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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踪国际教育 服务留学需要
环球快报

环球对话

瑞士：
“职教热”
是一种文化

美国

教师是课程改革核心

——访瑞士驻华大使戴尚贤
本报记者 张东

戴尚贤
（Jean-Jacques de Dardel）

据 统 计 显 示， 瑞士每年有
2/3 的中学毕业生会选择职业教
育，由此可见瑞士职业教育的吸
引力。那么，瑞士的职业教育为
何有如此魅力，能吸引大多数的
青年人进行职业培训？日前，瑞
士 驻 华 大 使 戴 尚 贤 （JeanJacques de Dardel） 在接受记
者专访时回答了这个问题。

记者：“瑞士制造”和瑞士
的职业教育享誉世界，为什么瑞
士的职业教育能如此成功？
戴尚贤：从欧洲范围来
看，只有瑞士、德国和荷兰的
职业教育比较发达，而其他欧
洲国家不见得是这样。我认
为，瑞士学生和家长对于职业
教育的喜爱已成为一种文化，
是民众对教育的一种普遍态
度。在瑞士，不会有人为了学
历或文凭申请大学。
如果大多数人都认为只有进
入大学才有意义，教育目标是
取得大学文凭，那么大多数人
都会努力进入大学。但是，这
对于一个国家的人才发展来说
是一种浪费。在很多国家，我
们可以看到，大学生在学习期
间无所事事，有的并不能完成
学业，甚至成为社会、经济发
展的负担。
在教育体系中，每一种类型
的教育都应受到尊重。但是，从
心理角度来讲，我们无法以说教
的方式让人们去尊重一种教育。
记者：那 么 ， 瑞 士 的 职 业

教育是如何被人们所认可、尊
重的呢？
戴尚贤：在瑞士，大多数学
生是进入职业教育学习的，而只
有少数学生申请大学。瑞士职业
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从被接受、被
尊重到被广泛欢迎的过程，这是
因为全社会的努力。瑞士各个行
业与众多企业的广泛参与，使得
职业院校学生不仅仅是在学校接
受培训，还在企业一线进行实
践，而且还有一定的报酬。例
如，一个 16 岁的职业院校学生
不但在企业接受培训，还能得到
工资。这会让他变得自信，因为
他比大学生能更早地独立。因
此，整个社会体系对于职业教育
学生都很尊重。瑞士的职业教育
受到尊重其实是社会与企业共同
努力的结果，长久以来形成了一
种特殊的教育文化。
记者：在瑞士，一个职业院
校毕业生的发展空间有多大？
戴尚贤：瑞士的职业教育与
高等教育可以无缝衔接。职业院
校学生可以自由选择申请大学，
并取得更高的学位。因此，瑞士

职业院校的学生从来没有失败或
是被教育抛弃的感觉。他们有很
多机会不断拓展自己的教育生
涯。
此外，瑞士职业教育的发展
也依赖于企业不断地接受学徒。
瑞士的企业在培训技术人才方面
已经形成了一种传统。企业不仅
培训职业院校的学徒生，使他们
获得文凭，而且还不断对企业员
工和工程师进行更高一级的培
训。所以，这也使得所有职业技
术人才感到自己的职业生涯在不
断进步与发展。
可 以 说，瑞 士 的 职 业 院 校
和大学各有优势，学生发展空
间都不受限制，他们是根据自
己的兴趣和职业愿望选择教育
类型。因此，瑞士的大学就没有
那么多的负担，它们只须关注愿
意从事学术性研究的人才，这也
是瑞士的大学都在世界名列前
茅的原因。
记者：近年来，瑞士与中国
在教育领域有哪些交流与合作？
戴尚贤：瑞士与中 国 在 教
育方面的合作越来越广泛。如

今，中国有更多的学习者愿意
接受国际化的教育，而瑞士的
教育以高质量著称，无论是大
学的学术研究还是学院的通识
教育，或者是职业院校的技能
培训。因此，两国在教育领域
的合作空间非常大。
在具体的合作方面，首先要
提到的是奖学金政策。中国政府
每年为瑞士学生提供 25 个奖学
金名额，同样瑞士政府也为中国
学生提供 25 个全额奖学金和 30
个免除学费的奖学金。但对于两
国学生来讲，他们的学习兴趣点
是不同的。瑞士学生更希望来中
国学习中文或者中国文化，而中
国学生则会申请攻读瑞士的硕士
或博士学位。其实，除了奖学
金，两国教育自身的魅力也吸引
着对方的学生。
此外，两国政府主导的教育
合作也很多，例如有两年一届
的中瑞教育部长会议，还有两
国高校在教育、科研与创新领
域的合作与交流。今年年初，
日内瓦大学和清华大学签署了
全面开展可持续发展合作备忘

