必须有

明确的人才培养体制，能让学生看到其在酒店的

发展与晋升的机会。

政府及行业部门方面：目前，社会对酒店行

业的关注多数是源于行业内的负面新闻事件。政

府及酒店行业相关管理部门，应注重正确引导社

会大众对酒店的认知。同时，注重与社区或院校

间的互动与合作，如把单一的酒店业内职业技能

大赛或单一的酒店管理专业学生技能大赛进行扩

散，吸引更多的人群参与，以引起更广泛的关注。

三、“政校企行”协作的高职酒店管理专业学

表1 可靠性分析

可靠性统计量
克朗巴哈系数

0. 721
基于标准化项的
克朗巴哈系数

0. 713
项数

12

表2 均值与排序

项目名称

薪酬待遇

晋升与酒店发展前景

对酒店工作的认可

家庭对学生就业的要求

学校对酒店职业素养的培养

学生个人职业规划

社会对酒店业的评价

酒店的工作环境

学校的就业指导

酒店对员工的管理文化

酒店品牌形象

员工人际关系

均值

4. 7546
4. 5456
4. 5158
4. 5008
4. 3367
4.2426
4. 1339
4. 1076
4. 0839
4. 0080
3. 9075
3. 7453

排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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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职业素养培养的创新模式构建

学生在校的学习过程，学校与学生本人发挥

着关键性的作用。但酒店管理专业的职业素养不

能只依赖于学校和学生本身，政府、行业及酒店

的支持也显得尤其重要。与其他企业一样，酒店

业希望把实习生留下来或直接招聘到的酒店管理

专业毕业生能直接投入“使用”，但无论哪种途径

都困难重重。酒店要想留住到店实习的学生或能

招聘到较好职业素养的酒店管理专业毕业生，酒

店就应该积极地与院校合作，共同培养酒店管理

专业学生。当前，为推进我国职业教育全面协调

可持续发展，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现代

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了“政府推动、市场引

导”、“加强统筹、分类指导”、“服务需求、就业

导向”、“产教融合、特色办学”、“系统培养、多

样成才”等五大发展基本原则。这五项原则也都

涉及了政府、学校、行业与企业。

1．政府应主导推进“政校行企”四方联动

政府在高校与企业及行业合作中起到中介和

服务的作用，主导推进并建立完善的“政校行

企”四方联动机制。积极制定及完善相关的法律

法规及政策激励企业及行业组织更自主地参与校

企、校行间的互动与合作。而因目前社会、家长

等方面对酒店行业的片面甚至是负面的认知、评

价，影响了高考填报志愿时的职业选择及后期的

职业规划。所以，政府应联合酒店及其行业组织

及高职院校等，通过酒店走进社区、大众化的酒

店服务体验活动及社会化的酒店技能大赛等，吸

引更多人关注酒店业、深度了解酒店业，进行广

泛的、正面的社会宣导，以引导社会大众对酒

店、酒店业有正确的评判、认知。

2．高职院校自主、积极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目前，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模式制定过程

中，均有过多地侧重于强调专业技能的培养，高

职酒店管理专业更是如此。然而，对于酒店用人

需求来说，酒店更看重高职酒店管理专业学生是

否具有更好的职业素养，因为酒店普遍认为酒店

服务技能是可以在员工到岗后各部门有针对性的

培训中得到快速提升。

高职院校酒店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的关键，主

要体现在专业课程体系的构建、专业课程的教学

实施等工作中。所以，在新的人力资源环境下，

在能满足学生掌握最基本的酒店服务技能基础

上，高职院校应侧重基于职业素养的人才培养课

程体系构建，增加职业道德、职业意识、服务意

识、沟通交流能力、创新能力等综合素质的课

程。同时，在实施教学过程中，开展“政校行企”

四方联动，从政府、行业组织及酒店三方引进兼职

的“能工巧匠”构建多元师资队伍，共建优质课

程。无论是职业指导课还是专业技能课，通过这样

的师资队伍进行的课程实施，能让学生更早地、全

方位地、真实地了解酒店行业发展及酒店自身管理

及发展所需要的技能及素养。

3．酒店行业组织及酒店创新产教融合机制

目前，酒店及其行业组织在校企、校行等方

面的产教合作已有一定基础，有些酒店与高职院

校合作的订单班、冠名班等均已取得一定地成

果，这种合作方式也已成为国内高职院校酒店管

理专业进行校企合作的典型。但是普遍存在缺乏

深度、灵活的合作机制，大部分酒店或行业组织

都还没能建立起有针对性的深度合作机制。在

“政校行企”四方联动的机制下，酒店行业组织应

指导、制定、实施酒店行业职业标准规范，并积

极协调酒店与高职院校的交流与合作，向高职院

校提供实时的酒店行业信息，根据酒店行业的发

展趋势指导高职院校酒店管理专业建设。同时，

酒店应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高职院校酒店管理

专业人才培养的课程设置，把实际可行的酒店管

理与服务的项目引入校内教学，提供多样化且尽

可能安排轮换的实习岗位，改善学生在酒店的实

习环境，以稳定实习队伍并留住人才。

四、结语

图3 “政校行企”四方联动共育职业素养

建立有效的人
才提升机制、改
善工作及生活
环境、提高薪酬
待遇、项目进校
运作

创新人才培养
模式、四方共建
优质课程、构建
多元师资队伍
等

正面宣传、资金投入、组织
技能大赛、优惠政策

（下转第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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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职业教育旅游工艺品设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基于民族文化传承视野

苏晓红 1 杨秀益 2

（1.黔东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贵州 凯里 556000；2.黔东南州林科所，贵州 凯里 556000）

摘 要：贵州职业院校培养的旅游工艺品设计专业人才有两个短板：设计创新能力不足、设计的产品不能

凸显贵州旅游地的民族文化内涵。专业人才培养滞后于该省旅游商品产业的发展需求，亟需进行人才培养模式

改革。要深化校政企合作，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职业能力培养为主线、以项目实践为载体，实行一体化教

学，提高学生的民族文化素养，强化市场认知能力和设计创新能力，培养出既能创新性地保护和传承贵州旅游

地的民族文化精髓，又能为旅游商品市场提供产品化服务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促进旅游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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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期间，贵州的旅游商品产业带动

200万人创业就业，被列入贵州省十大产业振兴计

划。但是，该省年产值500亿元的旅游商品中民族

民间产品不足三分之一，富含民族文化精髓的高

附加值品牌化产品少，全省旅游购物收入仅占旅

游业总收入的 25％，出现了旅游商品供给与游客

消费升级需求不一致的现象。造成该现状的主要

原因在于旅游商品产业缺乏高素质的旅游工艺品

设计人才。贵州的旅游商品以民族手工艺品为代

表，随着该省旅游产业“井喷式”发展，旅游工

艺品设计人才的培养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中国知网上以“旅游工艺品设计与制作”

为主题精确搜索到 27篇文献，其中关于人才培养

的仅有6篇，针对贵州旅游工艺品设计专业人才培

养的文献没有，且从创新性地保护和传承民族文

化角度来研究该专业人才培养的文献较少见。基

于此，开展本研究，以创新性传承贵州非物质文

化遗产手工技艺，促进民族文化传播，为贵州旅

游商品产业培养亟需人才，也为贵州旅游经济发

展研究提供理论参考。

一、贵州旅游工艺品市场存在的问题

贵州省旅游业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旅

游商品产业则从 2006年才进入起步阶段，普遍存

在的问题有：设计与市场、生产与市场相脱节，

设计理念缺乏地方特色，文化内涵的主题性不明

显；中端产品偏多，大众和高端产品不足；总量

小、种类少、包装简单；营销方式市场化程度

低，规模效益不突出；缺乏知识产权意识，仿冒

品多。旅游工艺品的开发设计成为影响贵州旅游

商品产业健康发展的短板之一。

二、贵州艺术设计类专业人才现状

贵州省高校的旅游工艺品设计专业是随着旅

游商品产业的兴起设置的，多在“十二五”期间

才开设，培养的人才并不多。该省普通高校（含

民办） 57所，其中仅有9所学校开设有艺术设计类

专业。其中本科层次1所，专科层次6所，中专层

次 2 所 （以上数据来源于各校官网上的专业简

介）。2013年到2016年间，9所学校艺术设计类专

业招生不足 3000人。由于办学时间不长，在人才

培养上仍处于摸索阶段。专业课程的设置大同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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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同质化现象较为明显。设计脱离市场的需

求，对旅游者购物心理研究少，且多从美学角度

设计产品，产品蕴含的民族文化内涵少，区域特

色不明显，人才培养质量不能满足旅游商品产业

的发展需求。2006年至 2013年，八届多彩贵州旅

游商品“两赛一会”累计评选出“贵州名匠”633
名，但是获得 2011年贵州省首届“工艺美术大

师”称号的仅有 29名。而现有旅游商品生产企业

中能够对商品进行开发设计的只有三家，开发设

计人员少。其中，手工作坊和家族式生产企业中

的传统手工技艺传承人的文化程度整体偏低，创

新能力、设计能力的提升空间有限，设计的产品

艺术性不强，缺少现代设计理念。且随着传承人

的相继离世，传统手工艺面临人才“断层”危

险，亟需对旅游工艺品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进

行改革，培养出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

三、校政企合作，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随着全域旅游、快旅慢游的兴起，到贵州的

国内外游客日益增多。伴随着消费观念的转变，

游客对旅游工艺品的购买从注重某种价值发展到

对多种价值 （文化价值、艺术价值、实用价值、

经济价值等）的追求。游客的多样化消费需求给

旅游工艺品设计专业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高职教育是旅游工艺品设计类人才培养的主

渠道，贵州各职业院校要立足本省旅游业发展需

要，校政企合作，深化旅游工艺品设计专业人才

培养模式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培养亟需的

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

学校要走政府搭平台、企业为主体、市场为

导向、学校为阵地，产、学、研相结合的人才培

养道路，要与政府、行业协会、文化生产企业等

合作共同培养旅游工艺品设计专业人才。如黔东

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的旅游工艺品设计与制作专

业，就是学校与贵州省中小企业局和黔东南州工

信委共同建设的专业，并且与黔东南九黎苗妹工

艺品有限公司、丹寨宁航蜡染有限公司、黔东南

州太阳鼓苗侗刺绣有限责任公司 3家企业达成协

议，联合办学，为学生提供了银饰、刺绣、蜡

染、雕刻四个方向的专业特长教学，培养出的学

生深受欢迎。

1．立足贵州旅游业发展实际，以市场需求为

导向，明确人才培养目标

旅游工艺品设计专业人才的培养应与贵州省

的旅游经济发展相适应，与当地的文化产业发展

相衔接。所以，要成立由专业教师、行业协会、

企业骨干等组成的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以行业

为依托、以培养岗位技能为核心，在市场调研和

行业调研的基础上制订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明确

旅游工艺品设计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即适应贵

州旅游行业市场发展，集旅游工艺品设计与制作

相关知识于一身，有较高的民族文化素养、扎实

的专业技能（尤其是市场认知能力和设计创新能

力），从事旅游工艺品设计、制作、管理、销售等

方面工作，既能创新性地保护和传承贵州旅游地

的民族文化精髓，又能为旅游商品市场提供产品

化服务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2．优化课程体系，提高民族文化素养，传承

民族文化

民族旅游工艺品在很大程度上是民族文化的

“物态化”，它能反映出该民族的思想意识、审美

情趣等。因此，独特的民族地域文化是旅游工艺

品在市场中的核心竞争力。所以，旅游工艺品设

计专业的发展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彰显多彩贵州

民族特色文化。要根据人才培养目标来优化课程

体系，调整、增设相关课程，学习、掌握相关民

族文化知识，促进学生民族文化素养的提高。在

对旅游工艺品设计工作岗位的任务进行深入分析

后，优化基于岗位工作过程，以创新性地保护和

传承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基础、以贵州旅游市

场发展为导向开放式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程

体系。将旅游工艺品设计视为对当地文化的再设

计，在课程的总体设置上要体现区域民族文化、

专业技能、艺术设计三者的有机结合，做好基础

课和专业课之间的紧密衔接。在课程资源的优化

上要注重促进“民族元素、贵州元素、现代元

素、国际元素”四种元素的结合，要根据区域旅

游市场需要来增设相关课程：一是增设以苗侗文

化为代表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尤其是已列

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贵州省传统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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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艺内容。二是增设人文课程，如，《美学基本原

理》、《文化概论》、《民俗学》、《设计美学》、《工

艺品赏析》《民间工艺品设计》等课程。三是增设

《设计思维与综合表达》、《计算机辅助设计》、《旅

游经济学》、《消费心理学》、《旅游工艺品包装》、

《旅游工艺品市场营销》等课程。四是带领学生深

入居住地学习以苗侗民族为主的贵州民族民间文

化精髓，学习刺绣、银饰、蜡染等民间传统工

艺，了解它们独特的文化内涵。通过对优化整合

后课程的整体性学习，增强学生的民族文化认

同，使得学生的民族文化素养得到提升，具有较

广的设计理念知识，将有着丰富文化内涵、蕴含

着民族审美意识、有着象征性和符号性的图案提

炼出来运用到设计中，制作出有品位的旅游工艺

品，使游客从中感受到贵州鲜明的地域文化特点

和独特的民族文化内涵，从而购买珍藏或转赠他

人，实现对贵州民族文化的传承，对传统民间技

艺的开发性保护。

3．加强项目化实践教学，凸显两种能力，全

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通过政府的支持，引导企业创新要素向学校

集聚，校企共建具有地方特色的项目化实践教学

实训实习基地（或校内设计室）。以市场需求为导

向、以职业能力培养为主线、以项目实践为载

体，引入行业标准和行业认证，实行一体化教

学，培养学生的设计综合能力。教师将校企合作

项目作为课程作业，在明确具体设计方向之后，

指导学生组成项目产品开发团队，按照市场营销

组、客户组、产品研发组等小组开展项目讨论。

市场营销组介绍市场调研情况，进行产品类别统

筹。客户组提出消费者的要求，梳理和总结所有

信息并反馈到产品研发组。产品研发组确定产品

开发的方向，并形成最优设计方案，然后分工合

作、共同完成。老师在其中起到明确项目目标、

把控项目进度、检测项目质量的作用。由非遗传

承人、工艺美术大师、企业技术骨干等担任实训

指导教师，传授手工制作技艺，让学生熟悉设计

与制作的基本流程，了解简单的加工制作工艺和

企业的运作与生产方式等。

通过校企合作项目，促进学生创新思维，激

发创造力，彰显地域文化、凸显地方特色，真正

做到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安排学生进入

企业顶岗实习，培养学生学会严格遵守企业设

计、生产的评判标准与体系，认同企业文化，参

与设计流程，完成设计项目。企业留用表现突出

的学生，既解决学生的就业问题，也使得企业更

加积极参与到人才培养中来，促进人才培养与企

业用人需求之间的良性循环，形成校企合作的良

性发展。

（1）在传统设计教学的基础上强化市场认知

能力和设计创新能力的培养。一是要强化市场认

知能力。通过对旅游市场营销学、消费心理学、

人文地理学等课程的学习，培养学生树立“以市

场为导向，以旅游者的购物需求为最终目的”的

市场意识和设计理念。学生在市场和行业的调研

中了解相关行业和不同文化层次、不同职业、不

同年龄段的游客对旅游工艺品的主题、内涵、造

型、工艺、材料、价格、档次、包装、便携性等

方面的评价和要求，再进行产品价格定位、消费

群定位，针对市场的需求变化来进行设计，才能

满足游客的消费心理需求。培养学生学会从国家

相关政策、旅游活动方式以及时尚潮流的发展变

化中捕捉到旅游市场信息，并且预测市场发展方

向，引导游客进行消费。

二是要强化设计创新能力。创新是旅游工艺

品设计的灵魂，设计创新能力的培养是旅游工艺

品设计人才培养的关键。首先是观念创新。教师

要加强对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训练，让学生不断吸

收先进理念、更新设计意识，创新表现技法、丰

富造型语言，如课堂上开展从几何形状到立体形

态的创意思维训练。通过对方形、圆形、菱形等

几何图形的观察训练，再到动物、植物、人物、

风景等写实元素的立体形态的创意思维训练，来

提高学生的观察能力和理解物体蕴含的情感诉

求，培养学生丰富的想象力，创意表达的快速表

现力等。通过持续的训练让学生掌握创新思维的

方法，促进创意思维能力的提高。其次是实践创

新。带领学生深入贵州旅游地，感受民族民间文

化的魅力，学习传统手工技艺，积累专业素材。

引导学生深度挖掘有地方特色的设计题材，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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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主题需要来设计作品，赋以鲜明的区域文化

特色，结合现代技法，融入人机工程学原理，实

现传统与现代艺术风格的有机结合，设计出游客

青睐的工艺品，同时更好地保护和传承民族文

化。最后是组织学生参加各级各类设计大赛和企

业设计招标，开阔学生的视野、培养学生的特

长，提高学生的综合设计能力、团结协作能力，

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

（2）打造“双师型”教学团队，提升教师教

学质量。建立一支由大师引领，由企业技术骨

干、工艺美术设计大师、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

和青年教师组成的，专兼结合的“双师型”教学

团队。学校实行激励机制，对“双师型”教师在

职称评聘、经济待遇、培训进修等方面优先考

虑，激发更多教师追求专业化发展。深入推进专

业教师轮流下企业锻炼制度，参与企业的课题研

究、技术创新平台建设等工作，以提高自身的科

研能力和创意设计能力；教师定期到专业院校学

习进修，提高学历、拓展艺术设计视野；召开学

术研讨会，加强学校、企业与市场之间的沟通与

交流，从中了解行业动态和市场需求，从而更好

地修订人才培养方案，丰富教学内容和构建课程

体系，优化教学质量。

4．校政企三方共同做好学生就业创业观念的

引导工作

政府层面的工作是细化关于发展旅游业的相

关制度，规范旅游工艺品生产企业的行为。加强

旅游商品的商标注册工作，严厉打击任何侵犯他

人权利的行为，维护生产者与游客之间的合法权

益，建立良好的市场秩序，推动本地旅游市场持

续、健康发展。对于愿意留在本省从事旅游工艺

品设计相关工作的毕业生给予政策上的支持。企

业层面的工作是优先录用省内高校旅游工艺品设

计专业表现优秀的毕业生，为其提供更多的发展

空间和机会。学校层面的工作是将就业创业指导

工作渗透到教育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树立“热

爱家乡、为家乡脱贫攻坚献力量，实现自我人生

价值”的就业创业意识。注重培养学生的团队合

作能力、沟通交流能力，指导学生开展创业活

动，为学生提供创业基金、创业场地，帮助学生

积累创业经验；培养学生收集、分析和处理信息

的能力，使得学生能够登录政府网页、企业网

页，实时了解政府的相关政策、企业的人才需求

后理性就业或积极创业。

四、结语

贵州省职业院校在旅游工艺品设计专业的人

才培养上应该从以下四个方面深化人才培养模式

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一是立足贵州旅游业

发展实际，以旅游商品市场需求为导向，明确人

才培养目标；二是优化课程体系，提高民族文化

素养，传承民族文化；三是加强项目化实践教

学，凸显市场认知能力和设计创新能力，打造

“双师型”教学团队，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四

是校政企三方共同做好学生的就业创业观念的引

导工作。通过以上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培养出

既能够创新性地保护和传承贵州旅游地的民族文

化，又能满足旅游商品行业的发展需求，促进当

地旅游经济发展的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

[责任编辑：邢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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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及制度建设着手，通过教学改革、讲座、竞赛等多种形式，不断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创新创业意识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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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下，产业转型、技术升级已成为经济

社会发展的关键，而产业转型、技术升级的实现

自然离不开创新创业。2010年教育部《关于大力

推进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和大学生自主创业工

作的意见》中指出“创新创业教育要面向全体学

生，结合专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李克强

总理在 2015年的 《政府工作报告》 中提出，要

“充分释放全社会创业创新的潜能”，“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提升高校教学水平和创新能力”。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

革的实施意见》则提出“面向全体”、“融入人才

培养体系”、“普及创新创业教育”的基本原则和

总体目标。在这一系列政策的引导下，创新创业

教育在各高职院校陆续展开。不过各界就高职教

育中的创新创业教育在理论上并未达到较为一致

的认识；在实践上，也存在对创新创业教育内涵

把握不准、实施途径单一、涉及面有限等不足。

一、高职创新创业教育的内涵

1995年商务印刷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将

创新创业分为“创新”和“创业”。“创新”即抛

开旧的，创造新的。“创业”即创办事业。高校创

新创业教育起源于 1947年哈佛大学开设的“新企

业管理”课程，其内涵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

发展。相关资料表明，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各界

对创新创业教育尚未达成较普遍一致的共识。

如，埃尔基莱 （Erkkilǎ） 在《创业教育：美国、

英国和芬兰的争论》中指出，美国创业教育强调

的是创办或者运营企业，强调的是商业行为；而

英国和芬兰创业教育侧重于理念的转变，强调事

业心和开拓技能，更注重受教育者个性品质的发

展。2002年，教育部高教司在其召开普通高校创

业教育试点工作座谈会中指出，当前高等学校应

对大学生进行创业教育工作，培养具有创新精神

和创造、创业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席升阳认为，

“创业教育是使受教育者能够在社会经济、文化、

政治领域内进行行为创新、开辟或拓展新的发展

空间，并为他人和社会提供机遇的探索性行为的

教育活动。”概而言之，高职创新创业教育就是培

养受教育者具有能够满足经济社会尤其是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进而推动经济社会尤其是地

方经济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能力教育。

实践中，高职创新创业教育有狭义和广义之

分。从狭义上看，高职创新创业教育即针对创办

新企业所需知识和技能而开设专门课程或为高职

师生的创新理念、成果等转化为行业、企业实践

创造条件及提供便利的教育。从广义上看，高职

创新创业教育除了狭义上的创新创业教育外，更

多的是面向全体学生、融入人才培养体系的以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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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为目的，培养具有创新创业

