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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周刊
追踪国际教育 服务留学需要

欧洲的职业教育培训拥有很长
的发展历程，相较于其他地区也起
步较早。以技艺传播为基础的培训
模式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晚期，随着
城市生活和商品贸易的发展，衍生
出大量的商品需求。

西班牙的职业教育培训可以追
溯到 18 世纪，波旁王朝期间国家要
求建立生产工厂，并建立学校对工
人进行技能培训。1911 年，西班牙
颁布学习合同法，建立了雇主与学
徒之间的关系，但二者在专业能力
上依旧存在一定的缺陷。1931 年，
西班牙公共教育部建立了职业技术
教育总局，旨在通过职业教育进行
社会改革，随后又建立了针对农业
和畜牧业培训的理工学院。

1955 年至 1989 年间，西班牙建
立了 21 所劳动大学，进行包含职业
教 育 培 训 在 内 的 通 识 教 育 。 1990
年，西班牙颁布 《教育制度总合整
备组织法 （LOGSE）》，在职业培训
方面强调对学生进行专业领域的适
应市场需要的教育，将职业培训分
为 中 级 培 训 和 高 级 培 训 两 种 。 随
后，西班牙开始了职业教育培训体
系的一系列改革，以适应日渐复杂
的市场需求，并引入了“终身教育

培训”的概念。
2013 年颁布的 《提高教育质量

组织法 （LOMCE）》 将提高学生
的就业能力作为主要目标之一，并
积极响应欧盟 2020 战略在提高教育
水平方面的号召，明确到 2020 年，
将辍学率降至 10％以下，30 至 34
岁的人口中至少有 40％完成高等教
育或同等水平教育。此外，该法案
还强调学校与企业之间的过渡和联
系，实现学校与企业之间的双轨培
训模式。

2015 年，西班牙政府对职业教
育培训体系做了进一步的完善和整
合，强调对职业培训资格和技能的
监管与控制，增加培训过程的透明
度，加强对在职工作者和失业者的
个人能力评估，完善并实时更新参
与培训及工作人员的培训信息，为
其提供培训和就业的可能性，并加
大对职业培训市场的经济支持。

2018 年，西班牙政府对职业教
育培训体系进行了更加符合当前经
济社会的改革，加强政府、教育组
织和企业之间的合作，更新、完善
当前的培训内容，加入高技术领域
的职业培训项目，并简化职业技能
认证过程。

专业领域培训 打造适应市场需要的教育

美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近日发布报告 《受
教育程度与成年人失业或未充分就业比率之
间的关系》。该报告数据表明，受教育程度
与失业和非自愿兼职工作呈负相关，也就是
说，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成年人相比，未完
成高中学业的成年人从事非自愿临时工作的
比例更高。

据悉，该报告数据来自美国成人培训和
教育调查。该调查作为 2016 年美国家庭教
育调查项目的一部分，收集了 4.7 万余名 16
岁至 65 岁未上高中的成年人的代表性样本
信息。

调查发现，虽然劳动力利用率不足没有
一个固定的定义，但它反映了工人无法像他
们希望的那样充分工作的程度。衡量劳动力
利用率不足的一个常用指标是失业率，它表
明想要工作但找不到工作的程度。

该协会收集了两项衡量就业不足的指
标：一项是做兼职，但更愿意做全职(非自
愿兼职)；另一项是做临时工作，但更愿意
做长期工作。这一数据对应3个指标来检验
劳动力利用率不足。在美国劳工统计局的
调查对象中，9%的人失业，2.5%的人是非
自愿兼职，4%的人是非自愿临时工。综合
来看，这些指标的应用使劳动力利用率降
低了17%。

（王葛平）

美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报告
显示就业与受教育程度相关

国际观察·世界职业教育之旅②

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欧盟提出了职业教育一体化方案，致力于
提高欧盟的区域和国家竞争力，将欧盟转变为世界上具有活力的经济体。
在欧盟职业教育培训成熟发展的环境下，西班牙的职业教育培训体系也日
渐完善。

2018年，西班牙新政府对职业教育培训体系进行了更加符合当前经济
社会的改革，面对当前“工业 4.0”的社会经济革命，引入高技术领域的职业
培训项目，旨在建立一个灵活、创新、现代化、国际化的职业教育培训体系。

为了达到更好应对市场、提高劳
动者就业机会的目标，西班牙政府于
2002 年设立了国家职业资格制度，
旨在通过职业培训资格制度进行劳动
者和就业需求之间更好的协调与匹
配，同时通过该制度使劳动者能够更
好地融入复杂多变的就业市场。

