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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教周刊

提起职业教育，就不能不提到
中华职业教育社。作为中国近现代
教育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中华
职业教育社的成立深刻影响了中国
职业教育的发展进程。100 年前，
这个由黄炎培等一批先进知识分子
发起成立的社会团体，在国家和民
族危难之际，怀着“职教救国”的理
想积极探索，拉开了我国近现代职
业教育快速发展的序幕，在我国近
现代教育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在中华职业教育社即将迎来百
年华诞之际，本报记者专访了全国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职业教
育社理事长陈昌智。

记者：100 年前，黄炎培老先
生为什么会想到推行职业教育，中
华职教社诞生于怎样的社会背景之
下？

陈昌智：20 世纪初的中国，
政治动荡，民生凋零，为了实现强
国富民之梦，以蔡元培、黄炎培为
代表的爱国知识分子将目光集中到

“职教救国”这一主张上。当时担
任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的黄炎培，
在考察了国内教育现状后，深切感
到了中国教育和生产生活相脱节的
弊端之所在。1915年，黄炎培随游
美实业团访问美国，目睹了美国职
业教育的成绩，迫切地感到在中国
推行职业教育的必要性。他认为，

“今后之富国政策，将取径于职业教
育”，立下了要“沟通教育与职
业”，用职业教育来振兴民族工商
业、解决社会和人民生计问题的人
生宏愿。他后来回忆说“中华职业
教育社就创立在利国富民一念上”。

1917 年 5 月 6 日，经过长期的
考察与准备，黄炎培联合蔡元培、梁
启超、张謇、宋汉章等48位教育界、
实业界的知名人士，在上海发起成
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不仅面向教
育界，而且面向工商界，拉开了中国

近现代职业教育快速发展的帷幕。
记者：中华职教社刚成立时只

是一个单纯的教育团体，后来如何
成长为一个具有统战性质的政治团
体？

陈昌智：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
历史的必然。100 年来，中华职教
社始终高举爱国主义旗帜，从立社
伊始就抱定职教救国的志向。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存亡
危在旦夕。中华职教社领导人认识
到，“职业教育，只有在民族解
放、民权平等、民生幸福的社会
里 ， 才 能 实 现 它 造 福 人 群 的 理
想”，提出“全力赴国难”，把救亡
图存作为推广职业教育的出发点和
归宿。在长达 14 年的抗战中，职
教社倾力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救护
伤兵，运送弹药粮秣，并创办了全
国最早报道国难要闻的期刊 《救国
通讯》。

在重庆期间，中华职教社领导
人结识了周恩来等共产党人，逐渐
认识到共产党在挽救中华民族危亡
中的作用，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爱国统一战线。为促进国共两
党恢复和平谈判，黄炎培等六位国
民参政员 1945 年 7 月参访延安，他
与毛泽东主席进行了十几个小时的
被称为“窑洞对”的谈话。

新中国成立后，中华职教社积
极投身新中国的教育事业。改革开

放以来，中华职教社发起“温暖工
程”，开创了统一战线助推国家经济
社会发展的新途径。目前，“温暖工
程”已覆盖全国29个省、直辖市、自
治区的 900 多个县，累计培训各类
人员 1357 万余人，帮助 385 万余人
就业创业，资助贫困学生 86 万余
人，资助金额达10亿多元。

记者：我们看到，中华职教社
在近现代职业教育史上有许多的

“第一”。
陈昌智：1917 年创立中华职

教社是为了组织起来推广职业教
育，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职业教
育社团；同年创办的 《教育与职
业》 杂志是为了研究宣传职业教
育，已成为我国职业教育界迄今历
史最长的期刊；1918 年创办了我
国近代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职业学
校——中华职业学校，是为了实践
职业教育，从这里走出了华罗庚、
顾准、徐伯昕、江竹筠、秦怡等一
大批杰出人才；1921 年发起成立
的全国职业学校联合会 （后改称为
全国职业教育讨论会） 提出的 《职
业教育设施纲领》，成为当时社会
公认的实施职业教育的指导性大
纲；1927 年在上海创办了我国第
一个职业指导机构——上海职业指
导所。中华职教社还是新中国函授
教育的开路先锋，创办了新中国第
一所函授师范学校和中华函授学