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的创新创业教育。新常态

下，高职创新创业教育应是广义上的创新创业教

育，即立足于各高职院校的实际，同时结合学生

的实际情况，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为目

的，贯穿于高职人才培养全过程的创新创业意识

和创新创业能力的教育。它既包括针对特定学生

所进行的创办一个新企业的知识和技能的教育，

更包括面向全体学生所进行的创业意识和创业能

力以及为有需要的初次创新创业人员创设条件、

提供平台等的教育。

二、高职开展创新创业教育的途径

新常态下，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行

业和企业在生产、建设、管理和服务一线所需的

应用型高技能人才规格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创新

创业不仅是行业和企业在生产、建设、管理和服

务一线应用型高技能人才胜任其岗位工作的需

要，更是行业、企业进一步生存和发展的需要。

高职教育作为培养应用型高技能人才的主要载

体，对其培养对象进行创新创业教育不仅是经济

社会发展尤其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对其提出的迫

切要求，更是其可持续发展的必然。

1．营造创新创业的校园文化，激发学生的创

新创业动机

校园文化是校园师生行动的指南，是校园师

生所崇尚价值观的精髓所在。动机作为人的行动

的一种内驱力，是人的行动的源动力，决定着人

行动的方向、强度和持续度。长期以来，高职教

育以教授知识和技能为使命，创新创业作为高职

教育为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

务的时代要求，并不为广大高职学生所熟悉。因

此，从校园文化着手，充分发挥文化的整合、导

向作用，让广大高职学生在校园文化的熏陶下，

逐渐产生创新创业的动机和欲望，从而在一定程

度上将创新创业教育落到实处。

（1）加大宣传，让创新创业理念深入人心。

理念作为精神文化的精髓，是人行动的向导，科

学的理念是人行动效果和效率的保证。在高职院

校内通过广播、宣传栏等加强与创新创业有关知

识的宣传报导，让广大高职学生充分认识创新创

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逐渐树立起科学的创新

创业观，以激发广大高职学生去探索去实践。

（２）树立典型，充分发挥榜样的作用。榜样

是文化发挥作用的重要途径，榜样以示范的方式不

断吸引他人去效仿、去实践。创新创业教育可以通

过在高职教育中树立典型，发挥典型的示范作用，

培养和提高高职学生创新创业的意识和热情。

（３）创造条件，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氛围。

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人都有归属的需

要，良好的氛围对人的归属需要的满足是必不可

少的。创新创业教育顺利而有效地实施自然离不

开良好的氛围。从校园制度文化、物质文化着

手，创造条件，将创新创业教育落到实处。

2．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意识，提高学生的创

新创业能力

意识指导行动，能力决定效果和效率。创新

创业教育就是要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创新创业意

识、创新创业能力，以促使高职学生能在自己工

作、学习、生活中不断地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

解决问题，更好地满足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经济

社会尤其是地方经济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需求。

（1）与专业课程教育教学相结合。在高职教

育中开展创新创业教育旨在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能

力。问题意识、自主学习意识和能力及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创新创业能力的关键所在。将创

新创业教育融入到专业课程教育教学之中，科学设

计和组织专业课程教育教学活动，从而培养和提高

高职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如，在专业课程教学中

利用问题情境教学法不断引导学生去发现问题、分

析问题进而解决问题。

（2） 专题活动。专题活动作为一种目的明

确、精心策划的大众活动，是提升形象扩大影响

力的有效途径。对于创新创业教育中所出现的普

遍性、关键性问题，通过举办讲座、沙龙、创新

创业竞赛等专题活动进行探讨，可在一定程度上

提高创新创业教育的效果，大大提高创新创业教

育的效率。

（3）开设专门的创新创业课程。掌握一定的

专业创新创业知识和技能，有利于发掘并把握创

新创业机会，大大提高创新创业的效果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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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高职教育中有明确创新创业意向的特定人群开

设专门的创新创业课程，从而为其创新创业奠定

更加坚实的基础。这既是狭义上的创新创业教育

最普遍的途径，也是创新创业教育最具有针对性

的途径。

3．完善机制，为创新创业教育提供有力的支

持和保障

创新创业教育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从

课程的设置、实验设施设备及其成果看，创新创

业教育是具体的。通过创新创业教育，培养和提

高高职学生的创新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而

意识和能力是内化于人的，是抽象的。无论是其

具体性还是其抽象性，都决定了创新创业教育离

不开必要的支持和保障。

（1）制定和完善相关规章制度，为创新创业

教育提供制度保障。长期以来高职教育注重知识

和技能的传授。当今社会知识以几何级的速度在

增长，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消费市场也向新颖

性、个性化方向发展。就是说，新常态下，高职

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从知识和技能传授

型教育向创新创业型教育发展。为了保证创新创

业教育更加有效，必然要有与之相配套的规章制

度。如，教育教学评价制度、课程设置、课程标

准等。否则，创新创业教育只可能是有其名，而

无其实。

（2）加强教师的培训培养，为创新创业教育

提供师资保障。教师作为教育教学活动的直接承

担者，其职教能力往往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着

教育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教师的职教能力

即教师胜任其教育教学工作的需要而须具备的专

业能力，应随着教育教学工作需要的变化而不断

地补充和提高。因此，加强教师的培训培养，尤

其是教师职教能力的培训培养，是教师职业发展

的需要，更是创新创业教育的需要。

（3）搭建平台，为创新创业教育提供技术保

障。创新创业教育作为一个新事物，是在实践中

不断探索、逐渐成长的。创新创业教育实施以来

的实践表明，搭建创新创业相关平台（如建立创

新创业网络交流平台，组建相应的专家顾问团队

等）为创新创业的实施排忧解难，对于创新创业

尤其是创新创业者来说，不仅是有利于创新创业

教育的推广应用，更有利于提高创新创业教育的

效果和效率。

三、高职开展创新创业教育应注意的问题

综观高职创新创业教育的实践不难发现，高

职创新创业教育在实践中还存在着形式主义、片

面性等问题。如只是开设几门与创新创业有关的

课程，把创新创业教育简单地等同于创办一个企

业的教育；在高职院校划建徒有创新创业之名实

无创新创业之意的创新创业区等。为了确实提高

创新创业教育的效果和效率，创新创业教育应在

明确创新创业教育目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学校、

教师、学生乃至行业、企业等各方面的主动性和

积极性，从实际出发，灵活有效地进行。

1．正确把握创新创业教育的本质，明确创新

创业教育的目的

创新创业教育是创业教育，更是创新教育。

“创新教育是指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精神、

创新能力和创新人格的教育，具体地说，就是根

据创新原理，以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创新能力

和创新人格培养为主要内容，选择创新性的教育

手段和方法，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教育理论和实

践。也就是说，新常态下，创新创业教育的目的

是培养具有创新创业意识和能力，能够结合自己

的工作、生活实际，不断地发现问题、分析问题

进而解决问题的人。

2．全方位着手，发挥各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创新创业教育的开展，离不开政府、高职院

校、教师、学生、企业等各创新创业教育利益相

关者的共同努力。首先，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代

表，应该就创新创业教育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

以引导创新创业教育朝着规范有序的方向发展。

高职院校作为创新创业教育的组织实施者，是创

新创业教育的主导，应为创新创业教育的实施创

造条件，以推动创新创业教育不断落到实处。其

次，教师作为创新创业教育的直接承担者，应在

政府及学校的相关法律法规引导下，更新教育理

念，不断探索，实现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的

融合，进而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

再次，学生作为创新创业教育的接受者，其能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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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创新创业教育的效果

和效率，因此，创新创业教育的落实自然离不开

学生的努力。另外，行业、企业作为用人单位，

具备创新创业最真实的条件，更具有创新创业教育

效果和效率最真实的检验条件，因此，创新创业教

育的有效落实还离不开行业、企业的参与。

3．形式多样，不拘一格培养创新创业型高职

人才

为行业和企业的生产、建设、管理和服务一

线培养应用型高技能人才是高职教育的目的。新

常态下，行业和企业的生产、建设、管理和服务

一线所需要的应用型高技能人才不仅应掌握一定

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更应在自己工作岗位中不断

地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2016年 4月，

教育部党组学习贯彻李克强总理考察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和在高等教育改革创新座谈会上重要讲

话精神指出，“切实加强创新型人才培养。要创新

育人方式，加强创新创业教育，修订人才培养方

案，开展丰富多彩的创新创业实践活动，增强学

生实践能力。”简而言之，创新创业教育的实施应

立足各高职院校的实际，根据学生的实际需要，

与专业课程教育教学过程相融合，同时根据需要

开展相应的专题讲座、创新创业沙龙、创新创业

竞赛及开设专门的创新创业课程等科学而有效地

进行。

[责任编辑：陈保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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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n the Practice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YUAN Nian-ying
(Guangdong Polytechnic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 Guangzhou 510510, China)

Abstract: In the new normal,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s the education of training students' innovation conscious⁃
ness and ability, should not only meet the needs of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career development, but also meet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especially the needs of loc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should base on their
own actual situation and start from the construction of campus culture and the related systems, and through a variety of forms, such
as the teaching reform, lectures and competitions, cultivate and improve the students' innovation consciousness and ability constant⁃
ly, to promot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going smoothly and effectively.
Key word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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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国家“大众创新、万众创业”战略实施以后，大学的创新创业教育随即被提到一个重要的地

位，在熊彼特创新理论和三螺旋创新理论指导下，提出了基于开放理念的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的实践途径：

实施多元成长的人才培养模式、建立柔性管理的教学组织形式、搭建多层次的实践活动载体、形成结果为导向

的评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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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李克强总理首

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随之“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出现在 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并被提升到经济发展“双引擎”之一的高度。此

后，国务院相继出台《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国发

〔2015〕 32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5〕
36 号） 等政策文本。2015 年 6 月教育部召开的

“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视频会议”中明

确提出“把创新创业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

一场风靡全国各大院校的“双创”行动席卷而

来。2015年 10月全国高等职业院校创新创业教育

联盟成立，高职院校也迅速加入到创新创业教育

的实践中。

“创新”一词在 1950年就已出现，在 80年代

已经成为高频词汇，并且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

在中国知网中，到2015年文献量已经达到了49000
余篇的惊人总量。“创业”出现相对较晚，文献量

也少得多，到 2015 年总文献量也不过 8197 篇。

“创新创业”作为成词则是1999年之后，用来指称

创新基础上的创业行为，从而构建起了创新与创

业之间的紧密联系。与“创新”、“创业”和“创

新教育”、“创业教育”初始的分立现象不同，“创

新创业”与“创新创业教育”从一开始就是并行

的，或者说“创新创业”主要在“创新创业教

育”的语境中出现。创新创业教育被视为创新教

育与创业教育的集合，着力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

神和实践能力，指向创新人才的培养和推动自主

创业。

一、创新创业教育的理论

创新理论和创业理论本是两个独立的理论体

系，创新理论属于科学学界别，即创新是一个技

术概念；创业理论则是商业的传统领域，即创业

是一个经济概念。将之联结在一起的，就是美国

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 （Joseph Alois Schumpet⁃
er），他首次赋予了创业者以“创新者”的形象，

从而让创新与创业成为一个紧密结合的语汇。熊

彼特的“五种创新”理论学说向来被视为现代创

新理论的奠基成果，但这一理论实际上还是停留

在经济领域，而使之成为教育领域热词的则是著

名的产学研三螺旋创新结构理论，这一理论彰显

了高校在创新中的主体性地位。

1．熊彼特的创新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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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彼特将创新视为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将

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

“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这种“新组合”有 5种
形态：一是采用一种新产品或一种产品的新特

征，二是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三是开辟一个

新市场，四是掠取或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一

种新的供应来源，五是实现任何一种工业的新组

织。即这里涵盖了产品、技术、资源配置，甚至

市场和组织机构的多种形式重组和创新形态，但

其强调的不是技术革新本身，而是这种技术革新

通过引入经济组织形成新的经济能力。这一过程

的实现者就是“创业者”（企业家），创业者的主要

职能不在于发明某种东西或创造供企业利用的条

件，而是有办法促使人们去完成这些事情。在创新

与创业之间，熊彼特认为创新是创业的本质和手

段，而创业是实现创新的过程。熊彼特视“创新”

为“革命”，而基于创新的创业活动则是“经济过程

本身的主要推动力”。

2．三螺旋创新理论

三螺旋创新理论由亨利·埃茨科威兹（Henry
Etzkowitz） 和罗伊特·雷德斯多夫 （Loet Leydes⁃
dorff）提出，是有关企业、大学和政府在区域经济

发展中的互动关系理论，即当前通行的“产学

研”或“官产学”协同创新理论。该理论借用生

物学中的三螺旋结构原理，用以解释企业、大

学、政府之间以经济发展需求为纽带，通过组织

结构性安排和制度设计等，实现螺旋上升的“三

重螺旋”的新关系。后来在企业、大学、政府之

外引进“公众”的元素，从而构成双重螺旋结

构，又称持续发展三螺旋。三螺旋创新理论与今

日所提的产学研协同创新理论有诸多相通之处，

这一理论直接催生了“创业型大学”的出现，并

且产生了一批实践的范例，如著名的麻省理工学

院（MIT）与 128号公路科学工业园区、斯坦福大

学与“硅谷”等。当然，创业型大学更多是被冠

在那些新兴大学头上，而不是传统的精英大学，

如美国高等教育学家伯顿·克拉克 （Burton R.
Clark）将那些为了应对环境变化而采取大胆革新

行为并最终取得明显成效的大学称为创业型大学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他认为创业型大学具

有五个方面的特征：强有力的驾驭核心、拓宽的

发展外围、多元化的资助基地、激活的学术心脏

地带和整合的创业文化。

从以上两种具有代表性的创新创业教育理论

中，可以看出：一是创新创业教育是一种开放的

教育形式。它所需要的教育资源不仅局限在校内

的师资、课程、实践基地，更需要校外教育资源

的支持，如政府、企业、行业等，而且校外资源

越丰富、与校内资源的融合度越高，创新创业教

育成效越好。二是创新创业教育需要更多的教育

资源。创新创业教育与传统教育最大的不同在

于，其更强调个性化培养和分类施教，占用的师

资、课程、实践场地、教学设备势必更多，需要

学校投入更多的人力、财力和物力。三是创新创

业教育需要更多关注成果的评价。“坚持创新引领

创业、创业带动就业”，创新是出发点，创业是落

脚点，与之呼应的教育应该关注学生实实在在的

进步与收获，关注实际的成效。

二、基于开放理念的创新创业教育的实践途径

今日的“创新创业”因强调大众参与和“草

根创业”，以及重点转向中小微创新型企业的发展

成长，正好给长期面向中小微企业服务的高职院

校一个广阔的发展舞台。

1．实施多元成长的人才培养模式

各校在创新创业教育的人才培养实践中，探索

尝试了多种模式。“广谱式”是由东北师范大学王占

仁教授提出“面向全体学生开展创新创业教育，就

是要将创新创业教育纳入教学主渠道，贯穿人才培

养全过程，着眼于创新创业教育的广泛性和普及

性，使之惠及每一个学生，着力提高全体学生的创

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使所有大学生成为

高素质创新创业型人才。”在具体的运行上，“广谱

式”模式以“全覆盖”、“分层次”和“差异化”为

基本原则，实施分层次、分阶段、分群体具体推

进。“精英式”创新创业教育模式，与“广谱式”模

式最显著的区别在于其“选择性”而非“普适性”，

并非面向全体的施教方式，而是着重于创业者特质

的发现，并对已基本具备创业者特质的选择对象开

展针对性引导和提升，强调创新创业行为的成功

性。这一模式的优点是对象明确、目标清晰，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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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率高，最容易在创新创业方面出成绩。

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中，基于以上两种最基本

的创新创业教育模式，又拓展出了“延伸”模

式：即将创新创业教育延伸到学生毕业之后，注

重创业实际，提供跟踪式支持。“灯塔”模式：即

让有成功创新创业经验的老师或学长作为导师带

动创业，实际上是“精英”模式的实践形式之

一。“硬件”模式：即提供创业学院、创新创业基

地等创业设施为学生的创新创业行为提供支撑。

“软件”模式：即营造创新创业氛围、创造创新创

业环境、引导学生自主创新创业，更近似于一种

创新创业“软文化”的建设。“自由”模式：即应

是有创业意向的学生自我摸索、无需系统的创业

教育。

目前较常采用的创新创业教育模式中，都体

现了分类培养、分层教育的理念，即使是“广谱

式”模式，在具体操作中也主要包括四个层面的

体系架构，见表1。

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必须坚持以“个性化教

育”为根本导向，树立以学生为本和以个性培养

为核心的多元成长的人才培养理念和模式。

2. 建立柔性管理的教学组织形式

创新创业教育强调的是个性化，传统教育过

于强调整齐划一，课程一致、教学内容一致、考

核标准一致、评价方式一致，与创新创业教育强

调个性化的核心理念是矛盾。如果说传统的教育

是批量生产，创新创业教育则是需要个性订制，

所以需要有一种柔性化的教学组织模式与之相适

应，为学生的个性发展、多样成才创造基础条件。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以下简称“学

院”）有个电子创新“混合班”，大一的新生和大

二、大三的学生一起上课实训，一起交流学习，

年级混合、专业混合、课程混合。此外，一些已

经毕业的学生，也会利用空余时间回校辅导学弟

学妹，营造出师徒、师兄弟相互交流、协同创新

的开放式学习环境。为了最大程度让学生贴近真

实工作情况，实验班还引入了模拟公司制度，基

于真实产品开发、设计、生产、销售的生产过

程，组建行政管理部、生产部、设备器件部、研

发部等部门；并建立以岗定责、边工边学的综合

职业技能训练体制，基本形成较为完善的创新型

技术应用型人才培养教学组织模式。在这种模式

下，实验班成员除了学习专业知识外，还熟悉了

电子类企业的工作环境和运营模式，学生在技术

创新类竞赛中多次获奖，目前还通过互联网平台

向在校大学生提供各种电子技术指导服务和定制

开发服务，市场反馈很好。

3. 搭建多层次的实践活动载体

杨叔子院士在《创新之根在实践》一文中强

调“实践是根本，是创新的根本，因为创新最终

要以不同的实践形式来完成。”“没有实践，没有

实践能力，就没有创新，没有创新能力。”目前，

许多高校都设置了众创空间或建设创业基地等实

体方式来支持创新创业，浙江省教育厅通过文

件，明确要求各高校要开设创业学院，作为创新

创业教育的平台。

在 2016年初对学院全体教师、学生进行了创

新创业教育情况的问卷调查，其中有一个问题是

“觉得在实施创新创业教育方面，学校当前最应该

做的事情”，在“成立创业学院”、“联合政府、企

业建立创业孵化基地”和“开放已有的实验实训

设备、办公场所等为创业项目提供相应基础设

施”的三项选项，学生认为“重要”的人数占比

分别为 54.9%、59.5%和 52.7%，同样问题，教师

的 选 择 比 例 更 高 ， 分 别 为 90.7% 、 73.4% 和

82.7%。还有一个问题是“学校创新创业教育依托

的载体”，对“申请专利技术”、“产品研发和技术

服务”、“围绕日常生活所需”、“借助电子商务平

台”和“挖掘校内需求”的认同度，学生认为

“ 重 要 ” 的 人 数 占 比 分 别 为 52.9% 、 57.3% 、

55.7%、56.8%、55.8%，教师认为重要的人数占比

四个层面

“通识型”启蒙教育

“嵌入型”创新创业教育

“专业型”创业管理教育

“职业型”创新创业“
继续教育”

面向对象

面向全体学生开展

面向各学科专业学生开展

面向有明确创业愿望、在大学期
间就想创业或是下定决心毕业

时就创业的学生开展

面向初创企业者开展

表1 “广谱式”创新创业教育模式具体操作中

主要包括的体系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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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75.3%、69.0%、69.3%、64.0%、90.5%。

所以，学校应用依托校内资源，为学生的创新

创业教育架设实践平台。可以按照从易到难的程

度，将这一体系区分为以下几个层面：

一是初级层面，利用学生现有的“大学生文化

节”、“校园十佳歌手大赛”、“大学生公寓节”、“大

学生社团嘉年华”等活动，制订经费预决算方案，

引入成本控制、绩效管理的概念和运作方式，让学

生得到第一步的锻炼。二是中级层面，开放学校已

有的能够实现创业的资源让学生练手，如设立学校

的夜市、毕业交易市场等；放开学校内部的商店、

超市、办公场所、图书馆等部分服务，让学生尝试

有偿性服务；探索通过众筹、众包等模式，让学生

参与校内经营活动，如电脑维修、校内茶吧书吧、

快递物流集中入校等。三是高级层面，依托校内实

训基地和教科研设备，在某些院系、专业探索混合

所有制办学，而所有制的另一方即为在校学生，如

汽车学院可以设立汽车 4S店，纺织学院可以设立

纺织面料检测公司、服装设计制作公司，建筑学院

可以设立建筑材料分析测试公司、室内装饰设计公

司等。

4．形成结果为导向的评价方式

任何一种教育形式，都需要通过对培养结果的

评价，来形成一个闭环。创新创业教育也不例外。

目前比较常见的教育评价模式有：一是过程性评

价，二是结果性评价。创新创业教育更适合于结果

性评价，在一定的管理制度约束下，也就是以结果

论成败。但这里的“结果为导向”不是指以考试分

数为导向，而是将学生在创新创业教育活动中产生

的成果作为评价的内容，在具体的评价实施中，可

以以学生完成的创新创业方案、实际的创新创业经

历、参加的技术技能竞赛、申请的专利、为社会企

业提供的技术服务等作为评价的内容，引导、鼓励

学生树立创新创业意识，以实际问题出发，经历创

新创业实战，获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责任编辑：邢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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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Approach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Based
on Open Concept

QIN Hong WU Hong-jun
(Zhejiang Industry Polytechnic College, Shaoxing 312000,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mass innovation, entrepreneurship" national strategy, th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of the university has been raised to an important position. Under the guidance of Schumpeter 's innovation theory and
three helix innovation theory，practical approach to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s put
forward based on the open concept: implementing the talents training mode of multi development, establishing the teaching organi⁃
zation form of flexible management, building multi-level practice carrier, and forming result-oriented evaluation method.
Key words: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open con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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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菏泽市三所高职院校普通学生和SYB创业培训学员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的方式对

高职院校开展SYB创业培训的可行性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高职院校SYB创业培训的效果初现，但在培训

力度、企业参与度、评价体系等方面存在不足。进而，从SYB创业培训的教育体系、教学方法、配套措施和评

价体系等四个方面，提出了可操作性的改进对策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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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由于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经济结