此外，该制度更重要的一点是，
将目光聚焦于企业市场对劳动者竞争
力的需求，企业可以通过国家职业资
格标准和制度进行劳动力的匹配与调
度。同年，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发
布欧洲资格框架，旨在建立不同国
家、不同资格体系之间的转换、认可
和继续学习机制，提高各资格间的透
明度和流动性，推进终身学习。

2008 年金融危机后，随着经济
的复苏、市场的回暖和当前全球科技
革命的推进，单纯的学院毕业生已经
无法满足就业市场需求，而职业教育
培训模式恰恰可以填补传统教育体系
在向就业市场输送优质人才方面的缺
陷。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以下
简称“经合组织”） 发布的 《2018
年教育概览》，自2007年以来，西班
牙 15—29 岁的青年人的辍学失业率

一直高于经合组织和欧盟国家的平均
数据。但西班牙国家教育指标体系
2018年数据指出，在职业教育体系逐
渐完善之后，西班牙义务教育和高等
教育的学生入学率已经逐步提高，学
生辍学率也在逐渐下降。与此同时，
走出校园的青年在职业上的专业技能
也面临一大挑战，西班牙的教育体系
需要关注培养拥有更高水平技能的、
更快适应劳动力市场需求的人才。

当前，在西班牙的教育体系中，
职业培训内容共包括 26 个专业领域
150 多个培训项目。根据西班牙教育
体系中职业培训的结构，每个专业领
域都提供 3 个不同等级的培训周期，
分别是基础职业培训、中级职业培训
和高级职业培训。

根据西班牙教育与职业培训部统
计，2007—2008 学年至 2015—2016
学年，西班牙注册中级职业培训和高
级职业培训的学生增长近 60%，从
45 万多人增长至近 72 万人。同期，
参加远程职业培训的学生人数也从 1
万多上升至近 6 万。2018 年西班牙
职业教育培训注册总人数为 76.54
万，其中发展最好的地区是安达卢西
亚自治区，有近 13.5 万，占全国总

双轨制职业培训 应对复杂多变的就业市场

2004 年，西班牙政府完善了
国家职业资格制度，规定通过领域
类别和资格水平对劳动者的职业资
格进行评估。此次改革的目的在于
增加劳动者的专业化水平以改善其
就业层次；增加职业教育培训体
系 的 内 容 以 应 对 就 业 市 场 的 需
求；消除专业间的障碍以丰富劳
动者本身的就业进程，并促进劳
动者的终身学习；创建一个动态
认证体系和培训进程以记录培训
者或劳动者的全部培训经历和技
能。

在职业技能评估和认证方面，
培训者获得的职业培训证书和职业
资格证书由全国各地主管部门颁发
且全国范围内有效，并在欧盟范围
内认可。此外，通过工作经验或非
正规培训获得的专业资格，可以国
家专业资格目录为指导进行客观和
严谨的认证与评估。对于未完成职
业培训、未获得职业培训证书和职
业资格证书的培训者，将酌情对其
培训成果进行评估和累计，直至最
后获得相应证书。

根据西班牙教育体系框架，经
过高级职业培训的学生将获得高级
技师资格证书，且同接受普通高中
教育的学生一样，可正常接受大学
教育。西班牙通过技能的评估、认
证，及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学历水
平的对接，大大改善了职业培训在
学生中的消极形象。

为了更好地发展不断适应市场

需求的职业培训，完善、提高职业
培训教师的专业能力是一项重要的
任务，西班牙政府和各自治区在教
师培训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例
如，马德里自治区教育创新和资助
总局创立了区域创新和培训中心。
该中心每年会提出职业培训教师培
训计划，规定每年为教师提供两次
培训课程，分别在暑假前期和后
期，教师可根据个人情况选择培训
时间，申请不受人数和地域限制。
每位教师每期最多可注册 3 项培训
活动，且同期注册的培训课程不能
重合。该中心提供 92 个与职业培
训相关的教师培训活动，覆盖的专
业领域非常广泛，包括文化、医
学、工业、职业培训体系的运作和
转型等方面，不仅能完善教师在专
业领域的个人能力，还能使教师更
加了解市场发展需求，丰富个人能
力。

在职业培训的经济支持方面，
西班牙政府也颁布了多项奖学金鼓
励项目，奖学金项目主要分为 4
类：学习奖学金、课外活动经济资
助、交流资助和获奖。其中，学习
奖学金包括义务教育后期学生奖学
金和特殊需求学生教育支持；职业
培训相关课外活动经济资助项目为
落后地区制订教育恢复和利用计
划，该计划旨在使生活在城市的年
轻人接近、了解农村生活，保持地
区环境的平衡发展，包括环境、健
康、文化等领域。