录，启动学生联合培养、联合科
研、共建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等
合作。而这只是两国众多合作项
目中的一个，还有更多的科技与
教育领域的合作。
记者：您认为，未来中瑞两
国教育交流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戴尚贤：很多瑞士的应用科
技大学看到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发
展潜力。几乎所有的瑞士高校都
在探索与中国高校的交流与互
访，希望促进两国在应用科技方
面更多的合作。瑞士的双轨制职
业教育体系凭借它的魅力，也吸
引着中国教育机构在职业教育领
域的合作。
今年年初，习近平主席见证
了日内瓦大学和清华大学两所大
学合作备忘录的签署，并指
出，两国要进一步加强教育交
流和学生之间的交流。同时，
瑞士已有两所孔子学院。习近
平主席也特别指出，希望两国
在文化交流方面有更多合作，希
望在瑞士建立更多中国文化机
构。在我看来，这也是在增进两
国教育的交流与合作。

本报讯 （白梦佳） 近日，美国智库
布鲁金斯学会的普及学习研究中心举办
了一场研讨会，主题为如何通过改进课
程、重点技能和学习范围来提高教育质
量，国际教育专家、教师和政策制定者
参加了会议并展开讨论。
教育国际的代表强调了建构素质教
育的重要性，
以及教师在课程改革中的重
要地位，
并认为，
若要加强学校层面和政
策制定层面的联系，
则须通过更公平的对
话和更有效的数据收集。这一观点得到
国际上众多学者的肯定。肯尼亚学者认
为，
应该与教师进行合作以丰富学生的教
育经验，
而不是将资源不足造成缺口的责
任推卸给教师，该观点进一步强调了教
师在教育变革过程中的重要性。
然而，教育国际一项调查结果显
示，教师促进教育发生积极改变的能力
正被削弱，原因包括专业的可持续发展
得不到有效支持，班级规模严重超标，
教师质量日益下降，办公室、图书馆等
学校基础设施的不足等，尽管一些发展
中国家的政府高度重视，其数字资源仍
然十分匮乏。
对此，教育国际表示，只有克服这
些障碍并提供培训、教师网络和大力支
持，才能使发展中国家的教师在教育改
革中更好地帮助学生提高学习质量，并
保障学生的健康发展。

德国

多方支持新移民教育

国际观察

瑞士本土没有一块铁矿石，
却生产出有超高附加值的瑞士军刀和手表；
没有一株可可树，
瑞士的巧克力却香飘世界——

怎样的人才观成就了
“瑞士制造”
佛朝晖
位于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中
间的瑞士，是一个地处欧洲中部
的内陆国家，土地面积为 8.1 万
平方公里，相当于两个重庆市；
人口不到 800 万，不及北京的一
半。正是这样一个自然资源贫
瘠、人口不多的西欧小国，却从
2009 年 以 来 ， 在 《全 球 竞 争
力》 报告中，连续 8 年被评为最
具竞争力的国家；人均国民生产
总值逾 8 万美元，在全世界位居
前三名，远超英、美等国；青年
人失业率仅为 3%左右，远远低
于欧盟 20%的平均水平。
瑞士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
就主要归功于高附加值的“瑞士
制造”。瑞士本土没有一块铁矿
石，却生产出了有超高附加值的
瑞士军刀、瑞士手表；没有一株
可可树，瑞士的雀巢巧克力却香
飘世界。而支撑“瑞士制造”的
正是职业教育培养的大量技术技
能型人才。
瑞士人不追 求 高 学 历 ， 初
中毕业后，选择职业教育的学
生占 2/3。为什么职业教育在瑞
士受到如此青睐？瑞士职业教育
又是如何培养人才的？笔者在此
分析、探求瑞士职业教育成功的
奥秘。

职业概念从家庭教育开始
瑞士从学校到社会都十分重
视职业启蒙教育和职业指导。瑞
士鼓励父母带子女去体验他们的
工作；家庭教育中父母更重视孩
子的生活技能教育。从小学开
始，学校注重培养学生热爱劳动
的习惯并实施职业启蒙教育，二
年级开设各种手工课；七年级开
设课程，帮助学生了解各类职
业；八年级带领学生去企业体验
学徒工作；九年级指导学生选
择学徒岗位。如果学生在初中
毕业后还未确定职业方向，可
以进入普通中学或职业中学试
读一段时间。课程结束后，学
生通过考核参加职业教育或培
训项目。系统化和校内外配合
的职业生涯指导，帮助学生找到
适合自己实际情况的职业生涯发
展之路，顺利实现从普通教育向
职业教育的过渡。
瑞士教育体系从初中后开始
分流，2/3 的初中毕业生选择职
业教育，1/3 选择普通教育。但
是选择职业教育的学生以后也可
以回到普通教育；选择普通教育
的学生也可以重新选择职业教