构转型等原因而产生的大学生就业难现象使得大

学生创业教育、培训倍受关注。在当下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在高职院校中

开展创业培训，为社会培养具有创业意识和创业

本领的高素质劳动者，是高职院校应对新时期挑

战的一项具有前瞻性的课题。

一、研究背景

SYB是Star Your Business的缩写，是国际劳工

组织针对微小企业创办者的培养而开发的一个培

训项目。培训内容主要包括创业意识的培养和创

业计划的培训，详细介绍创办企业的各个步骤，

让接受培训的学员实际演练创办企业的步骤，完

成自己的创业计划书，帮助创业者创建企业并提

供后续服务。SYB培训项目的特点是教学方式新颖

独特，教学内容切合实际，对学员创业意识的激

发、创业技巧的掌握和创业能力的增强具有很大

的帮助。

SYB创业培训引入我国后，其培训模式受到了

广大创业者的欢迎，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其在

高职院校中的研究与应用较晚，目前还未成系统

化、制度化，尚不够成熟。进行 SYB创业培训在

高职院校中的应用研究，对加速经济发展、缓解

就业压力、实现人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高等

职业教育的改革都有重要意义。

本课题组对菏泽市三所高职院校创业培训的

现状开展了实地调查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

相结合的方法，深入分析 SYB创业培训中存在的

主要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以期推动

高职院校创业培训教育体系的科学化、系统化和

制度化发展。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选取菏泽市三所开设 SYB创业培训课程的职

业学院学生为研究样本。其中，三所院校分别为

菏泽家政职业学院、菏泽医学专科学校、菏泽职

业学院，学生样本分别为三所院校未参加过 SYB
创业培训的学生（A类学生）和参加过SYB创业培

训的学生（B类学生）。

本课题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与访谈法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即针对A、B两类学生，课题组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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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编制了A、B两种问卷，并通过网上填写、电

子邮件等方式进行调查，再结合对三所院校部分

相关师生的访谈记录加以分析研究。其中，问卷

A、B前两个部分的内容基本相同：第一部分为被

调查者的基本资料，包括性别、专业类别、家庭

背景等，用以表明被调查者的个人背景，相关情

况见表1。

第二部分为被调查者自身创业基本素质现

状，主要包括创业意识、创业动机、创业认同

度、创业知识、创业心理素质、创业途径等。另

外，问卷B还增设了第三部分，主要是关于SYB创

业培训实际情况的调查，涉及培训体系的诸多关

键方面。

经统计，本次调研共发放电子问卷600份，实

际收回552份，经筛选后有效问卷534份，问卷有

效率为 89.0%。研究过程中，利用统计软件包

SPSS19.0进行数据统计、处理与分析。

由表 1不难看出，A、B两类学生在各指标上

的分布情况相差不大。在样本数量足够的情况

下，各指标对 SYB 创业培训的影响可以忽略不

计，因此，在此基础上所进行的统计分析，符合

科学性要求。

三、调查结果分析

1．创业综合素质对比分析

选取调查问卷A、B中，涉及创业意识、培训

需求、创业知识、创业执行力等创业综合素质方

面的典型共性问题，进行对比分析，部分结果如

表2。

2．高职院校SYB创业培训可行性分析

在问卷B中关于 SYB创业培训的效果评价中，

有 4.3%的学生认为学校所开展的创业教育对其创

业能力有很大的提升，74.6%的学生认为有一定提

升，但提升力度不大，21.1%的学生认为基本没有

提升，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三所高职院校

的 SYB 创业培训体系基本满足了学生的创业需

求。为进一步提高高职院校开展 SYB创业培训的

实际效果，需要对其进行可行性分析，即结合B类

学生在 SYB创业培训效果、主要优势、改进建议

等方面反馈的调研信息和部分师生的访谈记录，

统计分析当前培训中存在的优势和不足。

与本科院校相比，高职院校在就业形势、培

养目标和教育模式等方面的差异性，决定了其在

表1 参加调研学生个人背景情况

指标

性别

专业

家庭背景

家庭所在

地

选项

男

女

理工类

文科类

农民

工人

私营业主

公职人员

其他

大城市

中小城市

乡镇及以下

A类学生

人数

138
185
206
117
102
65
79
43
34
46
128
149

比例/%
42.7%
57.3%
63.8%
36.2%
31.6%
20.1%
24.5%
13.3%
10.5%
14.2%
39.6%
46.1%

B类学生

人数

113
98
153
58
68
36
62
19
26
36
97
78

比例/%
53.6%
46.4%
72.5%
27.5%
32.2%
17.1%
29.4%
9.0%
12.3%
17.1%
46.0%
37.0%

表2 A、B两类学生部分创业素质对比

问题

1.您对创
业是否感

兴趣

2.您愿意
参加SYB
创业培训

吗

3.您是否
打算自主

创业

4.您对创
业政策了

解吗

5. 您对创
业概念的
理解为

6.目前为
止，您从
事过盈利
性活动吗

选项

A.有兴趣

B.一般

C.没兴趣

A.愿意

B.不清楚

C.不愿意

A.完全没有

B.考虑过

C.正在进行

D.己经成功创业

A.比较了解

B.了解很少

C.不了解

A. 开办一个企业
（公司）

B.只要做好一份事业
就叫创业

C. 开发一项前沿的科
技项目

D. 自由职业

E. 开发一个产品或者
开拓一个市场

F. 不清楚

A.是
B.否

A类学生
人数/次
220
76
27
188
104
31
42
214
64
3
17
185
121
112

87

4
43
58
19
35
288

比例/%
68.1%
23.5%
8.4%
58.2%
32.2%
9.6%
13.0%
66.3%
19.8%
0.9%
5.3%
57.3%
37.5%
34.7%

26.9%

1.2%
13.3%
18.0%
18.0%
10.8%
89.2%

B类学生
人数/次
175
34
2

144
53
14
5

106
76
24
168
42
1
12

189

1
2
2
5
85
126

比例/%
82.9%
16.1%
0.9%
68.2%
25.1%
6.6%
2.4%
50.2%
36.0%
11.4%
79.6%
19.9%
0.5%
5.7%

89.6%

0.5%
0.9%
0.9%
2.4%
40.3%
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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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B创业培训方面的独特优势。另一方面，由于

SYB创业培训在国内高校的发展尚不完善，不可避

免地存在诸多不足之处。高职院校 SYB创业培训

优劣势的调研归纳整理结果如图1、图2所示。

3．调查结论

（1）高职院校学生 SYB创业培训需求旺盛，

但培训力度不足。由表1中问题2的统计数据可以

看出，大部分高职学生对于创业培训，都具有一定

程度的正向需求。从对创业动机的调研统计结果分

析，这主要是由于高职学生作为中高级技术型人

才，普遍具有较强的创业兴趣和一技之长，但在创

业知识储备、创业心理素质等方面相对欠缺。

目前，我国的 SYB 创业培训尚处于起步阶

段，被调研的 3所院校也都只开展了 1至 3期的培

训，导致总体培训力度不足。其主要原因在于专

业师资力量较少。现阶段的培训教师多是只经过

短时间、程式化的培训便走上讲台，教学技巧相

对熟练但创业实践能力薄弱，远达不到创业培训

师资的数量质量要求，且受小班化教学特点的限

制，使很多有创业意向的学生无法从中受益。

（2）高职院校开展 SYB创业培训的配套措施

相对齐全，但实践模式和教学方法单一。SYB创业

培训的成功不能仅靠一段时期的培训，更需要完

备的配套措施支持，如创业计划大赛、指导教师

的跟踪服务等。尤其是高职院校“工学结合”的

教育模式，为学生提供了长期的创业见习或实训

机会，能帮助学生将创业知识转化为创业实践活

动，总结经验、教训，提高创业成功率。

在本次调研中还发现，学生对创业教育形式

的多样化需求与高职院校创业教育的一元化供给

之间的矛盾突出。目前，SYB创业教育形式主要依

附于课堂理论教学，且实践模式和教学方法单

一，而大学生对创业教育的需求是多元化的，不

仅需要理论教学，同时也需要创业实践指导、企

业家和学者专家讲座、创业大赛活动以及创业模

拟项目运营等多元化形式。

（3）政府、院校重视程度高，但企业参与度

仍有待进一步提高。大学生创业是未来发展的趋

势，各级政府和高职院校的管理层已不再把 SYB
创业培训仅看作是就业指导的一项内容，更倾向

于将其看作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手段，从而

不断加大创业培训、创业扶持政策的宣传和支持

力度。

创业培训不只是教会学生如何进行创业计划

书的设计、如何开办企业，更应加强与社会、企

业的联系，充分利用社会和企业的资源，增加实

例分析，以真实的企业为例了解创业的全部流

程，并增加实战项目演练环节。虽然目前的 SYB
创业培训有案例分析、商业沙盘模拟等实践环

节，但都局限于虚拟的人物和环境中，没有与真

实的企业相联系，学生的真实感不强。

（4） 创业培训效果初现，但评价体系不健

全。通过对A、B两类学生的多项创业素质进行对

比发现，B类学生在创业观念、创业技巧等方面都

有所收获，对创业也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创业

的认同度和执行力也较高，培训取得了良好的初

步效果。例如，多数学员已经认识到创业不只是

少数精英分子的特权，普通人只要开创一份事业

都可以视为创业。因此，经过培训后有相当比例

的学员都在校内创业园开展了创业实践，还有一

部分已走上社会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创业。同

时，也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参加创业培训的目的就

图1 高职院校SYB创业培训发展优势统计分布图

图2 高职院校SYB创业培训薄弱环节统计分布图

其它
7.4%

具有实习、实训
经验27.3%

学生创业观念
积极23.3%

有专业技术支撑
17.1%

培训配套措施
完备14.6%

院校重视程度高
10.3%

其它
5.1%

师资力量薄弱
29.6%

实践模式少
21.2%

教学方法单一
14.1%

评价体系不健全
7.1%

企业参与度低
14.6%

培训体系不系统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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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了提高自身的创业综合素质，为今后各方面条

件成熟时的创业打下坚实基础。

高职院校 SYB创业培训的效果应由各参与方

（学生、学校及政府有关部门） 共同进行客观评

价，但目前尚只能通过传统的课程考试来进行评

价，还没有形成完整的评价体系，也没有一定的标

准来检验和衡量SYB创业培训是否成功，无法形成

PDCA的良性运行模式。

四、对策与建议

针对调研中发现的问题，课题组主要从高职院

校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对策与建议。

1．建设特色化的SYB创业培训教育体系

构建集“宣传引导、课堂教学、实训实践、孵化

推广、跟踪服务”于一体的SYB创业培训教育体系。

各高职院校要把创业教育融入本校教学体系，形成从

培养目标到教学计划、课程设置、实践教学、管理模

式等各相关方面融合的开放式培养体系。努力把创业

教育融入专业教育中，与本校的专业、学科优势相结

合，提倡基于研究、实践的教学和以探索为本的学

习，努力构建传授创业知识、提高学生创业能力的

SYB创业培训教育体系，形成从知识传授到实践形成

的科学合理的创业人才培养体系。

2．创新多元化的SYB创业培训教学方法

SYB创业培训有一套独特的教学方法，主要包

括课堂讲授法、练习法、案例法、讨论法、头脑风

暴法、角色扮演法和游戏法等，将这些方法合理、

灵活的运用，并辅以信息网络技术等教学手段和设

施设备，增强学生的直观感受，将有效提高高职院

校SYB创业培训的整体效果。

3．完善体系化的SYB创业培训配套措施

SYB创业培训不是一门孤立的课程，它拥有一

套完整的体系。为了保证高职院校的SYB创业培训

长期、有效地开展，除了前期的授课外，更要有后

续的服务支撑。因此，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一是积极探索“双导师制”，建设具有院校特

色的师资队伍。一方面在校内现有教师中重点选拔

培养一批专职教师，并建立相应的培训和学习机

制，同时鼓励教师进行有关创业的学术研究或亲自

创业，以带动学生进行创业实践。另一方面，从各

领域聘请有创业经验的人员担任创业导师，优化创

业教育师资队伍结构，对学员创业进行传帮带。

二是配套开展多种创业教育活动，营造良好的校

园创业文化。在开展SYB创业培训的同时，还应配套

开展一些与创业有关的讲座、论坛、创业大赛等活

动，使学生切身感受到浓厚的创业文化氛围，培养其

创业意识，磨砺其创业精神，提高其创业素质。

三是倡导政府、学校和社会的支持，切实提供

帮扶措施。创业专职教师要为学生的创业实践活动

提供持续的跟踪咨询等后续服务。有条件的高职院

校还可以建立校内科学技术“孵化器”或创业园等

创业服务与管理机构，设立学生创业基金，使学生

成果尽快走向产业化，提高其创业层次。与此同

时，学校还应积极争取所在地政府和社会各界对毕

业生自主创业的支持，特别是在信息披露、审批手

续简化、贷款优惠等方面。

4．建立制度化的SYB创业培训评价体系

对 SYB创业培训进行制度化、科学化的评价，

既能检验培训效果，又能保证培训教育体系中各个

环节的质量，是使SYB创业培训在PDCA模式下高

效运行的重要手段，对促进培训体系的持续改善起

着重要作用。但目前高职院校SYB创业培训评价体

系尚处于研究阶段。课题组认为，SYB创业培训的

评价应在合理建立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综合运

用多种定性、定量评价方法，进行SYB创业培训教

育体系全要素的评价，以此为管理层提供决策依

据，制定更具针对性的改进措施。

五、结语

开展高职院校SYB创业培训研究是一项全新的

尝试和探索，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没有现成

的模式可套用，是时代赋予高职院校的重要使命。

SYB创业培训的成熟与发展，离不开各参与方的共

同努力和深度合作。本课题重点研究了高职院校这

一方面，分析了高职院校开展SYB创业教育的可行

性，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对策建议，希望能以点带

面，使我国的高职院校SYB创业培训尽快走出具有

自身政治、经济和文化特色的发展道路。

同时，由于时间和课题组人员能力水平的限

制，存在调查问卷设计不够全面，对SYB创业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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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mpirical Study of SYB Entrepreneurship Training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By Taking Three Vocational Colleges in Heze as Survey Samples

LIU Qian ZHANG Bao-yu
(Heze Domestic Professional College, Heze 274000, China)

Abstract：With the research subject of students in three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 Heze and those taking SYB training, the feasi⁃
bility of carrying out SYB entrepreneurship training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has been analyzed and studied through question⁃
naire survey and interviews.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effect of SYB training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has emerged, while some
shortcomings exist in training force, enterprise participation and evaluation system. Therefore, workable improving countermeasure
and suggestions have been put forward in terms of education system, teaching methods, supporting measures and evaluation system.
Key words: SYB; entrepreneurship training;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countermeasure and suggestions

中课程体系设置、评价体系建立等具体问题未作

深入研究等问题，课题组将在今后进一步深入研

究细化，并继续关注国内外高校 SYB创业教育的

研究前沿与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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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行业，为保持着其持续、稳定发

展，行业从业人员的职业素养显得尤其作用。而

作为酒店人才培养的供给方，高职院校应积极开

展“政校行企”四方联动，发挥各方对酒店人才

培养的积极作用，正确引导社会大众对酒店职业

的认同，多方协同创新酒店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

式，以培养适应酒店行业发展需求的高技能高职

业素养的酒店管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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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f the Co-raising Mode of Students’Professional Quality in Higher Vocational Hotel
Management Specialty Based on the“School-government-enterprise-industry”Collaboration

CHEN Mu-feng
(Guangdong Polytechnic, Foshan 528041,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adjustment of the market structure of China's hotel industry, the demand for talents by hotels has also appeared
obvious changes. From the consideration of sustained and stable development of human resources, the students' professional quality
has become the important factor. Now, the hotel management specialty in most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which implements order
class or the traditional "2 + 1" mode, pays too much emphasis on the training of students’hotel professional skills, thus it appears
the contradiction of hotel talents supply and demand. From the "school-government-enterprise-industry" quartet of collaboration,
investigation of hotel management students’professional quality is made and the reasons are analyzed to explore the co-raising
mode of achieving professional quality for students of hotel management specialty.
Key words: the "school-government-enterprise-industry" collaboratio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hotel management; professional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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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数字仿真技术构建高职机械类虚实结合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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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高职机械类专业课程理论抽象、动手实践不足、课程衔接不良等问题，可将数字仿真技术贯

穿专业课程构建，通过虚实结合的课程体系来解决这些问题。借助数字仿真将理论课程表现的形象、具体，便

于理解，同时基于数字仿真开发仿真实训，通过虚实结合强化课程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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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高职机械类专业在教学过程中都不同程

度地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专业课程内容抽象，学习效果不理

想。机械工程是典型的工科专业，多数专业课程

建立在数学、物理学、材料学、信息科学等自然

科学的基础上，主要内容以机械运动原理、设计

和控制方法、工艺技术等为主。课程知识比较抽

象、复杂，大多学生对此类课程兴趣不高，学习

效果不理想。

第二、实验和实训条件难以满足课程需

要。机械类专业课程中，很多知识都需要通过实

验演示来开展教学，限于条件多数学校无法提供

所有的实验条件。课程教学依靠课堂讲授为主，

学生缺乏动手实践的机会。

第三、专业课程之间缺乏衔接，知识体系和

能力培养难以实现整合。机械工程作为一个系

统，专业课程之间具有很强的关联性。例如，机

械运转稳定分析需要运用理论力学的知识，机械

零件强度校核又需要材料力学的知识，运动机构

的参数设计又需要机械原理的知识，机械自动化

控制系统设计又涉及到电气控制、液压与气压传

动等多方面知识。然而在目前传统的教学方式

中，各门专业课程相互独立、缺乏衔接。学生的

知识结构较为零散，相关能力难以整合。

第四、新技术没有及时融入专业教学。由于

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数字样机技术已经成为企

业中常用的开发设计工具。根据“前程无忧”、

“智联招聘”等主要招聘网站可知，面向机械设计

类岗位的任职条件中，有近半数提出掌握数字仿

真技术的要求。而目前多数高职院校中对该项技

术还没有及时融入专业教学，少数学校仅在部分

课程有所涉及，缺乏系统化。这会给学生未来的

就业和发展带来困难。

针对以上问题，本文提出将目前机械行业主

流信息化设计技术——数字仿真技术贯穿于机械

类专业课程，构建虚实结合课程体系策略。数字

仿真技术是利用计算机开展虚拟样机实验分析的

一种现代信息技术，具有很强的实用性、直观

性。借助数字仿真技术不仅可将抽象的知识形象

化，同时实施条件容易满足，能针对各种工程案

例开发仿真实训项目，尤其是便于开发跨学科的

综合实训，有助于综合能力培养。

一、数字仿真技术贯穿专业课程体系思路

1．基于工作过程提炼针对性仿真技术模块

-- 58



高等职业教育—天津职业大学学报第 25 卷第 4 期 Aug.20,No.4
依据机械类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基于工作

过程系统化对岗位典型任务进行分析，同时分析

数字仿真技术在其中的应用情况并确定相应的技

术模块。

以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为例，其主要岗位是

自动化机械一线设计技术员。可依据自动机械设

计过程的典型任务来分析所需的仿真技术。依据

工作流程，自动化机械设计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

段。首先是整机方案设计，即整机动作规划与设

计，常用到动力学仿真分析。第二阶段是结构设

计，即主要承载零部件设计，常用到有限元结构

仿真分析。第三阶段是执行系统设计，即主要液

压和气动系统设计，常用液压、气动系统仿真分

析。第四阶段是控制系统设计，常用到机电液联

合仿真分析。

2．基于数字仿真技术模拟真实学习情境

数字仿真技术是融合在具体项目中，具有非

常强的操作性，因此在课程设计中通过引入真实

的企业项目、模仿真实的工作流程、采用真实的

技术手段、融入真实的行业标准，从而实现构建

真实的学习情境。通过真实情境让学生在学习过

程中体验真实工作过程，培养具备实战能力的综

合职业能力，如图1所示。

3．注重数字仿真技术与专业课程体系融合

数字仿真技术从本质上看是一种信息化的设计

工具，在教学过程中应注重将工具与相关专业课程

融合，实现虚实互融的课程体系。这种融合体现在

专业课程为仿真实训提供支撑，同时仿真实训又可

以反过来促进相关课程的理解，如图2所示。

二、数字仿真技术贯穿专业课程体系具体措施

1．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岗位及其典型任务分析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

是面向广东省机械装备行业的人才需求而建立

的。其专业人才培养主要针对中小企业的设计开

发类岗位，学生就职岗位的技术层次相对较高。

经调研，该专业 2012级毕业生和 2013级实习生半

数以上从事自动化机械设计相关技术工作。因此

本项目就以自动机械开发设计岗位作为重点，该

岗位典型任务有四个，即自动机械整机方案设

计、结构设计、液压与系统设计、控制系统设

计，如下页图3所示。

2．分析确定数字仿真技术与专业课程的融合点

在目标岗位典型任务确定的基础上，就要进

一步分析所需的相关知识与技能，在此基础上还

要分析在哪些技术环节上需要用到数字仿真技

术，数字仿真技术与专业课程的融合点。例如自

动机械机构的测试会用到机械运动仿真，自动机

械中零部件的强度和刚度校核就要用到结构仿

真，自动机械控制系统就要用到气动与电气联合

仿真等，如下页图3所示。

3．协同仿真技术与专业课程实现虚实结合

数字样机作为工具必须要和相应的专业课程

相协同，才能实现虚实教学的有机融合。具体的

协同方式可以有两种。第一种方式是直接在专业

课程体系所有相关课程中专门开发数字仿真实训

项目，并安排一定的学时开展训练。但要求相关

课程教师都必须掌握相应的数字仿真技术，对任

课教师要求较高。第二种方式是另外增加一门课

程，该课程以模块化的方式对接相关课程，集中

为这些课程开发并实施仿真教学，这样只需要少

图1 构建学习情境的关键要素分析

图2 数字仿真技术与专业课程体系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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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能精通数字仿真技术的老师即可实现。

以上两种方式都要求数字仿真教学必须符合相

关专业课程的课程标准，并能结合专业课程的教学

要求、教学案例、教学进度以及教学方法来开发仿

真教学的项目。同时还需要协调好课程之间的进程

安排。

4．开发进阶式的学习项目

结合专业课程教学案例和企业的实际项目，按

照从简单到复杂，从专项到综合的进阶规律展开教

学。可以先从专业课程中的典型教学案例入手，采

用仿真教学，一方面促进学生对专业知识的理解，

另一方面则掌握数字样机技术的使用，例如针对

“机械基础”课程开发曲柄滑块机构运动仿真教学

项目，针对“液压与气压传动”课程，开发顺序动

作回路的仿真教学项目。在专业课程掌握较好的基

础上，可以引入企业项目，开发自动机械性能测试

仿真的综合性仿真项目。

5．引入企业案例开发跨学科综合项目

以数字仿真为平台还可以引入企业案例开展一

些跨学科综合学习项目，如“自动机与自动线仿真

测试实训”，需要综合应用机械设计、运动仿真、

强度校核、控制调试等专业多门课程知识。以此实

现了各门课程实现了良好的衔接，每门课程的能力

培养基于数字样机仿真实训平台实现了融合，进而

也就实现从专业单项能力到综合能力的进阶式培

养，具体过程如图3所示。

三、实施成效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于

开发
进阶
式的
仿真
实训
项目

数字
仿真
技术
融合
点

职业
能力
分析

图3 基于数字仿真技术开发贯穿项目

典型
工作
任务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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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专业2012级和2013级各一个班级为试点开展相关