在奖项方面，西班牙政府为职
业教育提供了 3 个主要奖项：非大
学生学业成绩国家教育奖、高级职
业培训杰出奖和职业培训质量与创
新优秀实践奖。前两项均根据学生
平均成绩、学术成就和专业贡献向
参与高级职业培训的学生提供，用
于鼓励学生的创新和就业积极性。
最后一项旨在表彰为职业培训创新
和完善作出贡献的教师与学生团
队，并作为其他培训中心的参考模
范，利于职业教育培训体系的全面
完善改革。

西班牙政府除了在国内为职业
教育发展提出政治、经济等方面的
政策外，还注重加强国际合作。其
中，最突出的国际合作项目就是

“ 伊 拉 斯 莫 + ” 计 划 （Eras-
mus+），通过与全球其他国家建
立战略伙伴关系，使学生或教师能
够在其他国家的培训机构或企业进
行学习或实践，增加学生的就业
机会和个人技能，提高西班牙的
职业培训质量和经济竞争力。参
与职业培训的学生可以通过该项
目在国外企业进行实习，获得相
应的工作经验；培训教师可以通过
该项目在其他国家的企业或培训中
心进行培训、教学观摩、授课和经
验分享，通过学习借鉴提高自身的
竞争力，并促进职业培训的现代化
发展。

（作者单位：中国驻西班牙使
馆教育组）

国家职业资格制度 改善职业教育培训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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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正在建立一个灵活、创新、现代化、国际化的职业教育培训体系——

西班牙职教从传统一路走来
钟熙维 王洪卉

环球快报

日前，世界银行与多米尼加共和国政府
合作，召集 10 个拉丁美洲国家和美国的政
府与非政府组织代表，举办了一次关于校长
培训的研讨会，回应提升校长素质对解决全
球学习危机的特别意义。

除教师外，校长是关系学生学习的重要
因素之一。然而，校长的选拔、培训、支持
和激励机制，直到最近才成为许多中低收入
国家教育政策讨论的焦点。在为期两天的研
讨会中，与会者就拉美地区日益增多的校长
培训项目交流意见，并就各国在帮助校长有
效管理学校方面的成功经验和面临的挑战进
行了讨论。

研讨会就拉丁美洲校长专业发展形成共
识——创新校长培训项目，反思校长作为学
校变革主要推动者的角色，才能显著影响学
习；培训内容和校长角色是可以变化的，但
不变的是，有效的培训项目都把学生成功作
为其最终目标；在校长培训方面需要协调多
方力量，形成更为广泛的政策框架，这是关
系培训效果最大化的关键。

在世界银行的支持下，多米尼加共和国
在研讨会期间启动了新的校长培训计划。该
计划旨在增强校长的一些具体能力，协调多
方力量，培训各级学校系统管理人才。今
后，世界银行将借鉴拉美经验，帮助其他国
家和地区学校与教育体系培养高素质管理人
才。 （白宇）

世行参与拉美教育发展
探索校长培训创新项目

根据法国国民教育部消息，2019 年法
国教师资格考试已全面启动。法国教师具有
公务员身份，通过教师资格考试是必要条
件。在幼儿园或小学任教的教师需参加小学
教师资格考试，在中学任教的教师需参加中
学教师资格考试。

2019 年度，法国政府提供了 13390 个
中学教师岗位，其中包括330个教育类咨询
师岗位和200个教育心理专家岗位。从竞考
渠道来看，外部竞考提供了 10180 个中学
教师岗位；内部竞考提供了 2790 个中学教
师岗位；第三类竞考提供了420个中学教师
岗位。从外部竞考中的不同考试类别来看，
中等教师资格岗位最多，共计 5460 个；其
次是职业高中教师岗位，共计 1435 个；中
等教师最高资格岗位共计1555个。

小学教师资格考试主要由法国各学区组
织。考试流程分为“可录取考试”与“录取
考试”。考生在通过“可录取考试”之后才
能参加“录取考试”。“可录取考试”主要是
笔试，科目为法语和数学。考试内容主要建
立在小学教学大纲基础之上，评估候选人是
否具备教授对应小学课程的所需素养。“录
取考试”由两轮口语考试组成，评委将考查
候选人的口才表达能力及与其教授科目相关
的科学、教学、哲学、文化和社会问题的批
判性思维能力等。

中学教师资格考试与小学教师资格考试
流程类似，但又细分为五大类考试，分别
为：中等教师资格，持证者可在中学任教；
体育教师资格，持证者可在中学教授体育类
相关学科；技术教师资格，持证者可在中学
教授技术类课程；职业高中教师资格，持证
者可在职业高等学校任教；中等教师最高资
格,该类竞考只允许具备硕士二年级学历的
学生报考，持证者除了可在高中任教外，还
可以在精英学院预科班或是公立大学任教。

