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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允臣曾经认为自己是一个失败
者。上课睡觉、考试不及格，每回家
长会爸妈都被老师留下，读书生涯几
乎“没有一次成功的体验”。直到他
误打误撞进入了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
院现代学徒制实验班，师从丝网印刷
大师施玉唐之后，才发现自己也可以
是被人夸奖的好学生。

“你看看我印的这块版，师傅都
夸我的调色好、有想法。”在峰实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丝网印刷车间，汪允
臣得意地展示着自己的作品。

2014 年，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
院成立昆山学院，与昆山开发区人社
局及 4 家知名企业联合，共同培养现
代学徒。2015 年，该项目入选教育
部 165 个现代学徒制项目。经过两年
多的探索，目前第一批学徒已经能够
胜任工厂的基础岗位，第二批学徒也
于今年 9 月进入企业。改革收获了许
多掌声，但也仍有未解的难题——

老师的担忧与老板的怀疑

当 2014 年现代学徒制项目启动
时，无论是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的
教授们，还是昆山的企业家们，大家
都不知道这个项目最后能做到什么程
度，能带来什么。

有老师反对：到底什么是现代学
徒制？老外的那一套“招生即招工，
校企一体化”放在中国能管用吗？3
年的学习时间，一半要放在工厂，还
要让师傅带徒弟，教学质量能不能保
证？如果学生最后达不到毕业要求，
谁来担责？

有企业反对：教学生是学校的
事，工厂又不拿学费，为什么要替学
校干活？生产线上，机器动辄上百万
元，学徒进厂带来的安全风险、财产
风险谁敢承担？最要命的是，学徒在
真实的岗位上学习，肯定会耽误生
产，直接降低企业的生产效率。

在争论面前，南京信息职业技术
学院和昆山市开发区人社局的领导们
没有退缩。

钟名湖副院长是最积极的改革
者，在他看来，高职培养的学生不能
是纸面书生，而要成为技术专才。这
些年，学生的毕业实习与毕业设计越
来越被边缘化，操作能力越来越弱。
不仅学生要去工厂，老师也要去，否
则就落伍了。

昆山开发区人社局副局长童明桂
也持赞同态度，“昆山两千家企业未
来的发展得靠尖端的技术人才。政府
有责任填平学校与企业之间的鸿沟。
现在的付出，将来直接受益的是我们
昆山的企业”。

为了这个项目，学院成立了工作
组，制定学徒制项目课程计划、教学
内容、考核标准，规范学习流程，并
在昆山设立专门的教师办公室，在陪
学生们学习之余，补上文化课。

为了这个项目，昆山开发区人社
局每年拿出 40 万元，还召集了一批
优质企业参与进来。大家一起从零开
始，制定学徒招募办法、学徒合同以
及师傅遴选标准等。在多方的坚持
下，学徒制实验项目运转起来了。

企业的筛选与课程的定制

最初报名参与项目的企业有 14
家。学院和人社局抱定的原则是——

“项目试点不贪大，要把质量放在第
一”。他们给企业开出了高难度条
件：企业要拥有核心技术，并且行业
领先；要具备一定的规模，员工素质
好。还要有专门的企业培训中心或者
培训部，有员工培训经验，有岗位分
析能力。学徒岗位应经过筛选，有技
术含量，并且覆盖生产流程的所有关
键点。遴选的师傅应是技术骨干，有

带徒弟的经验，有一定的表达能力，
能对学生进行一对一指导。

经过几轮筛选，7 家企业留了下
来。再经过细分，只剩下 4 家企业。
人社局“一把手”发话，“学生去企
业是学习的，不是打工的。这一年
半，学徒只上白班 8 小时，不加班，
不倒班，必须保证学习效果”。

企业定了，岗位定了，接下来还
要考虑学校教学和企业怎么衔接。

“开始的时候可没少折腾，我们足足
准备了两年。”微电子学院院长陈森
和他的教师团队已经记不清楚与企业
的人事管理员 （HR） 开了多少次座
谈会。从岗位分析到知识点解剖，再
到课程的重组，每一步都是碰撞的结
果。

大家将岗位所需的知识点画成分
解图，再通过老师的手，变成不同的
课程，还要分开哪些知识适合在学校
学习，哪些由企业师傅教。拿材料分
析与检测课来说，原来 60 课时的课
程，现在有一多半是要放在企业去学
习。像这样的变化在专业课上有许
多，比如印刷电路技术、多层电路设
计等内容，都是由学校教基础知识，
而综合的应用问题放在了企业。

与学校相比，企业对学徒的“门
槛”更高，达不到要求，就上不了生
产岗位。从第一学期开始，老师们就
分专业给首批 27 个学徒开了小灶，
周课时从以往的 26 学时变成 30 学
时。辛苦没有白费，一年半后，学徒
们终于完成了基础课，在 2016 年的
春天如期进厂。