实践研究。经过为期两年的跟踪发现，试点班级学

生专业课程学习质量明显提高，机械基础、液压与

气动技术、机电控制技术等核心课程平均成绩高于

其他班级。同时掌握数字仿真技术为学生就业提升

了竞争优势，不少同学从事层次较高的设计开发工

作。另外，该专业于2015年成为广东省第一批重点

品牌建设专业，其中数字仿真技术贯穿专业课程

体系被评为该专业建设特色之一。

[责任编辑：李茹]

Construc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Mechanical Curriculum System with Virtual and Real Combination
Based on Digital Simulation Technology

BAO Zhong-fu ZENG De-jiang
(Guangdong Jidian Polytechnic, Guangzhou 510515,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problems of higher vocational mechanical professional courses, such as abstract theory, lack of practice
and bad connection of courses, digital simulation technology can be throughout the professional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These prob⁃
lems can be solved through the curriculum system of virtual and real combination. With the help of digital simulation, theory course
can be displayed visually, concretely and easy to understand. At the same time, simulation practice is developed based on digital sim⁃
ulation and curriculum application is strengthened through virtual and real combination.
Key words: digital simulation technology; mechanical specialty; curriculum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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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form of Training Mode of Tourist Craft Design Talents in Guizhou Vocational Educatio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Cultural Heritage

SU Xiao-hong1 YANG Xiu-yi2

（1.Qiandongnan National Polytechnic, Kaili 556000, China；2.Qiandongnan Institute of Forestry Science, Kaili 556000, China）
Abstract：There are two short boards in the training of tourist craft design talents in Guizhou vocational colleges：lack of design in⁃
novation ability, and the designed products cannot highlight the national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Guizhou tourist destinations. Profes⁃
sional talents training lags behind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tourism commodity industry in the province. The reform of talents train⁃
ing mode is urgently needed. The cooperation among school,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should be deepened, taking the market de⁃
mand as the guidance, the professional ability training as the main line, the project practice as the carrier，integrated teaching is im⁃
plemented to improve students' national cultural quality, strengthen market cognitive ability and design innovation ability, to culti⁃
vate highly qualified and skilled talents who not only can protect and inherit the essence of national culture of Guizhou tourist desti⁃
nation, but also can provide the product service for the tourist commodity market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economy.
Key words：tourist craft design talents; national culture; training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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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慕课作为一种新兴的教学形式具有资金投入小、课程内容丰富多样、教学监控科学便捷等特点，

这就给民办高职院校的人文通识教育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针对民办高职院校的人文通识教育师资力量不足

的现实，提出有效利用好慕课这种教学形式、在探索两者有机融合的具体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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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文通识教育的含义

“通识教育”由英文“general education”翻

译而来，指的是“非专业、非职业性的教育”，是

与“专业教育”相对而言的一个概念，两者共同

构成了现代教育的基本框架。在 19世纪初期，美

国的帕卡德教授第一次将通识教育与大学教育联

系起来，从此通识教育成为现代大学教育的一部

分。通识教育包含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

学等学科领域的课程教育。人文通识教育是通识

教育的一部分，主要包括人类在历史、文学、文

化、艺术、哲学、逻辑等各个人文学科领域所积

累的知识与经验。

追根溯源，在古今中外的教育史上，人文通

识教育理念源远流长。如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思

想家和教育家孔子在《论语·为政篇》里明确指出

“君子不器”，意即君子不能像个器具一样，囿于

某一方面的技能，应该从“器”的层面进乎

“道”的境界。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出“自

由教育”思想，即教育应该“以自由学科为基本

内容，避免机械化的、专业化的训练”，这一思想

对西方教育影响深远。可以说，现代高职教育所

推崇的人文通识教育的理念与这些古圣先贤的教

育思想一脉相承，主要关注学生自身的全面成

长，注重人文精神的引导与内化。

人文通识教育致力于发展大学生的人文素

养，通过打破不同学科间的藩篱，刺激学生接受

到多样化、开放性、包容性的人文知识，超越专

业教育的功利性和实用性，从而促进学生独立思

想和人格的形成，使之成为一个自由、独立、完

整、具有正确的价值判断和社会责任感的个体。

因此，人文通识教育正是培养学生综合素养、塑

造独立、完整的个体的有效方式。

二、民办高职院校人文通识教育的重要作用

人文通识教育在民办高职院校的教育体系中

承担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具体可表现在以下四个

方面：

1．符合高职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

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

育的决定》颁布新的职业教育战略，要求“以服

务发展为宗旨，以促进就业为导向”，最终实现

“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

的目标。这里的“高素质”的培养目标就必须通

过人文通识教育来实现。民办高职人文通识教育

在其中承担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关注人的自

由、全面与和谐，帮助学生开阔视野，形成正确

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成为心灵健康、独立自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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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现代公民。人文通识课程与专业技能的学

习，两者相辅相成，共同为塑造高素质劳动者和

技术技能人才而服务。

2．促进职业的可持续发展

当前信息时代，社会经济不断转型调整，科

技发展日新月异，旧的职业与岗位不断被淘汰、

新兴职业与岗位层出不穷。民办高职院校的学生

只有开放思想，增强职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才

会使职业生涯走得稳健与长远。而人文通识课程

通过学习古往今来的人文知识精华，使学生充分

吸收人类的智慧，培养其积极乐观、宽容进取的

性格，培养学生的适应能力、判断能力、合作能

力、创新能力以及终身学习能力等，增强了他们

的职业迁移能力，为职业的可持续发展扬帆续航。

3．有助于促进良好学习氛围的形成

在人文通识教育理念的指导下，民办高职院

校可以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人文活动，充分调动

学生的潜能和激情，对学生的身心塑造起到春风

化雨、潜移默化的效果，同时也有益于促进开

放、多维、宽容、理性的校园文化建设，并进一

步激励大家培养浓厚的学习兴趣，促进良好学习

氛围的形成。

4．完善学生的人格，形成健康心理

人文通识教育关注个体的精神和心灵的健康

发展。通过人文通识课程春风化雨的教化作用，

启发学生认真思考和讨论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引

导学生正确看待挫折和失败，从容面对人生的种

种困境，学会恰当处理人际关系，包容他人性格

和处事方式的差异，形成用理性、宽容、乐观的

心理对待他人和社会的健全人格和健康的心理。

三、慕课给民办高职院校人文通识教育带来

的发展机遇

对于民办高职院校的人文通识教育而言，慕

课的兴起带来了崭新的教学改革思路，提供了巨

大的发展机遇。

1．课程资金投入相对较少

随着慕课在国内的推进和发展，越来越多的

专业中文慕课平台开始推出人文通识课程。民办

高职院校的教学管理部门只需向其中一家或几家

慕课平台购买一定数量的适合本校学生成才需求

的人文通识课程，并引入学分认证机制，学生在

完成课程学习和考试任务后，即能获取相应学

分。与开设传统的人文通识课程相比，这种方式

大大减少了民办高职院校的教学资金投入，有利

于人文通识课程的大力普及。

2．课程选择更加丰富多样

国内知名慕课平台上提供的人文通识课程的

种类十分丰富，而且基本都是由国内知名高校的

教师讲授，授课水平较为高超。清华学堂在线、

中国大学MOOC（慕课）平台、东西部高校课程共

享联盟等慕课平台上的人文通识课程种类繁多，

基本涵盖各大人文学科领域。通过共享学习慕课

平台上知名高校的人文通识课程，有效弥补了人

文通识课程专业师资不足，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

跨地域、跨院校的传播，进一步促进教育公平。

3．教学和学习质量的监控更加科学便捷

在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科技飞速发展的基

础上，民办高职院校对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质量

的双重监控都可通过慕课平台得以实现，整个过

程变得更为科学和快捷。教学管理部门可通过选

课系统的数据、课程的结业率等信息资料的分

析，了解学生的真实需求，并采取相关措施提高

人文通识课程的教学质量。教师也可随时掌握学

生的学习规律和效果，有针对性地提出学习建议

和改进策略，帮助学生提高学习效率。

4．掀起人文通识教育教学改革的浪潮

慕课背景下的人文通识教育，将学习的主动

权、自主权极大地回归到学生手中。在慕课教学

体系中，教师的身份由人文知识的传授者进一步

变为引导者、助力者。为适应这种新型的教学模

式，客观上要求民办高职院校的教师积极进行教

育教学改革，研究信息化教学方法，深入实践小

组讨论法、合作探究法等为主的课堂教学方法，

摸索线下与线上学习的有机融合方式，借助现代

教育技术发展和网络时代新型教学理念的东风，

真正掀起新一轮人文通识教育教学改革的浪潮。

5．学习过程更加新颖有趣

慕课将传统的教育资源与互联网资源有机融

合，学习形式简单新颖，学习过程不受时间、空

间的限制，拓展了传统的教学时空，使学生能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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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利用课余时间甚至是碎片化的时间，进行人文

通识课程的学习。学生在学完某个章节后，必须

完成系统内置的测试题目，才可进入下一个学习

阶段，而期末考试则是在全部课程内容学完之后

才能顺利进行，整个学习过程充满游戏闯关的趣

味性，更加符合民办高职学生的认知规律。

四、慕课背景下民办高职院校人文通识教育

的实施途径

慕课的兴起，可以极大促进民办高职院校人

文通识教育的实施。借助这一世界性教育发展的

新潮流，民办高职院校应加大人文通识教育的改

革力度，从整体上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其具体

的实施途径如下：

1．人文通识必修课实现翻转课堂教学

民办高职院校应积极开发校本人文通识慕课

课程，并大力实行翻转课堂教学。每所民办高职

院校可根据本校实际情况，以校本优质教学资源

为基础，让一部分教学经验丰富、教育教学改革

意识强烈的教师或团队尝试开发数门人文通识慕课

课程，上传到本校信息化平台或知名的慕课平台

上，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拓展了高职院校服务社会的

功能。由于此类课程大多具有本校特色，能够体现

民办高职院校的一些独创性的教育理念，一般可面

对全校学生设置成校级人文通识必修课。

而针对此类人文通识课程理论性较强，学生

上课效率较低的现状，可以充分利用慕课的优

势，实行翻转课堂的教学。教师可将课程的主动

权交给学生，如围绕某个知识点让学生在课前提

前观看慕课课程的教学视频，而把课堂的宝贵时

间留给学生提问和答疑、小组讨论和辩论、组织

趣味性较强的实践活动等，强调知识的有效内

化。课后可布置学生回看知识点视频，或观看相

关拓展性慕课教程。翻转课堂的教学将课前的知

识点预习、课堂的知识内化过程、课后的知识复

习与强化紧密结合起来，对传统课堂进行了合理

的延伸与拓展，极大提高了学习效率，丰富了人

文通识课的知识体系，更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

有利于学生对知识的连贯吸收和掌握。

2．引入成熟慕课平台，进行人文通识课程选

修课学习

当前国内较为成熟的慕课平台上已有数量庞

大、内容丰富多样的人文通识课程。民办高职院

校可结合本校实际情况，只需缴纳相关费用，引

入部分合适课程，进行学分认证，学生在慕课平

台自由选课并利用空余时间学习。此类人文通识

课程以选修课的形式进入民办高职院校的教学体

系较为适宜。

成熟的慕课平台都提供一套完整的学习方

案，包含在线视频的观看、在线作业的提交、在

线提问和互动讨论、在线完成考试任务等，系统

和助教会根据学习者的实际情况，综合得出最终

成绩。整个人文通识课程选修课学习任务的完成

基本都在网络上完成，十分简便易行。

3．专业课的教学过程中渗透慕课形式的人文

通识教育

民办高职院校开展人文通识教育的目的之一

是为了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这一宗旨也应贯穿

在专业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结合专业课教

学内容，适当播放一些经典的人文通识课程慕课

视频，如沟通与交流、职场基本礼仪等内容，结

合一定的具体情境深化学生的理解。也可以推荐

相关经典的人文通识慕课课程，让学生在课后自

行观看学习，将人文通识课的教育与专业课的学

习融会贯通，两者相得益彰，实现互促与互补。

4．班级开展人文通识课程的慕课学习，定期

开设专题讲座等活动

民办高职院校的班级辅导员老师或班干部在

学期初制订好学习计划，可每月围绕一个主题，

如文学经典作品、沟通技巧、职场礼仪、幸福心

理学、情感哲学等，让学生提前观看慕课平台上

的相关人文通识课程内容，在班级集体活动时间

邀请专家进行专题讲座，或组织学生开展主题演

讲、辩论、讨论等活动，使学生深化对该主题内

容的了解和掌握。辅导员老师可进一步结合高职

学生身边的案例，辅以绘声绘色的讲解和点拨，

启发学生的心智，解决学生现实生活中面临的困

境与难题。

5．利用校园文化活动平台，活学活用慕课人

文通识课程知识

民办高职院校可以利用文化艺术节、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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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职业技能节等校园文化活动平台，将慕课人

文通识课程的内容活学活用。比如在组织校际人

文知识竞赛时，让所有参赛学生赛前自行通过慕

课平台进行强化学习，慕课视频里的相关知识点

或习题也可以设置为赛题，调动起学生自学的积

极性，丰富学生的知识储备，提高参赛水平。而

这些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校园文化活动，既能

帮助学生知行合一，进一步加深对人文通识教育

的理解和体悟，又能从实践上检验人文通识教育

的教学效果，可谓一举多得。

[责任编辑：陈保荣]

参考文献：

[1]郭 晶.高校人文通识教育的必要性及实施策略.白城师范学院学报[J].2015(3):16.
[2]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2:17.
[3]李立国.亚里士多德的自由教育思想简析[J].焦作大学学报,1999(1):38.
[4]许良英,赵中立,张宣三编译.论教育.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10):146.
[5]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14]19号）[EB/OL].[2014-05-02],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
moe_1778/201406/170691.html.
[6]张 骞,崔翼琴.复旦教授：慕课更适合通识课程[N].新闻晚报,[2013-09-25].http://newspaper.jfdaily.com/xwwb/html/2013-09/25/content_4642.
htm.

The Implementation Approaches of the Humanistic General Education in Private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OOCS

CHEN Yong-hong ZHANG Ya-qin
(Zhongshan Vocational College, Nanjing 210049, China)

Abstract: MOOCS is a new teaching form, which has been booming in recent years. It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mall capital invest⁃
ment, rich variety of curriculum content and scientific and convenient teaching monitoring, and so on. So it brings the great opportu⁃
nity to develop humanistic general education in private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ccording to the reality of lack of faculty for hu⁃
manistic general education in private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he paper puts forward effective use of the teaching form of
MOOCS and explores the specific ways in practice so that they can be organically integrated.
Key words: MOOCS; private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he humanistic general education; implementation approa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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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高职园林专业适应当前新型城镇化进程新形势，探讨培养社会需要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

才所需途径。提出深化产教融合，明确“工学研融合”人才培养新模式；培养“双师”素质，努力提高专兼

职教师业务水平；强化实践教学，打造“四阶段、四融合”课程体系；强调“工学研融合”，推进教学模式改

革；实施多元评价，构建科学的人才培养评价体系等建议，加强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满足社会对园林专业技

术技能型人才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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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园林技术专业依托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

的大背景，伴随着注重资源节约、环境友好、走

质量内涵提升转变之路的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园

林绿化等相关城镇建设产业在对园林生产和服务

一线人才需求增加的同时，也对园林专业人才的

培养目标和规格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职园林专

业学生需从技能型人才向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

转变。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以下简称“学

院”）园林专业立足自身发展特色，适时调整人

才培养目标，及时调整园林人才培养结构，正确

定位就业岗位，从人才培养的途径入手，对新型

城镇化背景下园林产业第一线所需求的高素质技

术技能型人才培养途径进行了一些探索和研究。

一、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园林专业人才培养规

格定位分析

新型城镇化发展阶段以城乡统筹、城乡一

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

为基本特征，原来高职园林人才培养目标的技能

人才标准已不能适应新时期建设生态环保、以人

为本、因地制宜、科技含量高的园林特色景观的

需要，社会需要大量园林专业高素质技术技能型

人才。为此，我们通过调研对新型城镇化背景下

园林专业人才培养的规格进行了较为准确的定位

分析，形成了人才需求调研报告。报告指出：园

林专业学生的初始就业岗位为园林景观（城镇绿

地）建设需要的种植类（绿化工、花卉工、育苗

工等）、设计类 （平面设计员、助理景观设计师

等） 以及工程建设类 （施工员、安全员、材料

员、监理员等）等多个工种的高级工，其职业迁

移岗位为花卉园艺师、景观设计师、园林工程师

等业务技术骨干，职业发展岗位则为技术主管或

工程项目经理。因此，这些人才除了需要掌握基

本的科学知识、园林职业技能外，还需要掌握相

应的生态文明建设、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等思想文

化素质以及充分发挥技术创新优势应用于新型园

林绿化过程中，并能在工作过程中保持良好的职

业素养和劳动素质。

二、高职园林专业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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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深化产教融合，明确“工学研融合”的人

才培养新模式

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培养现代社会需

要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的有效途径。

学院主推“工学研融合”人才培养模式，该培养

模式注重发挥“科研”反哺“教学”的作用，将

“研”融入工学结合人才培养全过程，通过“研”

促进产学研紧密结合，推进“工学结合”向“工

学研融合”的深化与拓展。在政府、行业、企业

与学校共同参与下，园林专业一方面积极联系林

业部门、建设部门以及风景园林学会等行业协

会，主动接受园林绿化相关行业对技术技能人才

培养的指导。另一方面，在做好紧密型合作企业

单位遴选、培养、共建的基础上，依托行业办

学，走校企合作的道路，让园林行业和企业直接

参与园林专业培养方案的制定、教学活动的实

施、实训基地建设、学生就业的指导等教育教学

全过程。针对行业产业领域的前沿和热点问题，

校企协同开展研发和科技攻关。近5年来，园林专

业教师共承担省市级及以上横向课题近 20项，主

要涉及园林植物病虫害生物防治技术、特色乡土

景观规划设计与施工、园林景观设计、新特优园

林植物容器育苗技术研究等。第三方面，近年

来，学院紧跟区域经济发展，在江苏畜牧科技示

范园、江苏中药科技园以及校内自行建设的园林

专业苗木示范园内建设种植与生产、绿化施工与

养护、景观设计工作室等实训基地近 1000亩。学

院成立江苏牧青园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牧

青园林公司），负责基地生产、管理与经营。基地

结合地区特色，重点发展银杏、竹类、观赏兼药

用植物以及苏中地区乡土植物的生产栽培与研

发，园林专业教师根据学校设置的“教学-科研互

动岗”，依托基地承担并实施国家及省市等各级各

类科研项目 40余项，学生在基地积极参与项目实

施，并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安排学生承包部分

苗圃和试验田，教师加强技术技能指导，努力将

基地打造成一流的产学研用综合基地。

2．培养“双师”素质，努力提高专兼职教师

业务水平

高职教育培养目标要求教师在具备高水平专

业知识素质的同时，更加具备良好的职业素质。

这就要求教师在提高自身知识储备和综合专业技

能的同时，还要多深入企业一线，与企业进行深

层次的交流与合作。学校层面上，一方面实施

“凤凰人才”、“333计划”、“335教学教改工程”等

项目，并给与经费支持，帮助专业带头人和骨干

教师参加国内外业务培训，提升教师的“双师”

素质。另一方面，规定青年教师需在企业进行顶

岗锻炼 1-2年，并开展“师徒工程”、“名师工程”

等。在系部层面上，坚持“专兼结合、内培外

引”的原则，要求专任教师与兼职教师进行对

接，专任教师与兼职教师进行课程标准制定，并

指导兼职教师制作教案，而兼职教师则指导青年

专任教师社会实践、专业技能，双方共同指导学

生顶岗实习和毕业设计（论文）。通过组建专兼结

合的园林园艺科技服务团队，连续8年承担当时住

建局、园林局组织的园林绿化企业员工继续教育

和业务培训，并引导青年教师到园林相关企业进

行锻炼及带领学生开展技术服务等，增强教师科

技服务能力。第三，牧青园林公司建立了园林景

观设计工作室和园林植物研究所，相关教研室遴

选专任教师带领学生进行业务开发、科研等工

作，锻炼教师企业生产实践能力。

3．强化实践教学，打造“四阶段、四融合”

课程体系

园林专业围绕园林就业岗位（群），以园林岗

位职业能力、园林相关技术运用能力和工作方法

能力为主线；以典型的园林行业产业工作过程中

各工序确立相应的学习领域课程，形成了以园林

植物种苗生产与养护、园林景观项目设计、园林

工程项目施工组织与管理为核心能力的递进式项

目化课程，并在此基础上打造出“四阶段、四融

合”课程体系（如图 1所示）。这是因为，园林行

业、产业相关职业能力的获得需要校内外充分的

实践锻炼。园林专业在人才培养方案制订中，将

实践训练按照季节安排为职业认知实践训练（第

一学期，校内实训基地内）、职业基础技能实践训

练（第二、三学期，校内实训基地）、职业核心技

术技能实践训练（第四、五学期，校内、外实训

基地），职业顶岗实践训练（第六学期，校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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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园林技术专业“四阶段、四融合”课程体系