育；中等职业到高等职业教育也
是畅通的。
瑞 士 中 等 职 业教 育有 两年
制、三年制和四年制，学生完成
两年制的职业教育后，通过考试
获得由各州颁发的联邦资格证
书；大多数学生选择三到四年制
职业教育，通过联邦职业教育培
训文凭考试，获得联邦职业教育
培训文凭后可以就业，也可以参
加全国专业资格考试，或进入专
科学院学习，获得联邦专业教育
培训文凭 （相当于专科层次文
凭）；还可以通过联邦职业学士
（FVB） 资格考试，通过考试后
进入应用科学大学。
职业院校的学生如果想进入
普通大学，可以参加大学能力测
试，通过者进入州立大学或联邦
理工学院学习。瑞士最著名的联
邦理工学院是苏黎世联邦理工学
院，世界大学排名第 24 位。此
外，普通高中学生毕业后可进入
高职学习，或进入基础职业教育
学习，也可以经过一定时间的实
习，进入应用科技大学学习。
瑞士能实现不同教育阶段和
不同类型教育之间的衔接、贯
通，依靠的是瑞士的资格证书制

瑞士教育和科研国务秘书莫
洛·德拉布朗乔也在访谈中毫
不犹豫地表示，“学习的最终目
的是工作，而不是学习本身。
”
在社会交往中，人们形成了
不成文的行为规范，包括价值
观、道德观、伦理规范和风俗习
惯等。瑞士受德语文化圈影响、
企业以与职业学校合作为荣和瑞
士人务实的人才观等这些文化因
素，为瑞士职业教育发展营造了
良好的环境。受到这些文化和价
值观的影响，
“职业教育受到瑞士
人的青睐”这一现象变成一种习
惯，
习惯久了就成为自然的选择。
德语是瑞士的官方语言，
2/3 的瑞士居民使用德语，另外
两种官方语言是法语和意大利
语。德语文化圈国家历来有崇尚
技艺的传统观念。德语中有句谚
语——“手艺能从土壤中获得黄
金”
。
瑞士企业以承担职业教育为
荣，瑞士有 30%的企业提供职
业教育培训。参与职业教育的企
业一定是在行业内有一定影响力
的企业，不但能获得税收减免和
补助，还能获得廉价劳动力，从
学徒制培训中获利。因此，企业
瑞士的工厂实训
CFP 供图
很乐意与职业学校合作。
企业为学生培训提供岗位和
度，瑞士“国家资格框架”对正 学徒的考核由学校和企业共同实 的外部性风险”。大型企业是学 学徒津贴，与学校共同开发培训
规教育、非正规教育和非正式教 施，分值各占一半。
徒们心仪的未来雇主，大型企业 课程；学校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问
育中的“学习成果”进行认证，
瑞士从事职业教育的教师包 培养的学徒大多会留下来，不存 题、参与研发、聘请企业兼职教
这也实现了教育与劳动市场之间 括职业学校教师、企业实训人员 在人才流失的风险，这一风险主 师等，形成校企良性互动。很多
的沟通。
和培训机构培训人员，他们是有 要存在于中小企业。
企业的工程师还以能去职业学校
五年及以上工作经验的工程师和
为防范这一风险，保障中小 任教为荣，有些人会根据企业和
风险防范解企业后顾之忧 传统学校教授。2004 年的 《瑞 企业利益，瑞士 《联邦职业教育 学校的要求，合理规划自己的工
士联邦职业教育法》对从事职业 法》 规定实行职业教育基金制 作时间，几个月在学校，几个月
瑞 士 学 徒 制 起 源 于 19 世 教育教师的任职资格和在职培训 度，目的是让行业内所有企业共 在企业。
纪，现在已经形成联邦、地方州 做出规定，入职者不但须具备相 同分担职教费用，也就是说无论
瑞士企业用人标准是“够用
政府和相关机构三方协作，企 应的文凭还须具备一定的工作经 企业是否参与学徒培训，所有企 就好”，人才评价标准与学历无
业、学校和培训中心共同协商合 验，这是“双师型”教师必备的素 业要向行业支付培训费用。职业 关，没有高学历浪费现象。只要
作的现代学徒制。学徒制是中等 质和要求。教师每年必须参加培 教育基金用于本行业的教育培 经过严格的职业培训，有一技之
职业教育中人才培养的主要模 训，完成指定课程，获得相应证 训，并对参与学徒培训的企业提 长，符合岗位要求的都是人才。
式，很多时候人们直接将中等职 书，
保证教师跟上技术更新步伐。 供经济补偿与资助。大型企业需
瑞士人认为，“职业无高低
业教育与学徒培训等同，中等职
此外，很多学校包括培训中 要承担学徒培训费用，并支付学 贵贱”，技术人员的收入和社会
业教育学生也被称为学徒。
心，均有自己的研究机构或合作 徒工资，同时也获得收益。行业 地位都比较高。瑞士学徒进入企
职业学校提供职业指导和帮 的研究所，研究人员也承担对学 培训中心为中小企业培训学徒， 业后就能领到企业发放的补助，
助，教授本行业理论知识；企业 生理论和实践的教学，教学和学 培训经费来源于企业缴纳的学徒 及早实现自给自足。与普通大学
提供实习场所，有专门的师傅负 习可以折合成研究人员的工作量 培训费和地方州政府拨款，形成 毕业生相比，学徒进入职场早、
责技能的教学和培训，培养学生 和学生的学分。这种以科研为引 风险由行业内企业共同承担的风 工龄长，发展前景并不比普通大
动手操作和实践能力。一般来 领的教学与学习，不但服务于企 险防范机制，保障参与学徒培训 学毕业生差。
说，想选择职业教育的初中毕业 业的技术更新，也促进学校的教 企业的利益。
因此，瑞士人不“迷信”上
生，首先要向学徒培训企业提交 学与研究。
大学，青年人中有普通大学文凭
申请，学生与企业达成一致意见
瑞士企业的积极参与是双轨 文化观念重职业技术发展 的仅为 20%。这种务实的人才
后，再报备相关政府管理机构、 制职业教育成功的关键。然而，
观成就了瑞士职业教育的成功和
签署学徒合约，然后进入相应的 企业参与人才培养的最大风险是
“一个健全的人必须掌握一 高品质的“瑞士制造”
。
职业学校学习。企业学习和学校 培养的学徒去其他企业就业，这 技之长，并获得一份工作”，瑞
（作者系国家教育行政学院
学习时间安排由校企协商决定。 种现象在经济学上被称为“偷猎 士人从小就被灌输这样的理念。 副教授）