师傅的笔记与徒弟的慌张

好容易在学校“熬”过了一年半
基础课，学徒沈永正式进入了在印制
板领域颇有名气的台企——“嘉联益
电子”。去之前，沈永做了一件事：
把笔记本和签字笔都收到了柜子里，

“在生产线上学本事，再也用不着记
笔记、答试卷了”。

到 企 业 的 第 一 天 ，沈 永“ 蒙 了
圈”。他的师傅生长鑫并不急着带徒
弟上生产线，而是拿出了两摞资料和
一个厚厚的笔记本。“这是干什么？”沈
永问。“你今天的任务就是看资料，找
出不会的地方，列出来。”师傅说。

翻开笔记本，沈永一下就“慌”
了。这是师傅的“秘籍”，里面密密
麻麻地记录着许多信息：有液晶板的
型号，有线路的特点，还有许多常见
的问题。有的是钢笔写的，有的是铅
笔写的，还有一些是图画。常常是一

个小问题就记了五六页纸，关键的检
测数据有几十项。

丝网印刷专业的汪允臣倒是顺利
地走上了峰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生
产线，不过搞得很“狼狈”。小伙子
一上手刮油墨就“傻了”。油墨比书
本上描述得难控制多了，力度不好掌
握，收刀时手不自觉地抖了一下，油
墨瞬间泼了出来，全身的衣服被打了
个透。“会答题与会操作是两码事，
你 要 从 最 基 础 学 起 ， 一 步 也 不 能
漏。”师傅施玉唐淡定地说。

本以为到纬创资通有限公司的学
习就是走走过场，周展羽的盘算是，

“带上电脑，抽空就溜回宿舍打游
戏”。谁知道，一进企业就让他冒了
一身冷汗。企业为学徒规划了晋级路
径，要在一定时间内通过背对背的考
核，然后才能进入下一个环节，“今
天偷懒，明天就通不过，马上就会被
淘汰”。

一进厂，学徒们全都碰了壁：看
不懂的线路图，用不好的新机器，与
书本上完全不一样的问题，以及几乎
苛刻的工厂纪律与考核都让他们很不
适应。

车间的磨合与机器上的成长

“不是带学生到工厂参观，更不是
让他们来顶岗实习”，学院、政府和企
业三方对“现代学徒”有一个共识：融
合企业优质资源，培养更有质量的学
生。为此，大家忙得不可开交。

施玉唐师傅从事丝网印刷行业
三十多年，被称为行业“泰斗”，他
的许多徒弟都颇有名气。但对待这
批“现代学徒”，老师傅更加用心，
研究学生们的课本，指导他们的每
个动作，甚至会提前一周就背好要
上的课。他说，“用心雕琢才能成大
器”。

HR 也一直在跟进。龙腾光电有
限公司资深的 HR 经理孙素兰，每周
给 学 徒 开 会 了 解 他 们 在 工 厂 的 情
况，每半个月做一次满意度调查请
师傅与徒弟相互评价，每过一段时
间还要组织考核⋯⋯精准的环节保
证了学习效度。

童明桂在人社局的办公室再也坐
不住了。每周往企业跑，细细查看学
生的工作记录有没有“被加班”；每
个月召集 4 家企业开会，研究怎么把
教学做得更好。有企业制定了师傅考
核标准，他立即推广；学院提出学生
在昆山集体上课困难，他马上协调了

一间会议室供上课使用。
学院的工作也变得更加忙碌和复

杂了。不仅要做好生活上的管理，更
要随时跟进项目的进度，及时调整和
补充课程。周志近老师几乎把家搬到
了昆山，每个周六他都要把相关的专
业老师请到昆山，给学徒们加课。

眼看着，学徒们进厂 3 个月了，
几个企业资深的 HR 都紧张了起来，
根据以往的培训经验，第一个“撞墙
期”要来了！学徒们对企业了解得差
不多了，一些简单的岗位也能上手
了，如果学习热情因此而大幅下降，
后面的大半年就不好办了。

超出预期的是，学徒们一个比一
个起劲儿。一个开不了机的手机，学
徒郭雪已经测试了上百次了，仍然没
能找到问题。没有后退，没有放弃，
小姑娘硬是把生产线各个环节的师傅
都请教了一遍，终于发现了问题点。

看着郭志伟师傅的焊点，学徒林
海龙觉得很不好意思，“我的精准度
不够，样子也不好看”。这天，小刘
不知不觉地连续焊了 8 个小时，下班
的时候才发现，腿僵了，屁股很痛。

那个被油墨泼了一身的汪允臣，
现在每天都是干干净净的，再也没被
泼脏过。眼下，他正跟 3 个样品过不
去，“油墨比例、网目稍有不同，出
来的产品价值就不一样。师父说了，
印刷考得不仅仅是技术，更是创意，
诀窍就在手上”。