实训基地）四个阶段。其中，在专业认知实践训

练环节，将园林文化、企业文化与文化素质课程

进行融合，在专业基础技能实践训练环节，将现

代园林行业、产业的“新品种、新技术、新模

式”与职业技术核心课程相融合。在专业核心技

术技能实践训练阶段，将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

划项目、教师主持科研项目、企业技术服务项目

与职业拓展课程相融合。在顶岗实践环节，由于

绝大多数同学是由系部统一安排在紧密联系型校

企合作单位以及部分科研院所的生产基地进行顶

岗实践，我们将科研、科技服务与之进行了融

合，最终形成“四融合、项目化”的课程体系。

4．强调“工学研融合”，推进教学模式改革

高职院校的科研在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

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工学研融合”培养模式下的

教学模式即是从“做中学、学中做”改革完善为

“做中有研、研中有学、学中有研，研中有做”，

真正将“研”的要素融入到教学全过程。在工学

结合的基础上，将学习过程、工作过程与技术活

动过程有机结合。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实施大学生

实践创新训练项目、参与教师科研项目等可以为

学生提供参与技术研发和技术应用的机会，同时

也是教师教研教改的参与者和成果受益者。教师

将教科研资源转化为教学优势，有利于强化学生

的动手能力、独立思考能力、统筹能力以及创业

能力等，使学生在熟练掌握岗位技能的前提下，

促进学生技术能力的生成与发展，为培养学生职

业岗位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奠定坚实的基础，最终

实现以研促教、以研促学。

根据园林专业特点，我们以专业课程体系中

核心项目课程为抓手，利用校内外现代化教学资

源，重点依据园林绿化工、花卉工、施工员等国

家中级职业资格标准制定了园林专业教学标准，

并在此基础上开展现场教学、项目化教学、职业

体验以及职业素养拓展训练等教学模式改革，努

力使学生内化相关职业岗位技术技能，外化职业

素养和能力。

5．实施多元评价，构建科学的人才培养评价

体系

园林专业根据高职学生的特点，将园林相关

职业工种的胜任能力考核贯穿于教学的全过程。

如园林种苗生产与养护类项目课程主要采用过程

考核，考核内容包括园林职业素养、种苗生产与

养护、方案设计与操作过程、实践报告、团队合

作情况与技能竞赛等。园林景观设计类与园林工

程与施工管理类项目课程主要采用园林职业素

养、平时各模块作业、期末大型综合性作业以及

团队技能竞赛等内容进行过程考核。学生实践

（包括顶岗实践）考核则是采用由授课教师、企业

兼职教师和学生三方根据不同权重进行考核的方

法，并且组织学生参加全国及江苏省职业技能大

赛以及园林相关国家职业资格工种考证，结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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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成绩以及考证通过率进行评价。另外，根据学

校统一安排，园林专业安排学生积极参与第三方

评价，主要包括新生入学一年对专业了解情况评

价、毕业生跟踪调查、就业率与专业对口率调

查、核心课程知识重要度与满足度调查评价等。

[责任编辑：陈保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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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Talents Training of Higher Vocational Garden Special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Type Urbanization

—Taking Jiangsu Agri-animal Husbandry Vocational College as an Example
LI Cheng-zhong ZHANG Heng-feng SUN Yan ZHOU Xia

(Jiangsu Agri-animal Husbandry Vocational College, Taizhou 225300,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new situa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garden specialty adapting to the new urbanization course, the ap⁃
proaches to train high quality, technical and skilled talents for social needs are explored.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at integration of
producing with teaching should be deepened, the new mode of talents training by“work-study-research integration”is clear, quality
of double teachers is trained to improve the professional levels of full-time and part-time teachers, practice teaching is strengthened
and“four phases, four fusion”curriculum system is built, work-study-research integration is emphasized to promote the reform of
teaching mode, multiple evaluation is implemented to construct a scientific talents evaluation system, technical and skilled talents
training is enhanced to meet social demands of talents with gardening professional technology and skills.
Key words: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garden technology; technical and skilled talents training; work-study-research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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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移动学习环境下信息检索课程资源建设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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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移动学习这一新型学习模式正受到师生的广泛关注，开发移动学习相关的课程资源已成为课程建

设和课堂教学创新的热点问题。以信息检索课程为例，在移动学习环境下的课程资源建设策略，应结合移动学

习及其课程资源的特点，注重“以树形组织知识”的多维化、“以学生为中心”的交互化、“以知识联系实践”

的情境化、“以知识点为单元模块”的碎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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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学习是移动互联网技术发展和移动智能

终端广泛应用时期的新型学习模式，是基于资源

的学习，而优质的移动学习资源是提高课程学习

效果的保障。作为一门“以信息检索知识为理论

基础、以计算机为技术工具”的课程，信息检

索理当成为移动学习环境下的课程教学改革先

锋。然而，目前大多数高校信息检索课程不能跟

上时代步伐，缺乏创新，依然不能摆脱“抱着传

统课本、守着传统课堂”的陈旧教学模式，很难

实现互联网时代信息检索课程教学目标。推进移

动学习环境下的信息检索课程资源建设，深化课

程教学改革，必将有效提升学生信息技术水平，

使他们适应新型学习模式，提高学习效果。

一、移动学习的定义及其特点

1．移动学习的定义

关于移动学习（M-learning）的定义，至今仍

未形成一个权威确切的定论，国内外专家及学者

分别从不同角度给出了不同的定义：

Paul Harris认为移动学习是移动计算技术和

E-learning的结合，它能够使学习者通过移动电话

或 PDA 等无线信息设备随时随地体验碎片化教

学。Clark Quinn认为移动学习是通过Palms、Win⁃
dows CE设备和数字蜂窝电话等 IA设备实现的数字

化学习，它包括不受时空限制的学习资源、强大

的搜索能力、丰富的交互性以及对有效学习的支

持和基于绩效的评价。他们都强调了移动学习与

数字化学习的关系。

Alexzander Dye主要强调了移动学习的实现技

术。他认为移动学习是在移动计算设备的支持

下，不受时空制约的学习方式。这些移动设备不

仅能够呈现出学习内容，还能为教师和学习者提

供无线双向通信功能。

Desmond Keegan将移动学习看作是远程学习

方式的进一步发展，是区别于网络学习的另一种

数字化学习方式。他认为只要能够实现无线通信

连接，就可以随时随地进行学习，因此，移动学

习让远程学习变得更为自由。

综上所述，移动学习是指学习者通过智能移

动终端、移动通信技术和互联网技术，以同步或

异步方式，灵活便捷的学习模式。

2．移动学习的特点

移动学习是数字化学习的延伸，它具有传统

学习模式无可比拟的优势。

（1）学习手段的移动性。移动学习主要以智

能移动终端作为学习工具，其体积小、携带轻便

等特点使得学习者的学习活动不再局限于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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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他们可以借助移动设备，随时随地学习已

经下载到本地的或者通过无线互联网获取的学习

资源。

（2）学习内容的个性化。智能移动终端的私

有性和学习者的个体差异决定了移动学习的个性

化特点。学习者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学习内

容，并制定适合的、切实可行的学习目标和学习

进度。

（3） 学习过程的互动性。学习者与教师之

间、与其他学习者之间都可以通过移动网络的多

种渠道，使用文本、语音、图像或视频等媒介实

现同步或异步的交流互动。

（4）效果反馈的及时性。无线网络技术为移

动学习提供了方便及时的反馈条件，能够使学习

者在学习过程中提出的问题得到及时答复和解

决，其学习效果也能得到及时反馈。

正是由于移动学习手段便捷、互动及时、内

容丰富、信息庞大，充分满足不同学习者个性化

需求，已经成为“互联网+”时代的新型学习模

式。在此形势下，如何顺应时代要求，创新课堂

教学模式，特别是构建移动学习课程资源，成为

摆在现代教师面前的重大课题。

二、移动学习课程资源的概念及其特征

1．移动学习课程资源的概念

课程资源是课程的基础和前提，是开展教学

活动，影响教学效果的必要因素和关键因素。移

动学习课程资源是指在移动学习过程中所需要的

各种数字化学习资源。根据资源呈现形式的不

同，可将其分为以下三种形式：（1）短消息，学

习者通过无线移动网络与互联网之间的通信，利

用简短的文本形式来传递的学习内容与信息。

（2）网页，学习者运用移动学习终端，通过浏览

网页、访问网站等形式获取的学习资源。（3）离

线资源，学习者利用移动学习终端下载、离线存

放并显示的各种学习素材与课件，如电子书、微

课程以及移动教育游戏等。

2．移动学习课程资源的特征

移动学习与网络学习都属于数字化学习，它

们有着许多相似之处，移动学习资源是在网络学

习资源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但是由于移动学习

资源的获取形式和呈现工具的不同，它还拥有其

自身固有的特征。

（1）形式多样。移动学习课程资源在设计与

开发的过程中体现了以“学习者为中心”的特

点。它以内容设计的多样性、整合渠道的多样

化，使学习者可以自由选择适合自身的学习内

容、学习方式以及课程资源的呈现形式，从而优

化学习情境，提高学习兴趣。

（2）内容精细。由于学习者的学习时间、地

点较为随意，难以长时间地集中注意力，专注程

度较低。因此，移动学习课程资源的知识含量较

小，内容精细，重点突出，与其他模块逻辑关联

紧密，有利于学习者随时随地学习，保证碎片化

学习效果。

（3）获取快捷。方便快捷是移动学习的重要

特征，速度是首要条件。智能移动终端和网络环

境决定了移动学习课程资源的获取速度，同时也

影响学习者的学习心理和情绪。如果学习者获取

资源的速度很慢，会使学习者产生厌倦情绪，影

响移动学习效果。因此，移动学习课程资源的承

载量不能过大，能够使学习者方便快捷地获取和

访问，满足移动学习对速度的要求。

（4）交互实时。在移动学习过程中，学习者

与其他学习要素的交互程度也影响着学习效果。

移动学习课程资源应具有实时交互功能，通过移

动通讯技术，学习者可以与资源、教师和其他学

习者之间进行互动。

三、传统信息检索课程资源的存在问题

信息检索课程资源是指学习者学习信息检索

课程，掌握信息检索知识所需要的各种学习资

源。在智能移动终端成为学习者获取学习资源的

最佳支持工具的时代，传统的信息检索课程资源

逐渐显现出与之不相适应的缺陷，这在很大程度

上影响了学习者的学习效果。

1．缺乏多维性设计

传统信息检索课程资源的组织通常以信息检

索基础知识导入，再介绍基础理论的应用，它在

设计的过程中忽视了概念的复杂性以及概念之间

的相关性。

2．缺乏交互性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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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信息检索课程资源未能体现“以学习者

为中心”的特点，缺乏协作式或团队式的交互学

习设计。传统的信息检索课程以幻灯片教学演示

为主，没有为学习者创造出协作交流的环境，无

法让学习者积极参与讨论交流。

3．缺乏情境性设计

传统信息检索课程资源主要包括文献、检索

和利用三个部分。传统的信息检索教学设计，未

能将教学内容嵌入相关的场景中，而是抽象地讲

授概念，缺乏情境性，学习者只能通过记忆被动

地接受知识。

四、移动学习环境下信息检索课程资源建设策略

针对传统信息检索课程资源存在的问题，根

据移动学习的需要，信息检索课程资源建设应该

从以下几个方面去着手。

1．建设“以树形组织知识”的多维化课程资源

移动学习环境下的信息检索课程更注重的是

提高学生灵活运用理论知识，有效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而不是对抽象概念、理论知识的简单接

受和记忆。因此，移动学习环境下的信息检索课

程资源需要通过多种角度、多种形式来揭示知识

的交叉性和关联性，使学生能够透彻地理解新概

念，建构新知识。

例如，在建设“布尔逻辑检索”这部分课程

资源时，不仅要向学生揭示“布尔逻辑检索”的

概念和介绍“布尔逻辑运算符”的运用，最重要

的是还要将这个概念及运用与具体的检索案例结

合起来，多角度地展现布尔逻辑检索的基本要

素，并使用超文本动态链接与其相关联的检索

词、检索式、检索工具等概念，通过对一组相关

概念的树形组织，使学生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单

个概念的知识意义以及在不同案例中的灵活运用。

2．建设“以学生为中心”的交互化课程资源

移动学习是一种交互性的学习，为了充分发

挥其优势和优化其学习效果，移动学习课程资源

应具有超强的交流互动性。因此，在建设移动学

习的信息检索课程资源时，应当为学习者营造一

种协作互动的环境，使之与学习资源互动，与教

师互动，与其他学习者互动。在明确学习目标的

基础上，促使学习者主动学习，协作互助，提升

其获取和运用知识的能力。

例如，在建设移动学习课程资源时可以利用

Wiki（维基）、微信/QQ聊天等为信息检索课程设

计“以学生为中心”的交互式课程资源。Wiki，即

多人协作写作系统，鼓励学生与教师共同撰写条

目，创建和修改信息检索课程资源，经过积累形

成内容丰富的资源库并不断保持和完善。微信/QQ
聊天软件，为师生之间、学生之间交流检索经验

和方法，分享学习心得，答疑解惑等提供实时平

台，让师生可以不受时空限制地进行信息交流，

提高教与学的效果。

3．建设“知识联系实践”的情境化课程资源

情境认知理论认为知识的学习与情境是相关

联的，知识具有情境性，是在情境中产生的，在

实践中、情境中和文化中不断反复被应用和发展

起来。知识的掌握需要把知识的学习和具体的情

境联系起来，只有融入情境的学习才有意义。因

此，在开发信息检索课程资源时，必须以情境认

知理论为指导，将知识与实践紧密联系起来，使

学生在真实生活中进行学习，并学以致用，从而

解决实际困难。

传统的信息检索课程资源主要以传统教材为

主，忽视知识与情境的内联性，导致学生无法正

确地运用学到的理论知识来解决学习中的问题。

因此，信息检索课程移动学习资源建设，应根据

不同的教学意图，基于情境进行开发。在内容

上，以广义的信息检索为基础，增加信息的评价

与分析、管理与利用，按照学生的需要重新排序

理论知识的讲授；要设计情境化的检索过程，使

实践知识与理论知识有机结合起来，逐渐培养学

生的信息意识，不断提高其信息分析、检索、组

织和利用能力。

例如，在设计“常用数据库”教学内容时，

可以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模拟学习情境。如，wink
等视频捕捉软件可以用来截取屏幕录像，并在适

当的位置编辑字幕和录入旁白，让学生直观地了

解和掌握数据库的检索界面、检索式的拟定、检

索步骤等。在讲授“传统工具书”的使用时，由

于一个检索课题往往包涵了不同学科，为了实现

在检索课题中的知识建构，可以通过真实录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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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展示学习者走进图书馆、情报机构、行业进

行课题调研的经过；利用 flash动画模拟演示如何

选取工具书、确定检索方法以及生成检索结果的

全过程。

4．建设“以知识点为单元模块”的碎片化课

程资源

移动学习主要以智能移动设备为支持工具。

该设备体积小，方便携带，同时也限制了该设备

的显示屏幕、电池续航能力、内存容量以及CPU
的处理速度。庞大的学习资源与移动设备性能的

不协调，会使学习者在移动学习过程中产生厌倦

情绪和挫败感，影响他们的学习积极性。为了避

免出现这样的问题，在建设移动学习信息检索课

程资源时要以文本、音视频、动画的微媒体和短

小知识组块为主。

例如，“信息检索概述”章节的讲授主要是介

绍信息检索的概念、历史、模型等文字性内容。在

建设该章节的移动学习课程资源时，尽可能使用文

字内容简明扼要、重点鲜明的微型单元文档，图片

尽量采用矢量图形和数据量小的位图图像。在介绍

“各类电子信息资源”时，为了让学生系统地了解

和掌握各类电子信息资源的检索、浏览、下载和加

工方法，充分掌握网络检索和信息加工的技能，要

根据该章节知识点的实际操作性，建设以知识点为

单元模块的微视频、微动画等课程资源，以微型流

媒体展示某个知识点或反映某个教学活动，使学生

的移动学习获得最佳效果。微课时间以5-8分钟为

宜，容量不宜过大，符合学生移动学习的随时性、

不连续性的碎片化特点。

随着移动终端设备性能的不断提升，功能的

不断强大，越来越多的学习者会更加青睐移动学

习模式。相应地，移动学习模式的应用也会对教

学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开发与之相适应的移

动学习课程资源，满足多种智能移动终端的交互

使用，必将是未来课程开发与建设的重心，也是

广大教师们教学改革与创新的重大课题。

[责任编辑：张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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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Strategies for Curriculum Resources Construction of Information Retrieval under
M-Learning Environment

Qing Yi
(Zhejiang Financial College,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While this new learning mode, M-Learning, attracts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from teachers and students, it has become a
heated topic in the field of innovations on curriculum constructions and classroom teaching to develop related curriculum resources
for M-Learning. Taking information retrieval course as an example, the strategies for curriculum resources construction under
M-Learning environment should combin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Learning and relevant curriculum and focus on the construction
of“multidimensional tree-scheme knowledge presentation”,“student-oriented interaction”,“knowledge-connect-with-practice
situational teaching”and“fragmentation construction of unit modules based on knowledge points.”
Key words: M-learning; information retrieval; curriculum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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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核心能力是从所有职业能力中抽象出来

的，有别于专业岗位能力的一种基本能力，是一

个人从事各种职业活动所具备的通用能力，具有

一定的普适性和迁移性。职业核心能力这一概念

源于上世纪 70年代德国联邦劳动力市场与职业研

究所所长梅尔腾斯提出的“职业关键能力”。这种

能力包括了职业沟通、团队合作、解决问题、自

我管理、自我学习、信息处理、数字运用、创新

创业等能力，是职业能力中最为重要的能力，决

定着一个人在社会职场中的生存发展。我国 1998
年开始重视职业核心能力培养。高职语文课程作

为工具性、实用性、人文性和审美性融为一体的

公共基础课，在培养学生职业核心能力过程中有

着其他课程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从提升学生职

业核心能力这一视角审视当前高职语文课程教学

现状，有必要对高职语文课程实施项目化教学改

革，为提升高职学生职业核心能力和综合素质夯

实基础。

一、高职语文课程功能定位与培养目标

《现代汉语词典》对语文这一词语解释有两

种：一种为语言和文字；另一种为语言和文学。

由此可确定语文是人们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最重要

的交际工具，其基本特征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

一。语文教育是关于语言理解和运用的教育，是

人类社会传承和发展文化的重要载体。高职语文

介于大学语文与中学语文之间，要准确地界定高

职语文课程的功能定位与培养目标，必须从系统

论出发，全面思考我国语文教学整体走向，搞清

与它最为接近的高中语文课程和大学本科语文课

程的关系，才能进一步明晰高职语文课程功能定

位和培养目标。

1．中学阶段高中语文课程功能定位

普通高中教育是面向社会大众的基础教育。教

育部印发的2013年《高中语文新课程标准》对高中

阶段学生识字量、词汇量、阅读背诵篇目及记叙

文、说明文、议论文、文言文等各种文体写作能力

都有明确要求。可见，高中语文课程是在义务教育

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语文促进学生发展的独特功

能，从“知识和能力”、“过程和方法”、“情感和态

度”三个维度确定课程目标，使全体高中学生具有

较强的语文应用能力、语文审美能力和创新探究能

力，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

终身学习和个性发展奠定一定基础。

2．普通本科大学语文课程功能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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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本科教育属于高等教育，其所开设的大

学语文课程不同于高中阶段语文课程。2015年教

育部高等教育司制定的《大学语文》教学大纲明

确“大学语文是一门面向文（汉语语言文学专业

除外）、理、工、艺专业学生开设的一门公共必修

课，是一门集工具性、基础性、审美性、人文

性、趣味性、综合性为一体的课程。”其主要任务

是培养学生对汉语言文学的阅读、欣赏、理解和

表达能力。目标是提高学生语言文字水平，让学

生能顺利而准确地阅读文学作品、学术论著和科

普读物，具有较强的阅读理解能力、较好的表达

能力，有一定的分析评价文学作品的能力。由此

可见，大学语文在进一步强化语言文字显性功能

的基础上，更加突出其所附带的人文思想、文化

休闲、社会交际、文学审美等隐形功能，与高中

语文课程相比其功能定位更广、更深。

3．高职院校高职语文课程功能定位

高职教育虽属高等教育范畴，但又不完全等

同于普通高等教育。2006年教育部 16号文件明确

高职教育是一种类型教育，在强调其高等性的同

时应突出其职业性。高职语文课程既不同于普通

高中语文，也不完全等同于普通本科院校大学语

文。高职语文不仅要为每个学生未来工作生活做

准备，还要为每一个学生未来的社会生活做贮

备。高职语文应以职业活动对学生语文应用能力

的需求为目标，引导学生在学习汉语语言知识的

基础上，更进一步学习感悟语文课程所具备的文

化审美功能及社会交流功能，让学生在多样化文

体阅读欣赏中感悟人生、思考社会，让学生在得

体有效的语言交流中实现与社会成员的交流，并

在应用和创新中升华自我，进一步提升学生的文

字理解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促进学生身心健康

发展。

二、高职语文实施项目化教学的必要性

1．项目化教学是高职院校课程教学普遍使用

的一种教学方法

项目教学法是基于建构主义提出的一种新的

教学方法，其目的是在课堂教学中通过实施一个

完整的项目教学活动，把理论与实践教学结合起

来，充分发掘学生的创造潜能，提高学生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这种教学方法与传统教学方法相

比最大区别是把课堂教学活动由以教师为中心一

言堂知识讲授转向以学生为中心互动式项目活

动。学生从已有的项目任务开始，在老师的指导

下运用已经掌握的知识和技能完成新任务。这种

参与互动式的项目化教学方法在职业教育专业课

程教学中被广泛应用，高职语文作为公共基础课

同样可借鉴这种方法，尽快扭转因传统语文满堂

灌式的单一课堂讲授教学方法而带来的学生厌

学、教师厌教现状，让高职语文真正成为教师乐

教、学生乐学的一门传承和发展文化的基础课。

2．项目化教学有利于培养提升高职院校学生

自主学习能力

从高等职业教育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性人才

这一目标出发，实施项目化教学，教师可根据教

学目标和教学任务，设计适合学生学习状况的活

动项目，学生可以根据自己兴趣爱好选择项目活

动。从项目开始到项目结束，整个课堂教学活动

都处在师生双向活动交流中，有利于激发学生自

主学习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提高学习效果。

3．项目化教学有利于高职语文课程实现职业

核心能力培养功能

高职语文课程作为工具性、实用性、人文性

和审美性融为一体的公共基础课，从培养学生阅

读能力、说话能力（口语）、聆听能力、写作能力

（书面）等四大基本能力任务来看，高职语文与教

育部倡导的“职业沟通、团队合作、解决问题、

自我管理、信息处理、创新创业”六大职业核心

能力任务相通。由此可见，高职语文肩负着对大

学生进行语言技能训练和人文素养培养的双重任

务，在培养学生成人、成才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是任何一门专业课及专业基础课无法替代的。实

施项目化教学，有利于增强高职语文课程教学内

容的针对性和适应性，有利于提高学生人文素养

和综合素质，有利于提高学生文字表达和理解能

力，有利于提高学生人际交流和团队合作能力，

为学生今后走向工作岗位实现可持续发展夯实基础。

三、高职语文项目化教学改革的实施路径

1．项目化教学实施的前提是更新教师教育理念

思想观念是行动的先导，也是改革事业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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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键。一名教师有什么样的教育观念就会以相