校，举办的语文学习讲座，邀请叶
圣陶、老舍、赵朴初、冰心、吕叔
湘等四十余位著名学者为学员授
课，成为我国语文教学史上空前的
壮举；还参与起草了新中国第一部

《职业教育法》。
记者：回顾百年历程，您认为

中华职教社生生不息、事业持续发
展的力量源泉来自哪里？

陈昌智：一个世纪的追求、创
造、超越，几代人的顽强拼搏、接
续奋斗，中华职教社形成了五大优
良传统：一是始终坚持“爱国为
国、爱民为民”的理想信念；二是
始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的工作方向；三是始终坚持“与时
俱进、不断创新”的优良传统；四
是始终坚持“艰苦奋斗、自强不
息”的奉献精神；五是始终坚持

“脚踏实地、知行合一”的工作作
风。这既是中华职教社在长期实践
中积累起来的宝贵经验，也是推动
事业发展的力量源泉，我们必须倍
加珍惜，长期坚持。

记者：新的时代，新的使命。
中华职教社如何接过历史接力棒，
续写新篇章？

陈昌智：新的百年，中华职教
社将继续走在时代进步的前列，不
负重托，再创新辉煌。为此，我们
将着力做好四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提高政治素质，为实现

中国梦凝心聚力。当前，正处在国
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
珍惜历史机遇，不断加强学习。深
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一战线
的重要思想和职业教育思想，使我
们的工作更加对接统战大业和职业
教育的现实需求，从而彰显对国家
发展的责任担当。

第二，突出自身特色，为党的
统一战线添砖加瓦。中华职教社既
是我国近现代第一个专门从事职业
教育的社会组织，也是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群众团体，还是在联合国具
有双重身份的非政府组织，我们要
找准自身优势和事业发展的结合
点，找准专业优势和统战工作的结
合点，不断发现新问题、研究新情
况、总结新经验、提出新举措，注
重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工作创
新，力争使我们的事业有新的突
破、新的发展、新的建树。

第三，提高服务能力，为职教
现代化献计出力。当前，国家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对职业教育提出
了新定位；产业转型升级对职业教
育提出了新需求；“一带一路”战略、
中国制造 2025、新型城镇化建设和

“十三五”规划给职业教育赋予了新
使命；世界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新
形势给我国职业教育带来了新启
示。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目标，
我们要谋长远之道，出切实之力，
推动职业教育在国家重大发展战略
中主动作为，为加快构建现代职业
教育体系做出应有的贡献。

第四，加强自身建设，为中华
职教社事业发展强基固本。加强队
伍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聚
焦理论研究、建言献策、社会服务
和对外联络方面的重点工作，在重
点项目上有新的提升。在推行公共
服务社会化和市场化进程中，主动
承接政府下放的工作职能，创新工
作方法，解决重点难点问题，更好
地完成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历史告诉我们，只有把我们的
事业融入国家民族的发展大局，才
能健康持续发展，从而走出一条成
功之路。这是一条熔铸了几代人理
想追求的奋斗之路，这是一条践行
立社宗旨、实现“知识分子团体”
爱国报国情怀、坚定跟党走的探索
之路，也是一条群众团体薪火传
承、主动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
成功之路。只有坚持走这条路，沿
着正确的方向继续前进，才能继续
创造出无愧于党和人民的新业绩。

百年风雨路 拳拳职教情
——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长陈昌智

本报记者 翟帆

100 年前，黄炎培联合蔡元培、
梁启超等 48 人发起成立中华职业
教育社，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实业教
育”由此被“职业教育”所取代。它
缔造的宣传和研究职业教育的学术
共同体，奠定了中国现代职业教育
学的基础，其影响绵延至今。

确立现代职业教育的思想基础

主张实用主义，构建职业教育
和就业之间的内在关联。黄炎培于
1913 年发表《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
义之商榷》一文，批判教育脱离实
践、脱离生产，提倡教育要适用于实
际生活，强调教育应以实用为归
旨。作为中华职教社主要创建者的
蔡元培亦是倡导“实利主义教育”的
中坚人物，他认为“实利主义之教
育，以人民生计为普通教育之中
坚⋯⋯我国地宝不发，实业界之组
织尚幼稚，人民失业者至多，而国甚
贫。实利主义之教育，固亦当务之
急者也”。“实用主义教育”和“实利
主义教育”虽表述不同，但其实质一
致，其历史价值与意义在于否定了
将改革教育和振兴实业割裂开的错
误认识，否定了忽视教育和就业统
一关系的片面观点。这是我国职业
教育理论肇始的思想基础，也是中
华职教社成立的理论基石。

