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5月7日 星期二

09
主编：翟帆 编辑：翟帆 设计：白弋 校对：赵阳 电话:010-82296638 邮箱:zjzk@edumail.com.cn QQ群：88658765

职教周刊
交流办学经验 服务职教实践

研者视界

“双高计划”建设专栏

职苑评说

高等职业教育是我国现代职业教
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职业教育
类型化发展的引领者，是优化高等教
育结构和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的
重要途径。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
和专业建设计划 （“双高计划”），
是继高职示范校 （骨干校） 项目之
后，面对以人工智能、互联网+、大
数据为主的新经济、新技术、新业态
的新一轮产业革命挑战下的中国高等
职业教育的重要战略部署，对于职业
教育向类型教育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
和战略意义。

“双高计划”引领现代职业教育
人才培养理念变革。职业教育与普
通教育一样，是人人可以成才、人
人可以出彩的教育。回顾我国职业
教 育 特 别 是 高 等 职 业 教 育 发 展 历
程，其人才培养目标逐渐向培养复
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向德智体美劳
全 面 发 展 ， 向 培 养 知 识 型 、 技 能
型、创新型劳动者转变。这就要求
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在不断提

升社会服务能力的同时，树立以学
生为中心的理念，在人的全面发展
与服务经济社会中寻求平衡，关注
学生职业素养、通识能力和可持续
学习能力的培养，为学生分类可持
续的职业发展提供可能。

“双高计划”引领职业院校办学
理念的变革。面对新经济新技术带来
的生产技术、组织模式快速变化，在
培养服务区域发展的高素质技术技能
人才之外，重点服务企业特别是中小
微企业的技术研发和产品升级成为
高职学校办学功能的重要延伸。这
需要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要明
确不同于普通大学以基础性、原理
性研究的科研创新定位，聚焦于中
小微企业生产工艺等应用性研究，
探 索 符 合 自 身 特 色 的 技 术 创 新 模
式，成为区域产业优化升级的重要
创新源、技术源和人才源，使技术
创新成为高职学校内在基因，探索
技术创新与教育教学的有机互动模
式，以技术创新反哺教学，实现技

能人才与技术创新的集成供给，形
成“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社会服
务、文化传承”有机互动的职业院
校办学模式。

“双高计划”引领职业院校现代
治理能力提升。《国家职业教育改革
实施方案》 明确了职业教育标准建设
机制——教育部门根据职业标准制定
国家教学标准，职业院校根据国家教
学标准，通过校企合作方式进行人才
培养方案开发。我国以学校为主的
职业教育体系，决定了产教融合、
校企合作质量对职业教育标准构建
起着决定性作用。这需要中国特色
高水平高职学校不断创新深化产教
融合、校企合作，吸引社会力量多
种形式举办和参与职业院校办学，
积极打造学校与社会、科研生产与
教学、内部资源与外部资源互为交
融的开放式无边界组织模式，不断
优化和完善治理结构和机制，加强
院校自身能力建设，推动企业高水
平参与，实现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和

企业自身利益同频共振，推动形成校
企命运共同体。

“双高计划”引领职业院校人才
培养模式变革。“双高计划”建设的
核心是专业群建设。专业是人才培养
的基本单位。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到
来，使企业生产模式、组织形式和人
才需求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在以智
能制造为主的新技术新经济的背景
下，生产过程去分工化、人才结构去
分层化、技能操作高端化、生产方式
研究化、服务与生产一体化成为工作
模式的根本性特征。面对技术和职业
的快速更新和更迭，需要中国特色高
水平高职学校破除内部壁垒，构建基
于专业群的专业动态调整机制，打造
院系合作、专业融合的学习型组织，
践行专业群平台与特色化发展的理
念，打造学生个性发展与分流分层的
人才培养模式。

“双高计划”引领职业教育国际
化进程。从职业教育国际化的模式
看，无论是德国的双元制，还是北美

的 CBE 模式、澳大利亚的 TAFE 模
式，都是在支持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
过程中，逐步形成理论化、系统化、
标准化的职业教育特色模式，伴随其
产业变迁与转移进程，推动职业教育
的国际化进程。经过多年的发展，我
国以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
合、知行合一为主要理念的中国特色
职业教育模式业已形成，一批具有国
际水平的职业院校在服务区域经济发
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需要中国特
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在创新实践过程
中，积极推进中国特色职业教育模式
的理论化、系统化和标准化建设，以