应的教学态度去从事自己的教学工作。在高职语

文项目化教学中，教师教育观念的转变是这一教

学改革能否顺利实施且取得良好效果的前提条

件。教师的“教”是为了促进学生更好的“学”，

教师应该由过去课堂的“主导者”变成课堂的

“引导者”，变成课堂的任务设计、问题引导、解

疑答惑的“导演者”。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教师以

“服务员”身份为学生自主学习和项目实施创造更

加便利条件，让学生体验社会和认识社会。高职

语文教师只有树立这种“大语文”教育观和“服

务学生”教学思想，才能找准角色定位，摆正自

己工作岗位，变过去“授人以鱼”为“授人以

渔”。高职学生文化基础差异性相对较大，更需要

语文教师在实施项目化教学之前做大量的摸底调

研，根据学生语文基础、兴趣爱好及发展要求，

设计教学目标，策划项目内容，激发学生参与项

目活动的积极性，并在项目活动中达到对学生职

业核心能力的训练。

2．项目化教学实施的基础是组建合作学习小组

合作学习小组是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团队协

作、解决问题、沟通交流等职业核心能力的基础

条件，在项目化教学实施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

用。组建项目化学习团队可以按照“便利就近，

同质互补”的原则，以学生宿舍为基本单位，根

据学生学习情况、性格特点、男女性别等要素将

自然教学班分成5-8个小组，每个小组推选一名组

长。由组长与组内全体同学经过协商共同制定组

内管理制度和活动要求。同时，通过协商创设小

组团队名称、组标、口号，确定每个人在组内的

角色及任务，这样一个有利于凝聚人心、具有一定

制度约束及文化影响的项目合作团队就基本组建成

功。在具体实施某一个项目的时候，也可根据项目

特点和实际要求，进行微小调整与丰富充实。

3．项目化教学实施的关键是创新高职语文课

程教学模式

语文课程教学在以学科知识为前提的课程理

论指导下，课堂教学的目标和任务是保证学生获

得系统的语文知识，教学模式相对单一，主要以

教师课堂讲授为主，少量的提问和讨论也是学生

在教师主导下的被动参与。项目化教学是借鉴基

于工作过程的课程教学理念，以任务驱动为导向

的先进教学模式，从本质上改变了传统教师讲授

或让学生单一训练的教学模式，教师教学活动不

再是传统教室空间和现有 50分钟固定时间，而是

打破这一时空界限，按照问题导向，通过调查和

访问收集资料，通过交流和讨论解决问题，通过

创作、演讲、辩论展示学习成果。每一个项目实

施前教师要为学生设计学习情境、明确学习领

域、学习目标、学习重点难点以及工作任务和具

体要求，引导学生动脑思考、动笔写作、动嘴表

达、模拟表演。通过多年教学实践探索，将语文

综合应用能力培养与学生职业核心能力培养同步

设计、同步实施，创新形成了高职语文项目化教

学“五步教学模式”，具体包括了课前预习交流、

课堂解惑讨论、课后合作训练、集中展示提升、

师生互动评价等五个环节，这五个环节互为层

次，相互促进，相互提高。

第一步：课前预习交流。主要是教师课前编

制学习任务表，学生利用网络媒体、图书资料自

主学习，然后将学习心得和问题在小组内交流，

初步达成一致意见，为课堂学习做好知识储备。

第二步：课堂解惑讨论。学生完成自主学习

后，教师在课堂上引导学生将学习收获与心得分享

给全班其他同学。对各小组提出的问题，遇到的难

点，在相互讨论后仍无法达成统一认识的问题，老

师重点讲解，为学生课后合作训练排除障碍。

第三步：课后合作训练。通过课堂解惑讨

论，学生对项目实施的相关知识全面理解和掌

握，具备了项目实施的基本条件，教师适时布置

项目任务，明确学习目标及实施要求，学生在课

后以小组团队形式分头实施，完成学习任务，形

成项目成果。

第四步：集中展示提升。在项目实施一段时

间后，以项目小组团队为单元，对项目实施过

程、任务完成情况、成果经验体会，由组长或组

内推荐的学生代表在全班同学面前进行汇报展

示，小组其他成员补充，各小组相互评论，提出

改进建议。这一环节重点是教师做好组织引导工

作，尽可能把语文项目教学与学生课外活动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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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实施，效果更好。

第五步：师生互动评价。在每一个项目学习

结束后，需要师生共同对项目实施效果、存在问

题及今后改进建议做出客观评价，一般包括项目

活动小组自评、项目活动小组间互评及教师总结

点评三个方面。

4．项目化教学实施的载体是编写模块化高职

语文教材

基于学生职业核心能力培养，在“淡化知

识、突出能力、贯穿素质”的教学理念指导下，

高职语文教材编写必须从过去“语文知识传授

论”向“职业能力提升论”转变，以项目为载体

训练学生语文应用能力，在语文能力训练中贯穿

知识学习和学生素质培养。笔者所在学校编写的

凸显学生职业核心能力培养的《高职语文》项目

化教材包括语文应用能力训练和人文精神情怀感

悟两大模块，其中语文应用能力训练模块包括招

聘求职、庆典活动、工作汇报、主题演讲、会议

组织、专题调研、产品推介、项目招标、学业汇

报等9个综合训练项目；人文精神情怀感悟模块包

括青春梦想、亲情友情、生命挫折、爱情婚姻、

人生社会、人类自然等 6大主题活动。每个项目

（活动）均按情境导入、学习目标、学习活动、必

备知识、例文参考、视野拓展 6大模块设计学习

（教学） 内容，通过专业应用写作、职业口语交

际、人文经典导读的训练，提高学生写作能力、

口头表达能力和组织协调、团队协作、交流沟通

等语文综合应用能力，突出职业核心能力培养。

5．项目化教学实施的保障是改革高职语文课

程评价方式

实施以培养学生职业核心能力为目标的高职

语文项目化教学，必须改革单一的书面考试评价

方式，引入过程考核评价理念，以全面育人为中

心实行过程考核评价，其目的就是督促教师注重

训练学生职业核心能力，引导学生在项目活动中

提升综合素质。高职语文项目化教学扩大了课程

教学时空，考核评价不再局限于传统理论考试和

结果评价，而是将学生参与课内学习与课外活动

情况结合起来综合考虑，实施“三结合”考核评

价方式，即“教师考核评价与学生考核评价相结

合、理论知识考核评价与实践能力考核评价相结

合、学习过程考核评价与学习成果考核评价相结

合”。按照教师与学生1∶1赋分比重和项目实施过

程表现 0.6与项目完成结果 0.4的权重，由教师和

学生共同对项目合作小组及成员的项目参与过

程、态度表现、任务完成结果等进行考核赋分。

这种评价方式既重视了学生学习过程参与，又注

重学习成果运用，教师与学生在相互学习、相互

实践中共同提高，评价结果客观，学生乐于接

受，更具有激励促进作用。

四、高职语文项目化教学改革实践案例

1．基本情况

基于职业核心能力培养，围绕高职语文为何

教？教什么？如何教？笔者在高职语文教学中进

行了项目化教学实践探索。下面以“专题调研项

目”在造价专业13032班实施情况为例进一步阐述

项目化教学。首先，根据项目化教学要求，在专

题调研项目实施前，教师引导学生按照“便利就

近，同质互补”原则组建调研项目学习团队 6个，

每个调研学习团队7-9人不等。然后，教师向学生

公布专题调研项目需要完成的8个基本环节及任务

要求。具体包括“确定调查题目、编写调查提

纲、编制调查问卷、制定调查方案、开展实际调

查、分析调查结果、撰写调研报告、调研成果汇

报”。最后，教师要指导学生利用一个月的时间在

自主学习的基础上完成专题调研项目所有任务。

2．取得成效

学生在专题调研项目实施过程中有分工，有

合作，不仅学会了如何写作专题调研提纲、工作

计划（实施方案）、调查问卷、分析报告、调研报

告等文体，而且锻炼提升了学生书面写作、口语

表达、团队协作、解决问题、沟通协调、信息处

理等职业核心能力。学生带着项目、带着任务走

向校园、走向社会学习，不仅让学生掌握了调查

报告知识，而且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会了如何解决

工作中出现的突发性问题？如何与周围陌生人交

往？如何收集处理信息？更为重要的是以项目组

形式分工协作，让学生注重相互之间的沟通与合

作，有利于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

项目化教学将语文教学与学生职业 （下转第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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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片化学习时代英语微课设计策略
——以微课作品《英文猜词技巧》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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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全国高校教师微课大赛一等奖作品《英文猜词技巧》为例，从碎片化学习和微课的定义、特

点入手，阐释英语微课设计的四个策略，即教师角色转变和创新的设计策略、知识点选取和呈现的设计策

略、教学目标差异化和多维度的设计策略、视频媒体受众分析和结构创建的设计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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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促进了碎片化学习的发生。

对于碎片化学习的研究国外学者早在上世纪 90年
代初就开始了，而国内学者最早是从 2011年开始

关注碎片化学习研究的。纵观这5年来的研究，学

者侧重于研究知识内容的碎片化，强调利用碎片

化知识进行个体学习或组织学习。对于碎片化学

习，研究者很少给出明确定义。通过大量阅读和

研究，笔者认为，碎片化学习是指现代人利用零

散时空、新兴媒体技术和微型媒体，根据自我学

习需求、价值取向、兴趣爱好，针对某一信息单元

进行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学习。碎片化学习已经真

正的渗透到现代人日常生活的时时刻刻，相对于传

统意义的、系统化学习，其具有非常显著的特征，

了解了这些特征才能更好地指导我们制作出更容易

让学习者接受的、有效的教学微课作品。

一、碎片化学习时代的特质

1．学习时空的碎片化

有别于传统学习活动的学习时间和学习地点

相对固定，碎片化学习的时间离散、零碎，学习

的空间随时变化。学习者的学习终端灵活多样，

学习者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和意愿，选择任何时

间、任何地点进行学习。时空碎片化这个特征是

碎片化学习的根本特征，是碎片化学习其它特征

存在的条件。

2．学习内容的碎片化

由于学习的时间地点零碎、离散和不固定，

碎片化学习的内容必然失去传统学习活动具有的

完整、系统特征，呈现出多元性、随意性、非系

统性的特点。

3．学习认知注意力的碎片化

碎片化学习的信息量丰富多样，信息流快速高

效，同时，学习过程中学习者会受到各种信息干

扰，常见的干扰信息有社交软件的提示音、各种商

业广告的弹窗等等，由此使得学习者的注意力碎片

化，学习思维跳跃性，始终处于动态重组中。

4．学习媒体的碎片化

近年来，新媒体蓬勃发展，主要有微博、微

信、网站、博客等可进行碎片化传播的媒体，人

们通过电脑、智能手机等设备不但可以获得信

息，而且还可以发表见解，形成了交互性的媒

体。可见，无论是学习设备还是学习媒体都呈现

出了碎片化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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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碎片化学习时代的特质要求大学英语

教学只有进一步改革创新，才能满足学生的需

求。微课是当下最为流行也最有效的一种碎片化

学习内容，受到我国教育界的推崇。迄今为止，

教育部网络信息中心组织了三届全国高校教师微

课大赛，在社会引起了较大反响。笔者的微课作

品 《英文猜词技巧》 获得了第二届大赛的一等

奖，下面将以此作品为例阐述微课的定义、特点

和设计策略。

二、微课的定义和特点

在国内，佛山教育局教育信息中心的胡铁生

老师最先使用了“微课”这个概念。他起初给微

课的定义是“微课是按照新课程标准及教学实践

要求，以教学视频为主要载体，反映教师在课堂

教学过程中针对某个知识点或教学环节而开展教

与学活动的各种教学资源有机组合。”这个定义主

要针对中小学教育，普适性缺乏，并且过分强调

“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其实微课发展至今，它更

多的是被应用在翻转课堂的课后自学环节。定义

最后落脚在“有机组合”上，显得比较含糊。

2013年，上海师范大学教育技术系教授、教育部

全国教师教育信息化专家委员会委员黎加厚提出

“微课”是指时间在10分钟以内，有明确的教学目

标，内容短小，集中说明一个问题的小课程。这

个定义没能点明微课的本质，即在线视频，混淆

于一般课堂上的课程了。2015年1月，笔者在第二

届全国高校教师微课大赛的颁奖典礼上学习了华

南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教授焦建利的主题演讲，

焦教授这样定义微课：“一种短小精悍的在线教学

视频。”笔者认为焦教授演讲中对微课的定义仅仅

使用了 13个字就把微课特点、传输方式、载体和

用途概括出来，定义本身也生动体现了微课之

“微”，十分传神。

焦教授认为微课的特点短小精悍，笔者认为

用“短小精活”来概括更符合微课的性质。

“短”是指时间短，一般不超过10分钟，否则就不

符合学习者碎片化学习习惯，具体应该是在讲清

楚主题的前提下用时越短越好。“小”指的是微课

的选题小，不是任何选题都适合微课，那些学生

能够通过阅读教材自己理解的知识点就无需用微

课讲解，而应该选择有一定深度和难度的主题，

但是切口要小。“精”指的是设计精心、结构精致

和制作精良。精心设计是核心，没有精心设计，

结构和制作都是空谈。微课虽小，结构齐全，引

入、主体和总结都要齐备。有了精心的设计和精

致的结构，精良的制作保证了微课的观赏性。

“活”指的是微课的呈现形式灵活多样，有课堂实

录式、访谈讨论式、可汗学院式等。无论哪种形式

都是要以服务于内容为第一要务的，而不能单纯为

了形式而形式，这一点是微课制作人员特别要注意

的。

三、微课设计的策略

碎片化学习时代，微课在翻转课堂教学模

式、MOOC等中得到广泛应用，承载着大量知识和

信息，传递着丰富的教学内容。但是由于微课是

通过摄像或录屏进行教学，学生无法实时参与真

实的教学互动，这就对微课的建设提出了很大的

挑战。目前，很多微课简单的把课堂或PPT录制下

来上传网络，由于缺少必要的设计策略，导致使

用效果欠佳。为了使教师和学习者实现生成性互

动，微课的制作一定要遵循科学的设计策略。

微课教学有四个构成要素，一是作为信息源

的教师，二是作为信息的知识点，三是信息传输

媒介的视频，四是作为信息接收端的学生。因

此，要从这四个要素着手设计制作微课，开发有

效的设计策略，通过有效设计教师角色，增强教

师教学艺术魅力，提高微课视频的观赏性，使学

生在较短时间内注意力集中最优化；通过选取、

设计知识点使学生产生观看期待，并且建立不同

粒度知识点的网状联系；通过设定差异化、多维

度的教学目标，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和目的，实

现高效的学习动机，增强学习自信心。通过对视

频呈现方式的设计，增强微课趣味性、生动性，

让知识点以最轻松愉快的方式传递给学习者。

1．教师角色转变和创新的设计策略

在传统课堂中，教师的角色是知识传输者、

活动组织者、教学评价者，起着主导作用。在微

课中，教师的知识传输者角色没有发生变化，但

是微课学习不同于传统课堂学习的异步性和虚拟

性，弱化了教师的组织者和评价者的角色。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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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如何基于微课的这种特性使教师的角色有转变

和创新以适应碎片化学习的特质呢？笔者认为，利

用多样的微课视频表现形式，教师的角色可以更加

多元化和多维度。教学方法上，从黑板、PPT延伸

至画板、动画、虚拟对话空间等；教学情感和态度

方面，要热情真诚，友好亲切，深入浅出，循循善

诱；教学语言方面，要清晰简要，标准流利，有示

范作用。例如，《英文猜词技巧》微课作品中教师

角色转变和创新很到位。首先，片头微课简介中的

教师是一个解说员的角色，用中文向学生介绍这次

微课的结构和逻辑主线以及编排方式，学生很容易

掌握微课的概况，为接下来详细的学习做好准备。

其次，微课主体的课堂实录部分教师的角色是面对

学生的一位知识传输者，使用的是课堂英语语体

——用词和句型简单、语调亲切自然，有利于知识

的迁移，使学生感到自我身份的认同。最后，在微

课主体的新闻播报部分，教师化身为严谨友好英语

新闻主播，使用的是正式新闻语体——词句复杂、

语调抑扬顿挫，吸引了学生的注意力，并且起到了

很好的示范作用。

2．知识点选取和呈现的设计策略

（1）知识点的选取要注意小而精的原则。主题

选择对于一个微课是否成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由于微课时间不超过 10分钟，因此，选题就要

小、精、深，决不能大、泛、浅。微课的最终归宿

是用于教学，这样它才具有真正的生命力，所以选

题也应当从教学中来。教学中的难点、重点、实用

点、闪光点都可以成为微课的选题。以笔者备战第

二届全国高校教师微课大赛为例，起初选题并不是

猜词技巧，而是英语诗歌赏析技巧入门。但是，后

来发现这个选题过于宽泛了，在短短 10分钟内很

难讲清楚。而且笔者的教学对象是高职学生，他们

对此选题缺乏兴趣，因为其偏重于素养形成而不是

技能实训。笔者在日常教学中发现阻碍学生进行听

读训练的主要原因是生词量大，学生中有两种做

法，一种是逢词必查，一种是跳过忽略。这两种做

法都不科学，前者会耗费大量时间精力，后者则无

法通过听读有效扩大词汇量。猜词技巧的掌握无疑

会很大程度上改善学生英语听读的效果，并能较快

的扩大词汇量，所以选了猜词技巧这个主题。总

之，这个选题是实用点又是难点，是学生较难自学

领会的，非常适合使用微课的形式进行呈现，事实

证明，这是一个好的选题。

（2）知识点的呈现要注意整体性原则。整体性

教学设计呈现给人们的是一种全新的教学“科学

化”图景，其基本假设、设计理念和设计方法完全

与传统教学设计不同，它追求的是知识的整体性、

学习的整体性和教学的整体性。整体性在微课中的

体现可以通过将知识点讲解故事化实现。这里的故

事化，并不是狭义上必须有情节的故事，而是指整

个微课的知识点融入到一个事件中，一边娓娓道来

事件的发生发展，一边环环相扣地展开知识点的讲

解。把信息、知识、情景和情感压缩到一个“包

裹”中。《英文猜词技巧》这个微课的主体讲解了

五个猜词技巧，每个技巧都有例句。如果例句之间

缺乏内在联系，那么主体部分就会显得分散，没有

张力。于是，笔者采用了来自于世界顶尖英文媒体

的关于热点事件MH370的新闻报道作为例句，五

条技巧对应了五条新闻，而且是按照事件的发展依

次进行。这样，微课作品的整体性大大增强，叙事

线索呈双线展开，主辅平行，明暗交叉，一条是由

词素到语篇的猜词技巧，一条则是MH370事件的

进展。学习者在跌宕起伏的新闻故事中，水到渠成

地学习了根据语境猜词义的技巧，学习效果非常好。

3．教学目标差异化和多维度的设计策略

教学目标是课程目标在学科领域的分解、细化

与落实，是对学科或课程的具体内容进行教学所要

达成的目标的描述，或称课堂教学目标。教学目标

的设计要从学生、教学内容和教学环境三个维度进

行分析。同时，设计时要注意教学目标的差异化，

学生在参与学习前的知识水平不同，通过学习达到

的预期水平亦不相同，因此，目标设定的知识任务

多少相应的不同，达到的知识运用水平和认知水平

亦不相同。《英文猜词技巧》微课作品先是在微课

简介中口头提出教学目标，即帮助英语学习爱好者

扫清学习道路上的障碍——生词，提供一个好的方

法，即猜词技巧。接着在微课课程介绍中，用文字

进一步写出教学目标：一是讲解5种通过语境猜词

的技巧，二是培养学生在听读中进行猜词的习惯和

意识。进入真正的微课堂后，教师通过问题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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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唤起学生的好奇心，对如何猜词产生期待，

为后面的教学打下良好铺垫。微课的结束部分，

再一次用文字从结构和内容两个方面对整个微课

进行梳理总结，让学生进一步对照教学目标，自

查学习程度。此微课作品充分考虑到教学目标的

差异化，对起点目标较低的学生，要求其对照新

闻文本理解语境即可，对于起点目标较高的学

生，要求其通过听懂新闻播报理解语境。终端目

标的设计也具有差异化，一般知识水平的学生能

理解5个猜词技巧的应用，而较高知识水平的学生

不仅学会猜词技巧，还能感知新闻播报的语境，

欣赏英语新闻播音的美感，最好能模仿。

4．视频媒体受众分析和结构创建的设计策略

微课的最终呈现形式是视频，视频是继文

本、图片、动画、多媒体课件、网络课程之后形

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学习资源形式。视频制

作通常分为设计、开发和发布三个基本环节。设

计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就是整个视频的整体构思

与设想，具体地说，包括目标、受众分析和素材

开发与组织等环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课件的

设计与前期的教学设计有着密切的关系。只要视

频的设计工作做好了，后面的技术开发就能够按

图索骥，水到渠成，事半功倍。反之，若设计未

做好，那么后期的制作则容易出现返工，费时耗

力，反而得不偿失。

视频设计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受众分析，

就是对目标学生的原有认知水平、学习风格、阅

读习惯等进行了解，为后续视频结构设计确定指

导思想。一般说来，年龄小、受教育程度低的受

众对视频呈现的形象性要求较高，反之亦然。教

师可以根据以往所积累的实践经验来对视频的受

众特点进行判断。二是视频的结构创建，就是构

思整体的技术结构，提出视频的基本环节构成及

其相互关系，这与设计者所具备的技术能力和设

备条件相适应，也要与视频的主题相适应，不可

盲目采用高科技，重形式轻内容，重技术轻设

计。例如《英文猜词技巧》微课作品使用了二维

动画、课堂实录、虚拟背景等技术手段，但是这

些手段都是为更好地讲解猜词技巧、创建新闻播

报情景而服务的。

四、结语

碎片化学习是大数据时代必经的阶段，并且

在各个领域都已经凸显了它的强大生命力。微课

因其短小精活的特点成为碎片化学习中最系统、

最直接的一种呈现形式。英语教学一定要紧紧把

握碎片化学习的特点设计好的微课，提高英语教

学的效果和效率。好的微课作品应该从微课教学

的四个构成要素——教师，知识点，视频，教学

目标——着手设计制作微课，开发有效的设计策

略。教师角色转变和创新的设计策略要注意教师

角色的多元化，不可拘泥于传统教学中知识传授

者、活动组织者和效果评价者的角色。知识点选

取和呈现的设计策略要注意小而精和整体性，尤

其是后者特别能够大大提高微课的逻辑性和观赏

性，并给观看者留下深刻印象。教学目标差异化

和多维度的设计策略强调微课制作者一定要考虑

到学生的知识层次有差异，因此在设计微课的教

学目标时也要多维度构建，以便于不同需求的学生

都可以得到满足。视频媒体受众分析和结构创建的

设计策略突出了视频形式一定要适合微课主体，不

可忽略内容和主体，否则就是舍本逐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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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能力培养结合起来，整个学