践行生利主义，揭示职业教育
服务产业发展的规律。中华职教社
创立之初，黄炎培就提出职业教育
要为发展生产力而服务。1918 年，
中华职教社特约撰述员陶行知发表

《生利主义之职业教育》一文，系统
阐述职业教育的目的不仅是为个人

谋温饱，还要培养为人民和国家“生
利”之人。生利原则说明了“人人有
业”的合理性，也正是因为为社会作
贡献、为人群服务，而使从业者“人
人乐业”。

倡导平民主义，强调职业教育
面向人人的本质。黄炎培曾在《办
职业教育须下三大决心》中提出“办
职业教育，须下决心为大多数平民
谋幸福”。职业教育面向全社会、面
向每个人，是“为大多数平民谋幸
福”的教育，从一开始，中华职教社
就明确了这一宗旨。

构建本土职业教育理论体系

黄炎培和中华职教社的同仁一
方面引进吸收国外职业教育理论，
另一方面则不断推进职业教育理论
的本土化和综合化。

在向西方学习和吸收职业教育
理论的过程中，中华职教社形成了
以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为代表的中
国职业教育理论，系统构建和阐释
了职业教育的含义、目的、办学方针
及教学策略等方面。

1917 年，黄炎培在《职业教育》
一文中指出，职业教育有广义和狭
义之分。同年，在《职业教育析疑》
中又将职业教育与实业教育进行区
分。1928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教育
大辞书》，黄炎培对职业教育进行了
全面、准确界定，“用教育方法，使人
人一方获得生活之供给与乐趣，一
方尽其对群之义务，名曰职业教
育”，揭示出职业教育促进人与社会
同步发展的规律，深刻精准。

《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中明示

“职业教育之目的，一方为人计，曰
以供青年谋生之所急；一方又为事
计，曰以供社会分业之所需也”。黄
炎培在 1918 年发表的 《职业教育
浅谈》 中把职业教育目的扩展成三
项，即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为个人
服务社会之准备，为世界、国家增
进生产力之准备。后又增加一项，
谋个性之发展，职业教育目的被确
定为四条。最终黄炎培把职业教育
目的精炼地概括为“使无业者有
业，使有业者乐业”，个人谋生和
职业乐趣相结合，个人需求和社会
发展相统一，这个带有根本性的指
导思想，影响深远。

关于职业教育的办学方针，黄
炎培提出“只从职业学校做工夫，不
能发达职业教育；只从教育界做工
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只从农、工、
商职业界做工夫，不能发达职业教
育。”明确指出发展职业教育不能仅
仅就教育论教育、就职业论职业，必
须加强与社会各界和各行各业的联
系并建立广泛互动，为此他提出“大
职业教育主义”观念，形成职业教育

“社会化”的方针。
至于职业教育的教学策略，中

华职教社坚持“身心同步”的总原
则。一方面注重职业技能训练，提
出了“手脑并用”“做学合一”“理论
与实际并行”等教学原则；另一方面
注重职业道德培养，提出了“敬业乐
群”“劳工神圣”的道德规范。将培
养学生职业技能和形成职业道德结
合起来，构建完满的人格。

中华职教社创立之初就注重对
职业教育多个分支的研究，在职业

心理学、农村职业教育、女子职业教
育、军人职业训练、残疾职业教育等
领域都进行了深入探索。如在职业
心理学领域的探索具有明显的开创
性，中华职教社骨干杨贤江、邹韬
奋、庄泽宜等编译了当时西方的职
业心理学、职业心理测量及职业指
导等著作。中华职业学校成立之初
就运用教育与心理测量理论和方
法，来了解学生的个性特点、能力倾
向等素质。

探索职业教育的有效实践模式

中华职教社领导人之一江恒源
指出，“我们认定职业教育的全部，
是以职业学校教育、职业补习教育、
职业指导三件来构成”，开创了职业
教育的实践模式。

中华职教社在近代先后创办多
所职业学校，号称“最富有试验性学
校”是1918年在上海创办的中华职
业学校。学校先后设立了铁工、木
工、机械制图、纽扣、商业等科，为民
族工商业培养中级技术和管理人
才。课程分为职业专门学科（直接
课程）、职业基本学科（间接课程）、
普通学科三类。中华职业学校特别
重视知识学习和劳动与实习，学生
在毕业之前要轮流到各个工场实
习，在实际劳动中学习知识、掌握技
能。这种办学风格对日后职业学校
的影响巨大，也对职业教育发展起
到早期示范作用。