本报讯（邓文静）如何更有效地为新
移民提供支持？这是德国各市都面临的
一项任务。为此，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
部召开了关于地区协调新移民教育的座
谈会，
指出教育是德国社会整合的关键。
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部长万卡
（Wanka） 在会议上表示，柏林已经有
超过 250 个社区的 500 名协调员参与协
调新移民教育的工作。除了已投入的
1.3 亿欧元之外，联邦教育与研究部还
会在未来几年中通过多项方案及倡议，
使难民融入德国教育体系 （从学前教育
到职业教育或高等教育） 中。
完成社会整合则需要多方的参与，
包括市政府、教育厅、日托中心、社区学
院、联邦就业局、体育俱乐部、音乐学校、
青少年服务中心、基金会和志愿者等，
并
且需要协同合作。随着难民和移民的大
量涌入，德国帮助新移民的教育政策也
相继出台，其中“地区协调新移民教育”
是针对德国新移民的政策之一。
据悉，在接下来的两年内，德国联
邦教育与研究部将投入 5500 万欧元，
在 320 多个地区推动地方统筹。各地政
府将资金用于为新移民提供教育培训，
目前已经帮助了 440 多个难民走向工作
岗位。

经合组织

墨西哥、
巴西等国
对教育投入较低
本报讯 （王静 徐涵） 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 （OECD） 近日发布教育指标
专题报告 《伊比利亚美洲国家的教育水
平和教育投入》，指出伊比利亚美洲国
家的教育水平以及教育投入都比较低。
伊比利亚美洲国家是指包括拉丁美洲在
内的 19 个讲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的国
家以及欧洲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葡
萄牙和安道尔等 22 个国家。
该报告指出，伊比利亚美洲国家的
国民受教育水平比较低。首先，伊比利
亚美洲国家中大部分年轻人没有接受过
高中教育。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显示，
经合组织成员国中没有接受高中教育的
年轻人占 16%，而伊比利亚美洲国家
的这一比例却很高 ，特别是墨西哥 ，
25 岁至 34 岁的年轻人中没有接受高中
教育的人数占 55%。其次，随着教育
需求的增长，高等教育越来越重要，但
大多数伊比利亚美洲国家接受高等教育
的人口比例仍然远低于经合组织的平均
水平。在伊比利亚美洲国家中，西班牙
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占 41%，接
近经合组织的平均水平 42%，但其余
国家的比例都比较低，例如巴西接受高
等教育的年轻人仅占 16%。
该报告还指出，在教育的投入上，
伊比利亚美洲国家的非公共投入较高。
例如，哥伦比亚非公共支出的教育经费
比例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是经合组
织国家平均水平的 3 倍。另外，在义务
教育方面，虽然大部分伊比利亚美洲国
家的经费仍属于公共支出，但其非公共
支出比例却高于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平均
水平。并且，在高等教育的投入方面，
其非公共支出的比例也高于经合组织成
员国的平均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