“一带一路”“中国制造 2025”等为
载体，积极探索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化
的模式与路径。

当前，我国职业教育正处于改革
发展“深水期”的关键时期，“双高
计划”必将成为职业教育向类型教育
发展的引领者，带动中国特色、世界
水平职业教育体系的发展与完善。

（作者系天津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双高计划”引领职业教育向类型教育发展
潘海生

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启动中国特
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

（“双高计划”），准备集中力量建设 50
所左右高水平高职学校和 150 个左右
高水平专业群，打造技术技能人才培
养高地和技术技能创新服务平台。从
示范（骨干）校建设，到优质校建设，再
到“双高计划”，最为明显的区别就是
将专业群建设摆在了一个更为突出的
位置，在建设高水平高职学校的同时，
着力建设一批服务、支撑、推动国家重
点产业和区域支柱产业的高水平专业
群。专业群建设绝不是不同专业之间
的机械组合，而是基于产业链条上相
互关联的职业岗位群而建构的能够实
现跨界、协调、互通而又一贯的人才培
养新载体，实现从单一专业到复合专
业的跨越。这意味着专业群建设是对
传统专业建设范式的一种革命，必须
走出一条不同于以往的新道路。当
前，绝大部分高职学校已经开展专业
群建设的实践探索，但由于受到学科
思维的羁绊以及传统专业建设模式的
影响，专业群建设容易走入如下误区。

误区一：专业群组建“随
意拉郎配”

专业群组建是专业群建设的首要

问题，唯有科学组建才能够真正发挥
“集群”优势，倘若所组建的专业群
在没有展开深入的产业调研基础上就
随意“拉郎配”，不仅不能发挥专业
群资源共享、协同发展的优势，反而
会造成群内各专业之间的相互“扯
皮”和“内耗”。

当前专业群组建已出现一些不好
的苗头：其一，“临时抱佛脚”。有高
职学校开展专业群建设的动机不是出
于服务区域产业发展的需要，而仅仅
是为了通过专业群的“包装”申报政
府的相关项目，在功利性动机的指引
下，专业群组建的方法通常就是按照
一定的评价标准对现有的专业进行

“排队”，然后按照政府项目评审的需
求择优申报，出现在不同的时间一个
专业属于不同专业群的怪象。

其二，“换汤不换药”。专业群如
何组建缺乏前期充分的科学调研，就
是对旧有专业教学资源的重新整合，
在缺乏对区域产业发展趋势及岗位人
才需求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基础上，仅
凭自身的主观经验就将一些原有专业
组建成群。

其三，组建“学科化”。由于高
职学校教师主要来自学术型高校，对
职业教育专业设置模式缺乏深入的认

知与了解，出现以学科分类思维作为
组建专业群的主要依据，仅着重考虑
专业之间的学科基础，缺乏对专业所
对应的职业岗位基础的深入调查，从
而造成专业群与区域产业发展人才需
求的脱节。

要想避免上述情况，专业群组建
应对服务面向的区域产业集群的类型
与特征及人才需求展开深入调研，基
于所服务面向的职业岗位群的内在逻
辑关联设置与其相匹配的专业群。

误区二：专业群整合“形
聚而神散”

专业群组建仅是专业群建设的起
始阶段，更为重要的是如何打通专业
之间有形无形的边界，实现群内资源
的多维深度互融。有高职学校在专业
群建设上仅重视前期的组建工作，将
专业群建设等同于专业群组建，组建
工作完成后，各个专业仍然是“各自
为政”，不仅各专业之间未能够形成
良好的协同发展态势，反而存在着互
相排斥与资源争夺的现象。

之所以会出现这一现象，是由于
高职学校忽视了专业群组织管理制度
的建立以及一体化专业群课程体系的
构建，前者是专业群真正发挥“群”
效益的制度保障，而后者则是群内专
业资源整合的根本指针与依据。由于
未能根据专业群的规模以及类型建立
相匹配的专业群管理机制，造成专业
之间的固有隔阂依然存在，专业间的
资源整合困难重重。