中华职教社把职业指导作为沟
通教育和社会的一个重要渠道，全
面引入当时国际上盛行的职业指导
理论，重视并开展职业指导的实践

推进工作。1919 年，《教育与职业》
特意出了《职业指导专号》；1920
年，组建了职业指导部；1923 年，出
版职业指导丛书；1924 年起，开展
全国性的“一星期职业指导活动”；
1927 年，中华职教社创办了上海职
业指导所，是我国第一个对就业问
题免费提供社会服务的机构；1929
年，中华职教社还成立了海外职业
指导部，推荐人才去南洋工作；抗战
期间，中华职教社在重庆、桂林、贵
阳等地成立职业指导所，面向社会
免费开展职业指导服务，努力“使求
人者得人，求事者得事”。职业指导
的影响波及全国，得到了社会的广
泛认可。

职业补习学校是利用业余时间
对在职工作者进行培训的一种重要
形式。中华职教社成立之初，就特
别注重对补习教育的研究并加以实
施。1921 年中华职业学校在艺徒
班的基础上设立工商补习夜校；
1929 年创办职业专修夜校；1932
年，中华职教社把工作重点转移到
提倡和创办职业补习学校上来；
1933 年，成立第一中华职业补习
学校，随后 5 年时间里又创办了 6
所中华职业补习学校，影响广大，
遍及全国。

百年回眸话当初，承继先贤泽后
世。中华职教社对20世纪现代职业
教育学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无可替
代的启蒙和促进作用，奠定了中国职
业教育话语体系的坚实根基。

（作者吕景泉系天津市教委副
主任，米靖系天津市成人教育教学
研究室主任）

职教肇始 筑梦百年
——中华职业教育社与中国现代职业教育

吕景泉 米靖

1922 年，中
华 职 业 教 育 社
早 期 领 导 人 黄
炎 培（后 排 左
三）、沈恩孚（前
排左一）、江恒
源（前排左四）、
杨卫玉（前排左
五）、邹韬奋（前
排左三）等在第
三 百 次 办 事 员
会议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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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是与经济社会紧
密相连的教育，市场任何风吹
草动都会对职业教育产生变化
要求。教育部部长陈宝生提出
要让职业教育“忙”起来，正是
基于职业教育这一特质。“忙起
来”意味着学校办学有生源、人
人有事做、学生抢着要，富含活
力，蕴藏生机，希冀发展。忙不
忙，看市场，职业教育要勇敢地
面对市场、走向市场。中等职
业教育由于服务面向的区域
性、岗位技能的多变性、学校招
生的艰巨性、学生就业的复杂
性，对市场的依赖性尤为明
显，“忙”也就成为中等职业
教育的显著特征。

立足职教：明确“忙”
起来的工作前提

职业学校对自身与经济社
会关系的知识存有一个从模糊
到清楚、从现象到本质、从感
性到理性的转换过程，其中第
一步就是职业意识的建构。职
业学校与普通学校在表征上截
然不同，优质的普通学校往往
是静悄悄的，一切按惯性有序
运转。而职业学校则不同，优
质的职业学校往往门庭若市，
家长念着你，企业盯着你，政
府想着你，也就是说，优质的
职业学校都是比较“忙”的学
校。学校忙于市场调研，校长
忙于企业接待，教师忙于课堂
教学，学生忙于社团活动。正
是这些“忙”，为职业学校赢
得了生存资格和发展机遇。

中等职业学校存有“忙”
与“不忙”两种截然不同的状
态，从目前学校的办学行为来
看，有没有立足职教、按职教
规律办学是重要原因。

建构现代职教体系命题的
提出，让一些职业学校产生了
误解，将建构体系简单理解为
通过职业学校的跳板，将学生
曲线送上本科大船。加之招生
的巨大压力，诱导职业学校心
生异念。有的人在职教心在
普，主次颠倒，将主要资源、
主要精力放在单招单考上；有
的以职业教育为幌子，将职业
教育异化成升学教育；有的直
接取消了专业教育，把学校办
成了第二高中。这样做迎合了
一些中考落榜生通过单招单考
上本科的需求，也一时缓解了
生源困难，但从长远来看，却
不是明智之举。职业学校的生
命之根应该扎在职业土壤上，
真正出路是在充分满足市场需
求过程中实现质量的提升。