（熊梓吟）

法国教师资格考试
强调表达能力与批判性思维

人数的17.6%。
近年来，注册学生人数的增加

和企业需求的不断增长，也使职业
教育培训成为一种在培训和就业方
面最有效果、最有优势的方式。尤
其是在 2012 年西班牙政府进行双
轨制职业培训改革之后，注册人数

逐年增加。
与此同时，双轨制职业培训模

式还提升了就业率。通过该模式在
企业进行实习的学生，完成全部培
训后很容易就业，且大部分集中于
新兴和创新的经济领域。这不仅满
足了西班牙中小型企业对专业员工

的需求，同时也为西班牙中小型企
业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据西班
牙国家公共就业服务局 2018 年就
业市场数据统计，完成职业教育培
训的 16 到 29 岁的年轻人就业率比
上年增加 1.82％，失业率比上年减
少6.23%。

近日，美国纽约市教育局长理
查德·卡兰萨 （Richard A. Car-
ranza） 宣 称 ， 纽 约 市 在 2018—
2019学年新开设了47个职业和技术
教育课程项目。到 2018 年底，纽约
市中学的职业和技术教育课程项目
总量达 301 个，这些项目广泛地开
设于全市的135所中学，惠及64000
余名中学生。

正在纽约市开展的职业和技术
教育课程项目由一系列设计严谨的
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组成。这些课
程对应着不同的职业领域，能够为
中学生升入两年或四年的大学或直
接走向工作岗位提供无缝对接。

学生通过在中学阶段学习这类
课程，能够更加清晰地了解自身的
职业路径和发展方向，也能够打破
大学入学需求课程和职业培训课程

之间的壁垒，减少学生因学业规划
问题而产生的迷茫与焦虑。

纽 约 市 市 长 比 尔 · 布 拉 西 奥
（Bill de Blasio） 也表示，看到越
来越多的中学将“基于社会实践的
职业和技术课程”直接搬进了课
堂。布拉西奥还指出，纽约市的职
业和技术课程项目能够覆盖到下属5
个区的所有中学生，能够为所有学
生提供平等和卓越的教育，能够为
他们升入大学、掌握职业技能提供
重要支撑。

这 47 个新开设的职业和技术课
程是根据纽约市经济发展中最急需
的人才类别进行匹配设置的，主要
集中于服务与旅游业、建筑业、艺
术、影音技术、通讯、信息技术、
法律、公共安全、科技研究、工
程、健康科学、运输、配送、物流

和制造业生产等领域，所对应的具
体岗位达 80 余种。学生在完成这些
课程项目后可以选择进入高等教育
机构学习，也可以直接走向人才市
场择业；学生既可以选择技术培训
类课程或去当学徒，也可以走进与
自身兴趣相符合的专业技术学校学
习，还可以同时选择上述的所有安
排。

纽约市曼哈顿区区长盖尔·布
鲁尔 （Gale A. Brewer） 表示，这
些课程为学生走向成功提供了多元
路径。这些设计缜密的课程既可以
保证部分学生正常地升入大学，也
能够通过严格的职业训练为学生信
心满满地走向人才市场提供保障。

美国国会众议员阿德里亚诺·
埃斯帕莱特 （Adriano Espaillat）
表示，科学和技术教育在帮助学生

更好地应对急剧变化的人才需求趋
势上发挥着重要作用，纽约市正在
开展的职业和技术教育项目能够为
学生提供公平的教育机会，对于纽
约市 64000 余名中学生的学术能力
和职业发展都将十分有益。

美国国会参议员贾马尔·贝利
（Jamaal Bailey） 认为，在这个变
动不居的时代，学生只有拥有多项
技能才能更好地参与竞争，通过为
学生提供一种适合他们的教育来发
展他们的技能是至关重要的，应该
摒弃那种过时的、拿一种课程教授
所有学生的教育理念。

据悉，纽约市逐年增加职业和
技术课程项目，既是近年来一以贯
之的一项教育改革项目，也是纽约
市大力推进“公平与卓越教育”政
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

是为学生的学术成就和职业发展提
供多元选择。

在美国纽约州，职业和技术课
程项目总量达到了 1100 多个，全州
有超过 100 万名学生通过修读这门
课程而受益。纽约州将职业和技术
课程项目分为农业教育，商业和市
场营销教育，家庭和消费科学教
育，健康职业教育，科技教育，贸
易、技术和工业教育等领域。

在 这 类 课 程 的 监 督 与 管 理 方
面，纽约州通过成立专门的委员会
来负责监督和有序推进，同时也如
实地记录所有学生的学习与技能获
得情况，并将这些连载的记录作为
以后学生向雇主表明职业能力的重
要凭证。

（作者单位：北京教育科学研究
院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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