同样，由于未能构建一体化的专

业群课程体系，在师资、实训、教学
资源库等资源的整合上也因为缺乏课
程所提供的框架依据而步履维艰。要
想避免上述误区，专业群组建之后的
首要任务就是建立一体化专业群管理
机制并开发专业群课程体系，从而为
专业群资源整合提供制度保障和根本
依据。

误区三：专业群评价“新
瓶装旧酒”

建立科学而系统全面的专业群评
价体系是推进专业群建设的重要抓
手，但当前政府和学校对专业群的评
价都重视不够，仍然主要聚焦于对单
个专业的评价。如政府部门开展的高
职学校优势专业、特色专业的遴选主
要以单个专业为主，以专业群为依据
的评价工作尚未开展，而且各高职学
校在对内部各专业竞争力的评价上也
同样以单个专业为主。尽管也有部分
学校已经开始探索以专业群评价为依
据进行内部资源的分配整合，但无论
是理念上还是路径上都没有超越传统
的专业评价模式。

专业群建设同单个专业建设无论
是在理念还是在具体路径上都存在根
本不同，专业群绝不是不同专业之间
的机械组合，而是通过管理制度、课
程体系、团队构建等建群举措实现群
内专业之间互融共通，从而发挥集群
优势达到培养胜任多岗位任务要求的
复合型高技能人才目标。

要想避免上述误区，应根据专业
群建设的独特性要求及建设重点，构

建定量与定性互融、全面与重点兼备
的评价指标体系。

误区四：专业群优化“关
起门造车”

专业群建设是一个动态过程而不
是静态结果，这是因为专业群与区域
产业集群之间存在着紧密的互动关
联。随着新技术、新工艺在生产、服
务过程中的广泛与深度应用，专业群
所服务的产业集群内部技术技能职业
岗位的分布模式与内部关联都将随之
而变，甚至某些岗位群会随着新技术
的应用而消失，专业群同区域产业集
群之间紧密的互动关联决定了唯有实
现产教深度融合才能够保证专业群建
设不会落伍被淘汰。

当前高职学校专业群的动态优化
调整同区域产业集群之间的关联度并
不高，这表现为针对专业群的评价主
要限于学校内部和政府部门，行业、
企业以及第三方无论是在参与的主动
性还是在参与路径上都存在着明显的
不足和缺位。

此外，一些高职学校在专业群建
设上也缺乏行业、企业等产业主体的
积极参与，缺乏产教融合的交流合作
平台，从专业群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
到实施，行业、企业的参与度都呈现
较低的水平。因此，为了保持专业群
建设的内在动力和外在活力，必须通
过多维度、深层次的产教融合，实现
人才链与产业链的持续动态匹配。

（作者单位：浙江省现代职业教
育研究中心）

专业群建设是对传统专业建设范式的一种革命，必须走出一条不同于以往的新道路

打造高水平专业群重在专业资源整合
王亚南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我国的职业教
育也是发展中的职业教育。新时代对我
国职业教育的改革发展，提出了加快改
革开放进程，加大对外开放力度的新要
求。澳大利亚职业教育被认为是世界成
功的职业教育模式之一，特别是其培训
包制度，被世界各国广泛学习借鉴。每
年，国内都会有众多职业教育研究者和
实践者去澳大利亚参观学习。那么，我
们应该如何学习国外职业教育的先进经
验？

首先，要了解国外的优势在哪里，
哪些可以借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
业教育的快速发展得到了国际上的普遍
认可与关注。我们要学习的是澳大利亚
职业教育真正具有优势的地方，以真正
提升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水平。目前，
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得到世界各国普遍认
可的先进经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国家统一的学历资格框架，其中的
核心是培训包，这也是澳大利亚职业教
育模式的主要特色和优势。二是产业驱
动与主导的产教合作模式。三是以兼职
教师为主的职教师资队伍建设模式，如
要求职校教师必须有 5 年行业经历、具
有教师资格证、具有 4 级职业资格证的
严格准入制度。四是融入终身学习理
念。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尽管有优势，但
不一定全部适合我国。要分析我国职业
教育发展中的需求，厘清向澳大利亚职
业教育学习什么。比如，可学习借鉴澳
大利亚职业教育 TAFE 模式，在 《国家
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 提出的“1+
X”证书制度中加以应用；学习澳大利
亚职教师资队伍建设模式，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
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推动新时
代高质量职教师资队伍建设等。