中等职业学校想要可持续
发展的未来，必须坚定不移地
按职教规律办教育，依据企业
需求确定人才培养目标，依据
工作实际设置课程结构、安排
教学内容。在做中教、在做中
学，做到工学一体、产教融
合，实现脑体结合。中等职业
学校的教育教学只有遵循职业
教育规律，符合职业教育的特
质，才能真正提高质量。

需求导向：夯实“忙”
起来的工作基础

需求导向是中等职业学校
赢得市场、赢得发展的必由之
路，其需求主要来自学生、学
生家长、用人单位和政府四个
方面。

对于学生的需求来说，一
是优雅的学习环境，二是舒适
的学习条件，三是完备的实训
资源，四是可亲的教师队伍，五
是生动的课堂教学，六是周到
的学校服务，七是丰富的学校
生活，八是多彩的校园文化。

对于学生家长来说，总的
需求是好的教育，一是学生的
健康成长；二是学生的平安幸
福，学生能拥有强健的体魄；
三是能让学生乐观积极，成为
一个好人；四是能让学生明辨
是非、懂得美丑。

对于用人单位来说，需求
则是能录用到具有核心素养的
技术技能型人才。

对于政府来说，其需求一
是有助于实现政府的战略规
划、成就宏伟蓝图，二是能为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适宜的
劳动力，三是学校管理科学到
位、平稳有序。

中等职业学校办学只有满
足了上述四类主体的需求，其
质量才能被认可，办学才有意
义，招生才有市场，就业才有
门路。

需求是职业学校办学的风
向标，但需求的把握又是不易
的。因为需求是动态的、变化
的，感性的、非客观的，且充

满个性。这就要求职业学校深
入进行需求调研，不仅要调研
需求现状，还要调研影响需求
相关因素的变化趋势；不仅要
调研影响需求的客观因素，还
要调研影响需求的主观因素，
如消费者偏好等；不仅要调研
相关专业对接的产业，还要调
研相关专业对接的产业链，尽
可能掌握一手需求信息。对调
研得到的需求信息进行科学分
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筛
选出理性的需求信息。通过科
学路径，在深入分析个性需求
的基础上，提炼出基于个性又
高于个性、综合个性的需求信
息，以此定位学校的人才培养
目标和专业设置。

超前谋划：开创“忙”
起来的未来空间

对于中等职业学校来说，
“忙”意味着有市场，孕育着
发展的希望。中等职业学校必
须不停顿地围绕市场转，不断
地巩固市场、发展市场、开辟
市场，乃至于创造市场，为

“忙”开创未来空间。
职业学校创造市场，存有

两层含义。一是现有市场的开
拓。既包括行业、企业等外部
市场的开辟，也包括内部市场
的开发，特别是目前存有许多
空间的学生市场。如何让学生
喜欢学校、喜欢学习；如何让
学生感觉到职业教育有意思、
有意义，让学生在玩中学习、
在玩中成长；如何让教师在快
乐中完成教育教学任务，实现
快乐教学，这些都需要通过市
场开发来实现。二是未来市场
的创造。现代科学技术一日千
里、迅速发展，每天都有一些
职业被淘汰、一些新职业在诞
生，新职业的出现迫切需要相
应的专业技术人员，而这一切
都需要职业学校来完成。

创造市场需要职业学校做
好两方面工作。一方面要确立
积极进取的意识。市场单纯靠
守是守不住的，只有不断开拓
才能真正拥有。另一方面在满
足今天市场的同时，积极研究
明天的市场，提前谋划，做好适
应明天市场的准备。相对来讲，
职业学校满足今天的市场比较
容易，适应明天的市场却比较
难。人才培养相对于市场现实
需求本身就具有滞后性，而且
需求主体在人力资源市场上一
直处于强势地位，具有较大的
话语权，是人力资源市场上的
强者。职业学校要取得市场上
的主动权，必须将需求主体，特
别是行业企业引入学校人才培
养过程。只有这样，中等职业
教育才能赢得市场、拥有市场，
长久处于“忙”的状态之中。

（作者系江苏省扬州商务
高等职业学校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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