进入 7 月，不少学徒们已经能独
当一面了。龙腾光电学徒蔡振响值班
时，突然接到电话，生产线上有块板
子不显示了。按规范检测，逐一排除
选项，小蔡花了几分钟，搞定。听到
老师傅们的夸奖，小蔡觉得，这是他
最有成就感的一天。

峰实电子学徒余均开始带新员工
了，大家管他叫“小师傅”。他现在
不仅熟悉机器，能修好机器，还对这
一台台大家伙有了感情，“这设备精
密，但也娇气，对它我都舍不得大声
说话”。

龙腾光电最新一期的满意度调查
显示，学徒对工厂学习的满意度几乎
是 100%。一个学生在问卷上留言
说，“工厂没有固定的问题，没有标
准的答案，有的是师傅的力道与判
断。几个月的学习让我们领略了‘大
国工匠’的魅力”。

初试的喜悦与待解的难题

如今回过头来看，学院、开发区

人社局、企业都感叹当初走对了路。
原来老师要讲一个月甚至几个月的课
程，到工厂两周就能解决；原来怎么
也教不精的技能，现在学徒们的本事
足以在企业当一个班组长。

老师们的争论没有了，变成了加
班加点的学习，“学徒们不好对付
了，提出的都是新问题、深问题，不
学习真还解答不了”。

企业的老板乐开了花，这样的学
徒有多少我们要多少，出几个师傅、
贴多少补贴我们都愿意。

开发区人社局第一职业介绍中心
主任沈伟最高兴，有了这个好模式，
我们就可以源源不断地培养专才，再
也不愁大企业招不到合适的人了。

乐坏了的项目设计者们没有停
步，而是开始思考新的问题：

2015 级 54 名学徒可以从 1.5+1.5
模式变为 1+2 模式，今年开学就进
厂；课程还可以进一步整合，从专业
模块拓展到其他几大模块，做更大力
度的调整；加大企业师傅的评价权
重，参与到学生三年的学习中来；进
一步建立学徒及师傅的退出机制，再
次提升项目的教学质量⋯⋯

开发区人社局提出，为优秀的师
傅和为此付出心血的企业颁奖，鼓励
他们继续参与到教育教学中来。大家
还想建一个师傅库，将这些企业师傅
的经验、绝活都挖掘出来，既教学
生，更教教师，没准还能找到“大国
工匠”背后成长规律。

当然，还有一些难题是大家都难
以解决的：

学徒制的效果越来越好，学生一
年比一年多，随着学生的增加，培养
成本成倍上升。眼下，学校和昆山还
能贴补得起这笔钱，以后规模大了可
怎么办？

学徒制的实施，需要企业派师傅，
提供岗位，甚至是为学徒提供与正式
员工相同的食宿等福利待遇，这每一
项的成本都不小。但这么多工作，企
业既不能减税，也得不到认可，新鲜劲
过去后拿什么来吸引他们？

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看家本领，
这是关键的商业机密。如果学徒毕业
时，跳槽到同行业的其他企业，那么
对于培养企业来说，是很大的损失。
在国外，学徒与企业签订的合同有很
高的法律效率，但在我国却没有这样
的法治环境，那么，企业的核心利益
如何保护？

师傅是一笔好资源，教师上不了
的课他们能上，但大师们就是进不了
高职教师的队伍，因为教师资格的门
槛很高⋯⋯

还有家长始终对学徒制抱有偏
见，认为孩子和企业签学徒合同，就
是去打工了，因此不愿意参与。如何
加大学徒制的宣传，也当务之急。

“改革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先行
者先受益。不能等所有政策出台后再
去实践，那样的话学校等不起，企业
也等不起。”钟名湖说。

纵
深

专家说

现代学徒制是将传统学徒培训与现代
学校教育相结合的合作教育制度，是现代
职业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2015 年 8
月教育部公布了首批 165 家试点单位，人
社部和财政部在 12 个省份开展企业新型
学徒制试点工作，现代学徒制的实践创新
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然而在实践中，由于相应的制度和文
化缺失，现代学徒制发展存在着很多困难
和问题，许多冠以“现代学徒制”名称的
项目中，其实很难找到真正的现代学徒制
的要素；一些项目虽然取得了不错的成
果，但是是在极为特殊的政策扶植条件下
实现的，一旦扶植政策结束，是否能够可
持续发展，常常是个很大的问题。总的来
说，现代学徒制发展面临的主要难题是：
社会普遍缺乏对现代学徒制的清晰认识，
更不要说统一的认识，缺乏相应的制度保
障，也没有校企合作的协调管理机制和机
构。此外，教育部门提倡的“招生即招
工”的做法，与当前我国劳动用工政策也
有矛盾，特别是在中职阶段。