习过程完全由学生来实施，教师只是起一个引

导、串联的作用，学生在轻松的学习环境中真

正感受到了学习快乐，学习积极性高涨，实现

了高职语文“教、学、做”的相互融合。

[责任编辑：张强]

参考文献：

[1]侯敏霞.基于职业能力培养,构建“活动单导学”教学模式——高职语文教学改革的探索与实践[J].无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4):50-52.
[2]潘美明.基于职业核心能力培养的高职“大学语文”教学改革探究[J].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4(11):79-81.
[3]韩 秋.基于职业核心能力的高职语文课程改革[J].教育与职业,2015(5):153-154.
[3]韩 秋.基于职业核心能力的高职语文课程改革[J].教育与职业,2015(5):153-154.
[4]张义君,曹志佑.基于职业核心能力的高职语文课程改革与思考[J].当代教育论坛: 管理研究,2011(9):103-105.
[5]刘雪莲.以职业能力为核心的高职语文教学改革探析[J].新课程:下,2014(12):149.
[6]李陆根,杨西彬.以职业能力为核心的高职语文教学改革探析[J].文教资料,2009(33):42-44.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Project Teaching of Higher Vocational Chinese
WANG Yun-jiang

(Yangling Vocational & Technical College, Yangling 712100, China)
Abstract: Vocational core competence is a basic ability which is abstract from all kinds of vocational activity abilities and is differ⁃
ent from the ability of professional position. It determines a person’s basic living conditions in social workplace. Higher vocational
Chinese, as a public fundamental course integrating instrumentalism, practicability, humanism and aesthetics, focuses on the training
of students’vocational core competence. Taking the reform of project teaching as the entry point, the reforms of this course in curric⁃
ulum contents, teaching mode and assessment methods are deepened,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and active role in fostering the voca⁃
tional core competence and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Key words: vocational core competence; higher vocational Chinese; project teaching; curriculum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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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能力为导向的高职公共英语项目教学法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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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高职公共英语教学中面临的实际问题，以职业能力为导向，在高职公共英语课程中深入

应用项目教学法，分析和阐述其可行性和教学效果，确定这一教学方法对提高学生职业能力和高职公共英

语教学效果具有较大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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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职公共英语课程教与学的现状

1．学生学习情况

普遍来说，学生学习公共英语课程的动力不

强，兴趣不大。很多学生对公共英语课程的看法

是：用不上。认为公共英语与其所学专业没太大关

系，对于其个人的职业能力的提高没有较大影响；

不会用。很多学生对自己的英语学习没信心，并且

没有信心改变和提高。

2．教材应用情况

目前，高职院校公共英语课程广泛使用《新

职业英语》这套教材。教材每单元都设置了一个

Mini Project环节，即“微型项目”，这是学、做

一体化的项目任务。教师们在教学实践操作中认

为：形式好，但项目任务设计不够具体；任务与

所学单元英语内容紧密结合，但与学生所学行业

结合不够；教学计划紧，内容多，这部分常常被

授课教师省略掉。

3．教师的教学情况

教师教学处于被动和心理疲惫的状态，大部

分教师的教学按部就班，以传统教学方法为主，

没有在教学中突出体现职业特色和以“能力为

本”的教学理念。

二、项目教学的实践

在职业教育中，项目教学是指师生通过共同

实施一个“项目”工作而进行的教学活动，项目

本身是以生产一件产品或提供一项服务为目的的

任务。项目教学法的指导思想是将一个相对独立

的任务项目交予学生独立完成，从信息的收集、

方案的设计与实施、到完成后的评价，都由学生

具体负责。通过一个个项目的实施，使学生能够

了解和把握完成项目的每一环节的基本要求与整

个过程的重点难点。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起到咨

询、指导与解答疑难的作用。

Lynch和Shaw的效度理论框架（2005）对高职

公共英语项目教学有很强的指导意义。效度理论

框架对项目教学中任务设计、组织参与和项目作

品考核有理论指导意义。

1．项目任务的设计

项目任务的设计要以提高学生职业能力为目

的，符合公共英语的课程特点和学生专业特点。

将英语听、说、读、写技能的综合运用与行业内

容相融合，进行项目任务设计。注重锻炼学生的

英语能力和综合职业能力，在任务过程中加强沟

通、分工、合作、表达、展示等能力的训练。

项目任务的设计要特别注重“公平性”和

“本体论真实性”。项目任务设计要多样化，可分

为“团体项目”和“个人项目”。“团体项目”由

小组合作完成。学生自身能力不同、性格不同，

因此团体项目的任务要细化到每个学生有不同角

色任务，要让每个学生都有公平的参与机会、展

示机会和获得评估的机会。“个人项目”由学生一

个人独立完成，体现学生个人能力和学习效果。

-- 83



高等职业教育—天津职业大学学报第 25 卷第４期 Aug.20,No.4
“团体项目”和“个人项目”，结合互补，促进学

生团队合作，互帮互助。

项目任务设计要以课程内容为基础，让学生

有“范”可依；设计步骤要清晰，让学生有

“序”可依；结合行业工作内容，培养学生综合职

业能力，提高职场英语交际能力。下面是项目设

计案例说明。

团体项目案例一：《新职业英语 （基础

篇）——职业综合英语1》第一单元。

原“Mini Project”引导文为：Work in groups.
Set up a company and design the “About Us” page
for your company’s website. The page should include
your company’s name, logo, profile, management and
products. The following sample is provided for your ref⁃
erence.

原引导文项目任务分工不够具体，我们将引导

文更具体化。具体如下：Work in groups of four stu⁃
dents. Set up a company relating to your speciality or
interests. Design your company’s name, logo, profile,
management and product. Each student in the group is
responsible for one aspect of the company. One for
name and logo, one for profile, one for management,
and the last one for product. Each student should pres⁃
ent each aspect in English orally with the help of PPT.

引导文使小组每个学生都有具体任务，难易

程度有区别。小组可根据成员的能力分派任务。

任务与学生专业密切相关，促使大一学生多了解

自己的专业，思考自己的职业规划。

团体项目案例二：《新职业英语 （基础

篇）——职业综合英语1》第三单元。

原“Mini Project”引导文为：Work in groups.

Search online for the rules of table setting for a West⁃
ern dinner. Then set the following tableware and ex⁃
plain to the class.

这个项目任务过于简单，不适合小组共同完

成，也无法巩固本单元所学全部内容。我们将项

目修改如下：Work in groups of four students. The
group acts out having dinner in a Western restaurant.
Each student have different role. One acts as a Chinese
businessman who will invite a foreigner to have dinner
in a western restaurant and will make a reservation
through the phone. One acts as a foreigner who will ac⁃
cept the invitation to have dinner in a western restau⁃
rant and will be happy to talk about the table manners
with the Chinese businessman. One acts as a waiter of
the restaurant who is responsible for answering the
phone to make a reservation for the guest. The last one
acts as another waiter to serve the dinner for the guests.

这个项目实际是一个小型表演剧。引导文具

体规定小组各成员所扮演的角色及必须完成的任

务。该项目结合了本单元所有的内容：电话定

餐、邀请、菜单、点菜、餐桌礼仪、买单等。通

过该项目，教师能了解学生对本单元重要知识点

的理解应用情况。

2．项目的实施

项目教学实施过程分为：成员分组、项目解

说、项目准备、项目作品展示四个步骤。

成员分组主要针对团体项目，一般由 4-5人

组合团队完成，通常以学生宿舍为单位，方便学

生课后讨论。

项目解说时指令清晰、明确，为了让学生明

确了解项目具体任务，项目任务最好以书面形式

展示给学生，解说后放到网上以供学生随时查阅

和咨询。

在项目准备阶段至少需要两周时间，教师要

指导并督促学生进行项目计划、分工、收集资

料、整合素材、排演或拍摄、编辑剪接视频。

项目作品展示一般安排在课堂上进行，有现

场表演展示和视频展示两种形式。在现场表演展

示中，教师要注重培养良好的表演氛围，以隆重

热烈的方式请出展示团队，结束后以掌声表示鼓

励。视频展示则要求学生对项目作品进行拍摄并

剪辑成一个完整的视频，在课堂上播放。

Unit

1

Theme

Organiza⁃tion

Warm⁃ing-up

Logos

Read⁃ing A

Google

Read⁃ing B

TAFProfile

Listen⁃ing&Speak⁃ing
MeetingPeople

Writing

Enve⁃lope

Mini-project

Profile

Unit

3

Theme

Busi⁃nessMeals

Warm⁃ing-up

TableSeating

Read⁃ing A
DealsoverMeals

ReadingB
Friend⁃shipLunchMenu

Listen⁃ing &Speak⁃ing
DiningOut

Writing

Invita⁃tion

Mini-project

TableSet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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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作品考核评价

项目作品考核评价是项目教学的重点环节，

对项目教学的效果及可持续发展有很大影响。科

学的考核评价能促进项目教学的良性循环，让学

生每次都能积极投入并成功完成项目任务。项目

作品考核评价要以“公正、透明、鼓励、提高”

为原则。

根据 Lynch和 Shaw的效度理论框架（2005），

我们在项目的考核评价中结合了教师评价、自我

评价和学生互评，其中自我评价占 10%，学生互

评占40%，教师评价占50%。教师首先要引导学生

从任务的选材、准备过程、展示情况等方面进行

自我评价，总结优点，认识不足。学生自评利于

学生自省和进步，这体现了效度理论框架中“本

体论真实性”。

学生互评是指让其他小组按《项目作品考核

评价标准》对展示组的任务作品进行书面打分和

口述评价。学生必须认真观察他人项目作品展示

的各项细节，比照、判断、取长补短，并学会总

结、叙述，在口述评价过程中，完成知识再现和

提升综合能力。学生互评体现了效度理论框架中

的“教育真实性”及“权力关系”，帮助学生养成

正确的学习习惯。

教师评价十分重要，一定要重视效度理论框

架中的“公平性”。要多从学生自身基础和付出的

努力考虑进行纵向对比评估，不能完全依赖与其

他学生或小组的横向对比进行评估。教师评价以

表扬鼓励学生为主，充分肯定优点，同时适当提

出改进建议，让学生在鼓励和肯定中继续努力。

4．项目教学课时安排

教师根据教学内容需要和教学时间安排项目

的种类和数量。教师根据项目难易程度，提前1－
2周时间布置任务，让学生利用课外时间进行准

备。团体项目作品需要集中展示并同时进行现场

考核评价，一般需要2课时完成。个人项目作品不

一定要集中展示，可以分散安排。项目教学时间

安排要合理。

三、结语

通过几年的教学实践，笔者及其教改团队发

现，在高职公共英语教学中实施项目教学法能帮

助提高学生职场英语应用能力、综合职业能力。

不仅如此，教师的教学能力、项目设计能力、课

堂把控能力等都得到了提高，这也促进教师在教

学中不断探索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方法。

[责任编辑：刘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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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Vocational Ability Oriented Project Teaching Method in Higher Vocational
Public English Courses

YI Ya-qin
(Dongguan Polytechnic, Dongguan 523808,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practical problems in higher vocational public English teaching, orienting vocational ability, the project
teaching method in higher vocational public English courses is deeply applied, and its feasibility and teaching effects are analyzed
and expounded. It is confirmed that this teaching method has a large role in improving the students' vocational ability and higher vo⁃
cational public English teaching effect.
Key words: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public English; vocational ability; project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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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体系的现状

产教融合是当前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重要模

式，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以大学科技园为平

台，积极推行产教融合，构建了“园校互动、校

企一体”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即“在培养人

才的过程中学校、大学科技园尤其是科技园中的

企业作为一个共同体，交替、共同发挥育人作

用。”园、校、企三方合作育人模式的建立，必须

构建与之相匹配的、行之有效的人才培养质量评

价体系。

但是当前人才培养质量评价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企业参与少。目前评价的主体主要是学校，

最终的考核或评价都是按照学校的标准进行，企

业没有机会或者只是形式上对学生进行评价；二

是评价缺乏有效性。产教融合包括“产”和

“教”两个部分，除了在学校内的学习外，重点是

实习实训、创新创业等环节，而目前恰恰缺乏对

这方面的评价，不能完整地反映个体的综合素

质；三是缺少制度保障。如何让园、校、企三方

共同参与评价，形成系统合理的评价机制，缺乏

良好的制度保障。四是评价模式单一。局限于一

种评价模式，不能根据不同的专业需求、不同个

性的学生进行相应的调整。

二、构建“分层分类、常态监测”人才培养

质量评价体系

1．产教融合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体系的内涵

产教融合就是实现职业院校教育教学过程与

行业企业生产过程的深度对接，融教育教学、生

产劳动、素质陶冶、技能提升、科技研发、经营

管理和社会服务于一体。产教融合人才培养质量

体系即针对园、校、企三方的责任、对产教融合

人才培养的全过程、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的各个

要素、教学行为所处的环境、教学、实习实训、

创新创业等活动系统的相关子系统等进行质量监

控和评价。

2．产教融合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体系的要素

一是评价主体多元化。打破以学校作为主体

的评价模式，把行业企业、政府、评估机构等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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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各界纳入到评价主体中来，尤其要明确校企双

方和人才培养质量本身在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方面

的责任。

二是评价标准多样化。改变评价标准一刀切

的现状，实行评价标准多元化。高职教育的本质

就是为社会培养高素质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只要

牢牢抓住这个本质，就可以根据学生的不同需求

和特点，制定个性化的评价指标。

三是评价指标分层化。对学校层面重点考查

产教深度融合的组织与领导、职责履行、人才培

养方案的制定与实施、实习实训及创业基地建

设、毕业生社会声誉、教师成果转化等；对生产

企业产教深度融合质量内部评价主要考查技术培

训、订单完成、新产品开发、新技术引进等；对

行业组织第三方质量评价重点对产教融合是否符

合行业产业发展等进行检查和评价，并及时反馈

和修正。

四是突出实习实训及创新创业两个环节。实

习实训和创新创业是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的重

要表现形式，在高职人才培养过程中起着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已成为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的重

要指标。

3．构建“分层分类、常态监测”人才培养质

量评价体系

“分层分类”是指对人才培养的整个过程和各

个环节从不同的维度分别进行评价。包括学校对

教师、学校对学生、学校对园区、学校对园区的

合作企业；园区对企业；企业对学生、企业对指

导学生的工程师等；“常态监测”是指对学生、教

师、企业、园区的职责进行日常监测和管理，并

及时进行反馈调节。

“分层分类、常态监测”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体

系就是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为根本标准，以就

业创业为导向，园、校、企三方针对不同的环节

进行评价，各司其职，共同构成评价人才培养质

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图1所示）

三、“分层分类、常态监测”人才培养质量评

价体系的具体实践

1．界定目标体系，分层分类评价

人才培养质量评价的目标体系包括对人才培

养的目标系统、人才培养的过程系统和人才培养

的质量系统进行评价。其中，对人才培养的目标

系统的评价包括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人才培养

方案的制定与实施、学科专业的发展方向等；对

人才培养的过程系统的评价包括教学大纲的制定

与实施、师资的配备、实习实训、创新创业教育

等实践性教学质量等；对人才培养的质量系统进

行评价包括各项竞赛获奖率、创新能力、毕业

率、就业率、就业层次、用人单位评价等。

园、校、企作为合作育人的三方进行分层分

类具体评价。园区主要从硬件条件的配备、园区

企业人才培养的积极性、实习实训岗位的提供、

企业工程师的配备、建立工作档案、对合作企业

进行考核等指标进行评价；学校主要从学生的专

业知识基础、思想道德、组织协调能力等进行评

价；企业主要从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职业岗位

适应能力、完成任务及时性与质量、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能力、自主学习能力、技能培训达到职业

能力目标程度等进行评价；社会主要从政府的支

持度、家长和社会的满意度及第三方评价机构的

测评来进行评价。

2．构建组织体系，保障运行管理

成立校企合作理事会，使园、校、企三方以

“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建共管、互利共赢”为

原则共同参与人才培养质量评价，首先制定联合

培养协议，明确以下几个问题：一是保证实习岗

位与所学专业的相对一致性；二是明确劳动保护

和劳动条件，进行职前安全教育培训；三是支付

劳动报酬和明确奖惩机制；四是对日常管理等范

畴和责任进行明确的分工。其次依据企业用工评

价标准，成立由企业主导、学院参与的质量评价

工作小组，对园、校、企三方的不同责任进行监

图1 “分层分类、常态监测”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体系关系图

园区

学校

企业

业绩、接待实习生

教师

教师

日常理论课

实习实训
创新创业

协议

协议

学生

职业素养、工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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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对学校指导教师实习实训计划、日常教育及

安全管理进行监督；对园区企业实习场所的提

供、工程师的配备、专题指导交流及安全教育等

进行监督。

3．搭建方法体系，推行常态监测

加强常态监测，实施动态评价。由于科学技

术的快速发展和社会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社会

分工的不断细化，社会职业领域不断发展变化，

社会对人才培养质量会不断提出新的要求。因

此，通过日常的产教过程常态监测，依据行业企

业的需求，适时的反馈和调整，形成动态发展的

人才培养质量的评价标准和评价体系。实行常态

监测，有助于掌握人才培养的整个过程。学院制

定了《实习实训日常考核表》和《创新创业日常

考核表》，实习指导教师和企业的工程师每天为每

个学生填写考核内容及评语，作为日常管理的一

部分存档。

加大督导力度，进行及时反馈。建立科学合

理的督导制度，通过制定具体标准、设计奖惩措

施，以保障人才培养能够按照既定的培养目标顺

利进行。这部分主要是针对教师及企业内带领学

生实训的工程师，引导教师及时更新和充实教学

内容，采用科学有效的教学方法，注重启发式教

学，对学生因材施教，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不

断教给学生新知识，在教学上不断创新，富有特

色，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

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

提高专项评估，促成诊断改进。通过开展

“优秀实习实训企业”、“优秀创新创业教育”、“优

秀指导教师”、“优秀毕业生”等专项评估，提高

人才培养质量。

4．建立制度体系，实现相对考核

除了建立由学院领导、督导组、系领导和同

行等相结合的听课制度以及学生评教制度等一系

列基本的制度体系外，学院鉴于传统的“一刀

切”的绝对标准考核办法存在的局限性，并结合

产教融合培养人才的实践，提出相对标准考核办

法。即在横向上，在遵循人才培养方案中的统一

性的基础上，突出个体的特性化评价。如在实习

环节，针对不同岗位需求，对学生进行分类评

价，针对同一岗位需求，也要根据不同学生的岗

位能力和技术水平，采取不同的方法来为学生进

行合理的质量评价。在纵向上，重点考核个体的

自我成长轨迹。

[责任编辑：张强]

参考文献：

[1]李道志，余绍军,符 瑛.工学结合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体系指标及其内涵[J].吉首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7):122.
[2]何晓蓉,龙山红,余绍军.高职工学结合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体系刍议[J].职教论坛，2010(8):68.
[3]赵 阔,王元元.工学结合模式下高职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体系构建探析模式实施路径选择[J].中国人才,2011(7):183.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e of Talents Training Quality Evaluation System of
“Hierarchical Classification, Normal Monitoring”

— Taking the Production and Teaching Fusion Mode of“Park-school Interaction, School-enterprise
Integration”in Xuzhou College of Industrial Technology as the Background

ZHANG Shu LENG Shi-liang ZHU Mu-wei
(Xuzhou College of Industrial Technology, Xuzhou 221140, China)

Abstract: By analyzing the connotation and elements of talents training quality evaluation system, the talents training quality evalu⁃
ation system of“hierarchical classification, normal monitoring”is proposed. In view of the problems, the paper puts forward con⁃
crete practice: by defining target system to carry on hierarchical classification evaluation, constructing organization system to ensure
th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structuring method system to implement routine monitoring and establishing institution system to re⁃
alize relative assessment.
Key words: hierarchical classification; normal monitoring; the quality of talents training; evalu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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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教师教学胜任力的职业素养、职业能力和职业知识三个维度和12项具体指标。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的指

标权重显示学生导向、责任感、教学组织能力等是翻转课堂模式下教师重要胜任力。指标体系的运行需教育

主管部门、学校和教师三方协同，以促进教师专业化标准的建立、教师人力资源管理及教师专业素质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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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转课堂是当前全球教育改革的热点。2011
年美国人萨尔曼·可汗利用网络视频进行翻转课堂

模式教学获得成功，以他命名的可汗学院翻转课

堂教学被加拿大环球邮报评为 2011年度影响课堂

教学的重大变革。此后，翻转课堂在理论研究和

教学实践上不断取得可喜进展。国内教育工作者

对翻转课堂也给予了高度关注，集中于对翻转课

堂本质、适应性、配套技术等问题的研究，但对

教师这一决定性要素的研究甚少，对教师具备哪

些方面的能力素质才能胜任翻转课堂模式缺乏深

入研究。徐姗姗等详尽阐释了翻转课堂模式下教

师胜任力构成，但局限于定性研究，因此，构建

翻转课堂模式下教师教学胜任力指标体系，采用

定性与定量结合的方式深入分析教师教学胜任

力，以便教育主管部门、学校和教师三方协同共

同促进教师专业化标准的建立、完善教师人力资

源管理并提升教师专业素质。

一、胜任力指标体系构建的理论依据及方法

1．胜任力指标体系构建的理论依据

胜任力于 1973年由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麦克里

兰博士（David C.McClelland）在《Testing for Com⁃
petency Rather Than for Intelligence》 一文首次提