其次，要从本位主义出发，学习借
鉴以取得实效为目标。提到本位主义，
通常会被认为站位不高、视野不宽、难
以把握全局。但我们学习澳大利亚职业
教育时，恰恰需要的就是本位主义，从
工作本位出发，在现有工作基础上去学
习，以真正改进工作为目标。如果我们
的学习不能在教学实践和管理实践中取
得实效，就不能说学习有成效。比如，
要解决我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校企合
作中存在的问题，既要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大提出的“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
作”的精神，又要结合现实职业教育发
展过程中的产教结合而不融合的问题、
校企合作不紧密的问题、行业企业参与
不积极的问题，在落实《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和教育
部等六部门关于印发《职业学校校企合
作促进办法》的通知等精神中，学习借
鉴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与产业合作的先进
经验和做法，切实推动我国职业教育的
产结融合、校企合作向纵深发展。

再其次，学习借鉴要勇于创新，从
基层、从学校率先突破。学习发达国家
先进的职业教育经验，不能总是寄希望
于国家从制度和体制上进行整体变革，
而是要敢于创新，在现有管理体制、办
学机制下，在投入不足、企业参与度不
高的现实中，因地制宜、因校制宜地进
行本土化探索。比如，在现有国家制度
层面没有大的变革的情况下，可以以
省、市为单位进行改革探索；比如，在
行政管理体制没有进行改革的情况下，
可以在学校层面进行探索；比如，学校
难以统一进行改革，可以在本专业率先
开展尝试；比如，可以结合自己的具体
教学活动，在课堂上适度改进，吸取学
习澳大利亚职业教育灵活学制、分层教
学、学分积累、能力评估等理念。

澳大利亚职业教育由产业主导研制
培训包，以能力本位制订能力单元，以
资格证书衔接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形
成了产教融合、标准引领、证书统一的
培训包制度。这方面的经验，对于推进
技能大赛全员化具有较好的借鉴意义。
河南省在推进技能大赛全员化的工作
中，已经初步形成了“面向全体学生、
推动全员参与、彰显职教公平、促进质
量提升”的技能竞赛制度，并在国际职
业教育研讨会和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总结会议上介绍了经验。推进技能大赛
全员化进程，可以学习借鉴澳大利亚职
业教育培训包的做法。通过产教融合、
校企合作，在现有各专业技能标准的基
础上，以产业为主导提炼行业通用基本
核心技能，形成一套满足行业企业需
要、对接职业标准要求、体现专业核心
技能、注重工匠精神培养的技能大赛内
容体系，同时把专业基本核心技能融入
日常教学，实现以赛促教、以赛评教，
推动以赛代考。

（作者单位：河南省教育厅职成教处）

国外先进职教模式
如何为我所用

史文生

张家口市职教中心从传承和开创的角度去改进传统技
艺，积极弘扬张家口“口菜”饮食文化，将每一道菜品都体
现出味道的厚薄，承载出文化的积淀，真正做到食色生香。
多年来，该校师生在国家、省、市各级各类烹饪大赛中摘金
夺银，学生就业率连续 30 多年达到 100%，1000 余名毕业生
成为京津冀地区各大高星级宾馆酒店的名厨、骨干，学校也
被誉为“河北名厨的摇篮”。特别是在北京张家口承办 2022
年冬奥会之际，学校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开展酒店服务人才
培训及2022年冬奥会餐饮人才培养培训1000多人次。

图为张家口市职教中心烹饪专业师生在进行中、西餐面
点实训。

通讯员 贾炜 本报记者 张学军 摄影报道

提高技能 服务冬奥

从示范（骨干）校建设，到优质校建设，再到“双高计划”，最
为明显的区别就是将专业群建设摆在了一个更为突出的位置，在建
设高水平高职学校的同时，着力建设一批服务、支撑、推动国家重
点产业和区域支柱产业的高水平专业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