我国现行教育管理制度还不适应现代
学徒制的发展。现代学徒制强调应用能力
培养而不是系统的理论学习，这要求学生
尽早进入企业进行实践学习，学校的理论
学习要与企业实践同步进行。但是，目前
职业院校人才培养计划均要求学生先在学
校系统学习文化基础和专业理论基础知
识，之后再进行实践，而这些“系统学
习”的内容与企业实际需并没有直接的联
系。如果要满足企业的要求，学校就要按
照学徒的职业成长规律修改课程计划，这
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获得教育主管部门的同
意，还是个未知数。此外，学校缺乏相关
的组织、管理和教学经验，缺乏满足基本
要求的师资，这也都是问题。

我国现代工业文明发展基础较弱，缺
乏相应的文化和社会认同，这也制约着现
代学徒制的发展。技能型人才的社会地位
和经济地位不高，不少家长希望让孩子学
习更多理论知识而非实践能力，希望接受
更多学校教育而非企业锻炼。还有一些学
生和家长担心，参与学徒制可能会沦为企
业的廉价劳动力。学生和家长对社会需求
和现代学徒制的实质认识不足，自我调节
能力欠佳，都是很大的现实问题。

与传统学徒制相比，现代学徒制有很
多特点，如涉及相关利益群体更多，需要
建立新型的规范化运作机制，学徒对象扩
大(包括在校学生和普通高校毕业生等多
种人群)，学徒制与正规学校教育相融
合，以及第三方培训 （或中介） 机构的出
现等。现代学徒制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职
业教育的客观规律，管理部门应当努力理
解和顺应这种规律，对教育体制和政策做
出适当调整。例如，采取合理措施，让企
业从参与教育培训过程中获得利益，在得
到所需人才的基础上，也有经济收益，从
而提高参与教学培训的积极性。应鼓励中
小企业提供学徒培训岗位，使其了解参与
学徒培训不但可以提高企业竞争力，而且
在经济上也是合算的。

为此，需要修改人才培养方案，按照
企业需求和职业能力发展的逻辑规律设置
课程，例如让新生入学第一年就到企业参
加实践学习，在为企业创造效益的同时，
真正学会融入企业的“工作世界”。同
时，还应该提高技能型人才的待遇，在全
社会树立起尊重技能人才的风尚，建立对
工业文明和“工匠”的敬畏感。

国际经验标明，现代学徒制要想实现
所期望的政策目标，必须满足一些公认的
质量标准，否则失败的风险会很大。这些
标准包括：一、制定国家、地方和行业协
调统一的法律法规体系，建立对学校和企
业合作具有约束力的规章制度；二、建立
跨越传统教育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的
专门机构 （如学徒中心） 承担协调工作，
建立各方认可和参与的协调和实施机制；
三、在国家层面组织开发全国统一的人才
培养（课程）标准，以保证学徒学习成果在
不同地区均得到认可，但企业在课程实施
过程中有相对的自主权，以实现培训企业
的利益；四、建立专门的学徒制指导教师培
养培训和管理制度，从而保证企业实习的
质量；五、赋予学徒独特的、具有“准员
工”和“学生”双重地位的法律身份。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
人教育研究所所长）

现代学徒制离
政策目标有多远

赵志群

一半教学在企业，一半教学在校园，每个学徒还拥有一个企业师傅，现代学徒实验班受
到多方青睐，但在实践中仍有一些难题亟待破解——

现代学徒制的喜与忧
本报记者 张婷

3年的学习时间，一半
要放在工厂，教学质量能不
能保证？如果学生最后达不
到毕业要求，谁来担责？企
业生产线上，机器动辄上百
万元，安全风险、财产风险
谁敢承担？

经过几轮筛选，最后剩
下 4 家企业。企业定了，岗
位定了，接下来学校教学和
企业怎么衔接？

一进厂，学徒们全都碰
了壁：看不懂的线路图，用
不好的新机器，与书本上完
全不一样的问题，以及几乎
苛刻的工厂纪律与考核都让
他们很不适应。

学徒制“不是带学生到
工厂参观，更不是让他们来
顶岗实习”。眼看着，学徒
们进厂 3 个月了，几个企业
资深的 HR 都紧张了起来，
根据以往的培训经验，第一
个“撞墙期”要来了。

眼下，学校和昆山还能
贴补得起这笔钱，以后规模
大了怎么办？企业既不能减
税，也得不到认可，新鲜劲过
去后拿什么来吸引他们？家
长始终对学徒制抱有偏见如
何解决？

在山西晋中，平遥现代工程技术学校等职校开展“现代学徒制”等特色教学方式，图为该校机械技术专业的学生用钻头在鸡蛋上“作
画”。 新华社记者 燕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