出，它是能将高绩效者与一般绩效者区分开来的

动机、特质、自我概念、态度、价值观、知识、

可识别的行为技能和个人特质。这一理论彻底改

变了一直以来智力和能力占有独特重要地位的历

史和事实，之后这一理念和方法在西方国家掀起

研究及应用狂潮。国内学者也纷纷投入胜任力的

研究和应用实践中。随着教育国际化进程的加

快，社会对教师素质及其专业化的要求不断提

高，教师胜任力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教师胜任

力研究成为教师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

教师教学胜任力目前还没有统一的定义。徐建

平指出教师教学胜任力是在学校教育教学工作中，

能将优秀教师与一般教师区分开来的知识、能力、

自我认知、动机和相关的人格特点等个体潜在的特

征。也有学者认为，教师教学胜任力是指教师个体

具备的、与实施成功教学有关的一种专业知识、专

业技能和专业价值观。教师教学胜任力是教师胜任

力的组成部分，是指在教学领域中能将优秀教师和

一般教师区分开来的知识、能力及表现为动机、人

格特征等各种潜在特征的素养。

2．胜任力指标体系构建的方法

胜任力指标体系构建一般分为界定岗位绩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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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选定样本组、收集整理数据、构建指标体

系等步骤。课题组从行为事件访谈法（BEI法）、

职能分析法、情景法、绩效法及多维度法中选择

可信度最高的行为事件访谈法收集样本胜任力特

征信息。之后运用问卷调查法获取样本组胜任特

征数据资料完善胜任力特征指标，确定教师教学

胜任力内容框架。最后，邀请教育部信息化教学

指导委员会副秘书长侯小菊等多位专家测评，利

用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T.L.Satty于 20世纪 70年代

提出的多目标决策方法即层次分析方法 （AHP
法）确定指标的权重，使教师教学胜任力指标体

系突破单纯定性的局限，具有了定量的特征使之

更具有操作性和测量性。

二、翻转课堂模式下教师教学胜任力指标体

系内容构建

1．运用行为事件访谈法初步确立胜任力集合

行为事件访谈法基于这样的基本假设：实现

工作最优或具有示范性的个体最有可能提供高绩

效数据。因此，本文选取优秀教师（获得优秀教

师称号或主持各级精品课程的教师）和一般教师

作为两组样本。分别采用开放式的行为调查技术

要求其对亲身经历的若干关键事件（一般为最成

功的三件事）进行回顾，并依据提纲阐述事件发

生时的情境，当时所承担的任务，当时所采取的

关键行为及细节，行为所产生的影响。对访谈录

音进行整理，进行频数统计，根据显著性差异特

征抽取能够鉴别高绩效与普通绩效的知识能力及

心理特质作为胜任力参考指标，对比文献研究，

初步确立教师教学胜任力集合，即信息技术应用

能力、学生导向、教学设计开发能力、责任感、

专业学科知识、教学组织能力、实践应用能力、

职业价值观、自我提升、教学法知识、网络教学

知识、人格特质。

2．运用问卷调查法验证胜任力集合

行为事件访谈作为小样本研究，采用回顾式

分析而非现状分析且受到编码一致性影响较大，

因此笔者采用发放胜任力测试问卷的方式通过提

取影响胜任力水平的主要因素对所构建的胜任力

指标体系作进一步验证。问卷测试项目选取了上

述胜任力集合中的 12个条目，每个条目选取 2-3

个行为指标作为测试项目，随机分布后共得测试

题目 30个。测试问卷的问题以可观察可量化的语

言加以表述，如针对“自我提升”条目，测试问

题设计为：（1）能够明确认识自身在知识能力等

方面的优势和缺点，面临较大的困难和失败时也

能有强烈的愿望加以改进；（2）能在工作中不断

地比较和反思并在日常工作中尝试新的方法和策

略；（3）能自觉关注并积极参与培训进修、同行

交流、伙伴互助等有助于提高专业水平或个人能

力的活动。测试中要求被试者对自身实际表现与

题目所描述行为的符合程度作出判断。调查共向

全国多个翻转课堂QQ群中的教师发放调查问卷

150份，回收 141份，有效回收率为 94%。对问卷

信息进行整理统计，利用Cronbach's α系数作为问

卷项目内部一致性检验指标，利用 spss 求得 r=
0.915，可见问卷内容具有较好的一致性，信度较

高。行为事件访谈法和问卷调查两种方法的结果

能够实现交叉验证，说明所得胜任力指标特征是

有效的。

3．翻转课堂模式下教师教学胜任力内容框架

在行为事件访谈调查、文献调查及问卷调查

基础上，分析和整合数据，将翻转课堂模式下高

校教师教学胜任力整合为职业知识、职业能力、

职业素养三大维度，职业知识包含专业学科知

识、教学法知识、网络教学知识三项指标；职业

能力包括教学设计开发能力、信息技术应用能

力、教学组织能力、实践应用能力四项指标；职

业素养主要包含职业价值观、责任感、学生导

向、自我提升、人格特质五项指标。这三大维度

12项指标构成了翻转课堂模式下教师教学胜任力

内容框架。

三、翻转课堂模式下教师教学胜任力指标权

重的确定

为提高胜任力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和可测量

性，实现胜任力指标体系定性与定量的统一，课

题组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了教师教学胜任力指标

权重。

1．构造成对比较矩阵

课题组选取了教育部信息化教学指导委员会

等5位专家及实施翻转课堂的5位优秀教师组成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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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组。评委根据各维度的重要程度从 5-1赋分，5
分表示绝对重要，4分表示非常重要，3分表示重

要，2分表示比较重要，1分表示不重要。统计计

算各因素平均分，根据赋分结果，参照T.L.Satty提
出的1-9尺度比率标度法（11表示第 i个因素与第 j
个因素同样重要，3表示第 i个因素比第 j个因素稍

重要，5表示第 i个因素比第 j个因素重要，7表示

第 i个因素比第 j个因素明显重要，9表示第 i 个

因素比第 j个因素绝对重要，2,4,6,8表示上述相邻

判断的中间值。）进行两两比较，构造三大因素成

对比较矩阵如下：

A1 A2 A3
A=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1 １/3 １/4
3 1 １/2
4 2 1

A1
A2
A3

其中A1，A2，A3 分别代表职业知识、职业

能力、职业素养，专家赋分结果显示职业素养最

重要（4.3分），其次是职业能力（3.9分）和职业

知识（1.9分），三个要素在教学胜任力中缺一不

可，且没有哪个因素占绝对地位，或者比其他因

素绝对重要。同时，经反复计算发现构造矩阵时

赋值越大，一致性比例越大，即权重误差越大，

所以两两比较构造矩阵时，赋值控制在 4或 4以

下。职业能力比职业知识稍微重要，我们将A1/A2
赋值为 1比 3；职业素养比职业知识重要，将A1/
A3赋值为1/4；职业素养比职业能力稍微重要，将

A2/A3赋值为2/1。
2．计算权重

利用和法对矩阵A按行求和，归一化（每行数

值除以列之和），得各因素权重，即职业知识权重

为0.121，职业能力0.344，职业素养0.535。
3．检验其一致性

计算成对比较矩阵的最大特征根λ，公式为

λ = 1n∑i = 1

n（Aw）iwi
；定义随机一致性指标CI，公式为

CI = λ - nn - 1；查随机一致性指标RI数值表，3阶矩阵

RI为 0.58，计算一致性比率CR，公式为CR= CIRI 。

经计算 CR=0.022<0.1，该矩阵通过一致性检验，

说明其权重误差在容许范围之内。

按照同样的方法，对职业知识、职业能力和

职业素养内部指标进行检验，三组矩阵的CR分别

为 0.0109、0.0271和 0.0418，均小于 0.1，权重误

差均在允许范围内，可见胜任力指标整体具有较

满意的一致性，证明指标体系架构合理。由此课

题组得出翻转课堂模式下教师教学胜任力指标权

重，见表1。

四、翻转课堂模式下教师教学胜任力指标体

系分析

1．职业素养是关键胜任力，其中学生导向、

责任感最重要

职业素养在教师教学胜任力比重中占比最

大，达53.5%，其中学生导向和责任感分列第一位

和第二位。这与调研过程中教师反复提到优秀老

师的基本标准一致。学生导向即教学中充分体现

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教学内容针对学生和岗位

需求，教学过程以学生为主体，教学方法和教学

组织形式适合学生特点，教学考核反映学生专业

能力和素质。学生导向还体现在教师理解、尊重

和热爱学生，和学生进行学习、生活甚至恋爱经

验分享，拉近和学生的距离。正所谓“亲其师，

信其道”，学生只有从感情上接受并接近老师，才

乐于参与学习活动成为学习的主体。责任感成为

翻转课堂模式下教师重要胜任力。翻转课堂模式

下教师只有具备认真负责的态度才能在课上课下

全过程学习中给予学生及时的指导与帮助，发挥

教师指导者和促进者的作用，保证翻转课堂的有

效实施。

2．职业能力是重要胜任力，其中教学组织能

力、课程设计开发能力最重要

表1 翻转课堂模式下教师教学胜任力指标权重表

维度

职业知识A1

职业能力A2

职业素养A3

权重

0.121

0.344

0.535

指标

专业学科知识
教学法知识

网络教学知识
教学设计开发

能力
信息技术应用

能力
教学组织能力
实践应用能力
职业价值观

责任感
学生导向
自我提升
人格特质

权重

0.4060.3070.287
0.3010.1950.3920.112
0.1130.2750.3060.2210.085

加成权重

0.0490.0370.035
0.1040.0670.1350.039
0.0600.1470.1640.118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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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能力在教师教学胜任力比重中占 34.4%。

其中教学组织能力、课程设计开发能力最重要。

翻转课堂模式重视知识的内化应用过程，需要教

师组织学生参与同伴和教师的释疑解惑探究等互

动活动，如何组织已经习惯于灌输式教育的学生

提出问题并进行讨论需要教师充分运用教育心理

学原理及多种教学策略。同时，翻转课堂模式下

课前学生在虚拟网络平台自主学习各类数字教学

资源，教师需适时监控和指导，以保证学习的高

效进行和课堂的交流互动。这就要求教师具备良

好的教学组织能力，既能有效组织课堂教学还能

高效组织学生在交互平台的自主学习。教学设计

开发能力在翻转课堂模式下也变得尤为重要。翻

转课堂需要教师提前制作交互性强吸引眼球的精

彩短视频或动画，这需要教师整合课程教学资

源，设计开发适合学生特点和教学重点难点的教

学视频动画。

3．职业知识是必不可少的胜任力，其中专业

学科知识最重要

职业知识在教师教学胜任力中占12.1%，翻转

课堂模式充分运用了信息化时代带来的便利，改

变了知识传授的方式和时机，学生可随时随地从

各种客户端搜索查阅知识性内容，这对教师提出

了新的挑战，教师只有具备广博的专业知识，特

别是学科前沿理论和知识，才能做好学生学习的

引导者和指导者。

五、翻转课堂模式下教师教学胜任力指标体

系的应用

胜任力指标体系的构建在教师专业标准设立

和完善、教师招聘、培训、绩效考核、薪酬管理

及教师自身专业化发展方面的应用具有重要意

义。指标体系的有效运行实施，需要教育主管部

门、学校和教师个体三方共同努力，多方协同，

形成合力，方能取得实效。

1．教育主管部门推动促进教师专业化标准的

建立和教师专业化发展

教师专业化发展是当前教育质量保证系统中

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教育主管部门鼓励学校运

用胜任力指标体系实行相应的绩效管理，在绩效

管理中以实践的结果充分检验评价胜任力指标体

系的效度和信度，并适时进行反思调整，从而为

教师专业化标准的建立奠定基础，促进教师专业

化发展。

2．学校推动基于胜任力指标体系的人力资源

管理

建立基于胜任力指标体系的教师招聘体系。

教师甄选过程中根据胜任力指标体系设计问题和

开发试题库，有针对性地测评应聘人员。胜任力

指标体系分析显示，职业素养是决定教学绩效的

关键因素，属较稳定的胜任特征，难以被培训和

改变，因而招聘中需将职业素养列为重点考察内

容，识别能够胜任并且喜欢教育工作、适合教育

岗位、有发展潜力的人员加入到教师队伍中。

建立基于胜任力指标体系的教师培训体系。

组织教师查找自身胜任力与胜任力指标体系的差

距，统计教师多样化培训需求，确定培训内容。

此外根据麦克里兰冰山理论分析指标体系确定培

训方式。职业知识和职业能力属于“水面之上”

的冰山一角，易于评价和培养，可采取模拟教

学、名师示范、专题讲座、教学观摩等多种培训

方式。职业素养属“水面之下”的潜在素质，在

一定程度上持久不变，需从学校和谐校园建设、

氛围营造及学校绩效管理导向引导等多方面长期

培育熏陶和引导。

建立基于胜任力指标体系的教师绩效考核和

薪酬管理体系。胜任力指标体系自身并不是测评

体系，但指标权重的确定使它具备显著的可量化

和可评估性，据此建立与胜任力指标体系内在一

致的考核体系对教师教学胜任力进行评估，确定

教师教学绩效，并和薪酬直接挂钩，增强教师提

升自身胜任力的外在动力。

3．教师对照胜任力指标体系评价并提升自身

胜任力

胜任力指标体系显示了以翻转课堂模式为主

的教学改革中教师胜任教学工作所需要的能力和

条件，促使教师对自身胜任力进行客观评价，明

确自身的差距和不足，有助于教师按照胜任力指

标体系的具体要求做出个人胜任力提升计划，提

升自身胜任力。

由于样本所限，以本次调研为依据构建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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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教学胜任力指标体系，还需要在进一步实践应

用中深化和完善，随着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普及

运用，教师教学胜任力指标及其重要程度会随之

发生变化，定期组织一定规模的调研，适时调整

修正胜任力指标及其权重，以保证胜任力指标体

系的准确性。

[责任编辑：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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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Teachers' Teaching Competence System under Flipped Class Model
ZHANG Shao-fang YANG Bao-gui

(Tianjin Vocational Institute, Tianjin 300410, China)
Abstract: Teachers’teaching competence directly determines the quality of talents training, while flipped class model puts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eachers. Based on the survey, professional quality, professional ability and professional knowledge of the
three dimensions and 12 concrete indexes of teachers’teaching competence are confirmed. The index weight determined by using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shows that students orientation,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the teaching ability of organization, etc.
are important teachers’competence under flipped class model. The operation of the index system needs the cooperation among edu⁃
cation administration, schools and teacher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establishment of teachers’professional standard, teachers' hu⁃
man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teachers' professional quality.
Key words: flipped class; teachers; teaching competence; index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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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机械传动中的动不平衡常常诱发机械系统故障。在阐述动平衡的基本原理，分析动不平衡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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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机械是机械传动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国防和国民经济等众多领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

用。现代机械传动系统中，任何转子围绕其转动

轴进行旋转时因受多种因素的影响，都会产生动

不平衡，转子动不平衡是最常见的问题。这些动

不平衡量常常诱发机械系统故障，导致机械设备

产生振动、噪音及机械零部件的加速磨损和破

坏。尤其对于高速旋转的转子，产生的机械故障

更加明显，由于转子的不平衡而引起的故障占到

机械设备全部故障的60%以上。随着工业生产的飞

速发展，旋转机械逐步向大型化、高速化、精密

化的方向发展，动不平衡使机械产生振动的问题

也越来越突出，因此，有必要对旋转机械进行动

平衡的研究。

1 不平衡的概念及危害

不平衡按其机理一般分为静不平衡、偶不平

衡和动不平衡。静不平衡也称静力不平衡（单平

面不平衡），主要表现在转子中央平面内存在不平

衡质量，使其质量轴线和它的旋转轴线不重合，

但与旋转轴线平行，因此不平衡是发生在单个平

面上，不平衡所产生的作用在两端支承轴承上的

离心力是相等的，同向的。偶不平衡主要是转子

的两端平面内存在质量相等、相位相差180度的不

平衡量，导致其转子的质量中心线和旋转中心线

相交于重心。动不平衡也称动力不平衡（双平面

不平衡），是静不平衡和偶不平衡的随机组合。主

要表现在转子的质量轴线与其旋转轴线不重合，

既不平行也不相交，不平衡是发生在两个平面

上，不平衡所产生的作用于两端支撑轴承上的离

心力既不相等，向量的角度也不相同。

动不平衡是各种旋转机械传动系统中最常见

的故障。不平衡带来的危害使传动机械增加附加

载荷，使设备和零部件产生振动故障，而且振动

会随着运行时间的延长不断加剧。不平衡还会使

旋转机械产生噪音，加速轴承的磨损，降低精度

和可靠性，缩短机械使用寿命，严重时还可能会

造成破坏性的重大事故。

2 动不平衡产生的原因分析

在理想情况下，回转体在旋转和不旋转时，

对其支承轴承产生的离心压力是一样的，这样的

回转体是平衡的。但在实际应用中的各种旋转

体，由于生产、加工等多方面的原因造成旋转体

动不平衡。有设计方面的原因，如转子的结构设

计不合理，键槽结构等转子本身形状不对称等容

易产生的离心惯性力不能互相抵消而产生不平

衡；有生产加工方面的原因，如机械加工精度的

偏差，机械装配的误差，安装方法不当等产生不

平衡；有转子材料方面的原因，如转子部件的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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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成分不均匀、有内部气孔等产生不平衡；有使

用方面的原因，如转动部件运行中由于腐蚀、磨

损、转动件附着异物和结垢、热变形、脱落或产

生碎块飞出等产生不平衡。这些原因产生的不平

衡，主要是由于旋转机械转子的质量和旋转中心

线不重合，质心不在旋转轴上所导致的。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造成旋转机械不平衡

的原因中有些是无法在生产制造时避免或减小

的，但有些却是可以通过改进设计的某些结构参

数来避免或减少的。

3 动平衡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近年来，随着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和传感

技术的迅速发展，动平衡技术也得到了很大的发

展。动平衡主要是对动不平衡回转体进行校正，

通过在动平衡机上测试不平衡量的角度、位置和

大小，然后根据所测得的数据在相应的位置上增

加或减少重量来减小不平衡力，使旋转机械的转

动接近或达到动平衡。通常，转子的平衡包括不

平衡量的测量和校正两个步骤，平衡机主要用于

不平衡量的测量，而不平衡量的校正则往往借助

于钻床、铣床和点焊机等其他辅助设备，或用手

工方法完成。

转动机械在安装完成后都要进行动平衡实

验，使旋转机械的动不平衡量控制在国标要求的

范围内，这些方法都是在旋转机械生产安装后进

行的。为了减少动不平衡，我们可以在旋转零件

的设计之初就进行分析研究，合理优化，尽量减

少转子的原始动不平衡量。

4 基于SOLIDWORKS的动平衡设计仿真研究

以发电机转子为例，从设计的角度，运用

SOLIDWORKS软件对产生动不平衡的转子进行动

平衡仿真分析，并给出优化改进的建议。

4.1 转子产生动不平衡的原因分析

由于转子部件由多个零件组成，转子的材料

为铝合金，点火导条材料为延性铁，三个导条铆

钉的材料为锻制红铜，组成整个转子部件的三种

材料密度不一样，整个结构也不属于轴对称部件

如图1所示，因此转子在旋转时必然会产生动不平

衡。这就要求设计者在转子的设计阶段要考虑其

在旋转过程中动不平衡的影响，尽量减少原始的

动不平衡量。

4.2 减少转子在 SOLIDWORKS中虚拟装配的

冗余约束

为了仿真分析，在 SOLIDWORKS中建立如图

1所示的转子装配模型，轴和轴承的虚拟装配，装

配的关键是要尽量减少冗余约束，以及冗余约束

对动不平衡的影响。先在 SOLIDWORKS中新建一

个Motion分析的运动算例，使用算例本地的配合

添加约束，将转子，点火导条和导条铆钉运用刚

性组约束视为一个整体，用点-线或点-面约束来

代替转子与轴，轴与轴承的圆柱面与面的重合约

束，尽量使运动算例中配合的冗余约束减少到零。

4.3 在 SOLIDWORKS Simulation 中设置转子

的仿真参数

在SOLIDWORKS Simulation中的转子上添加一

个转动马达来模拟电机的驱动载荷，将马达的类

型设为等速，转速设置为 5000RPM；Motion中仿

真分析的时间设为1秒；为保证该机构在运动仿真

中有足够的采样精度进行结果曲线的输出，将运

动算例属性中Motion分析的每秒帧数设置为 150。
设置合理的参数将会使Motion分析得到的结果图

解曲线如图2所示，易于分析和观察。

4.4 在 SOLIDWORKS Simulation 中进行仿真

分析

在Motion分析中进行计算，根据计算机的配

置不同，计算的时间可能长短不一，计算结束

后，我们选取转子在转动过程中轴对起支撑作用

的轴承进行受力分析。提取两端轴承基准点与基

准轴重合装配关系的Y向（或Z向即与转动轴线方

向垂直的其它两个方向中的一个）反作用力作为

图1 转子装配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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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项进行分析，由于转子材料密度不一致，结

构不对称，在旋转时因不平衡量所产生的离心力

将传递到支承的轴承上，作用在轴承上的反作用

力也会随时间发生周期性变化，如图2中的上图解

4所示为优化前作用在转动轴垂直方向上的反作用

力为-54N到54N之间周期变化。

4.5 在 SOLIDWORKS Simulation 中进行设计

优化

由于组成转子材料的密度是不可改变和控制

的，我们就从转子的结构入手进行改进，如图1转
子的大部分结构是轴对称的，只有底部的结构不

对称。从转子部件的俯视图如图3所示，由于受转

子旋转空间的限制，半径R不能改变，能够进行改

变的参数只有图3中的角度，通过改变角度的大小

来增加或减小图3中右边扇形阴影部分的质量，利

用 SOLIDWORKS的重建模型命令，使转子的模型

质量随着角度参数的变化而改变，再在Motion分

析中进行重新计算，就可得到一组因角度改变而

生成的结果图解 4（如图 2中的上图解 4是优化前

角度改为50°时，作用在转动轴垂直方向上的反作

用力在-54N和 54N之间)和如表 1的仿真分析数据

组。通过对比这组数据，可以找到因动不平衡而

作用在轴承上的反作用力最小时的角度值，如 45
度作为我们最终的优化设计参数。从图2的计算结

果图解 4中看到，当角度改变为 45度时，仿真计

算得到的作用在轴承上的反作用力只有 2N，已经

很小，符合国标的相关规定。

5 结论

通过上述仿真分析的结果表明，我们可以从

机械设计的角度出发，在旋转机械转动部分的设

计之初，利用SOLIDWORKS Simulation中的Motion
分析功能，通过仿真计算，找到最优的设计参

数，尽量减少因设计产生的原始动不平衡量，以

达到减小和消除动原始动不平衡的目的。

[责任编辑：李茹]

图2 结果图解曲线

图３ 转子部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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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chanical drive dynamic imbalance tends to induce mechanical system fault. Based on the explanation of dynamic b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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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仿真分析数据组

角度（度）

反作用（牛）

57
180

53
123

50
54

47
26

4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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