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编辑：陈宁一 编辑出版：浙江教育报社 社址：杭州市文三路求智巷3号 邮政编码：310012 订阅处：全国各地邮局（所） 定价：每期0.70元 广告许可证：杭工商广字330100400123号 广告联系电话：87778177 印刷：杭报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体育场路218号

4 职业教育 2019年3月15日 星期五责任编辑：胡梦甜 版面设计：苇 渡

电话：0571-87778089

E-mail：jybzjb@sina.com

□王 姬

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被写入政府工

作报告，创新创业教育再次引起万众瞩目，无论

是学术界还是教育界都对创新创业教育高度重

视。近年来，中职学校普遍重视创新创业教育，

不少中职学校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创建创新

实验室、创业一条街或创业园，创新创业教育开

展得如火如荼。但与此同时，常常会听到一些

质疑之声，一些教师认为“花哨创客”荒废了“主

课的田”，学校搞创新创业教育是面子工程，教

师搞创新创业会耽误专业发展，学生搞创新创

业会分散学习精力。

为何会有这样的想法，笔者认为主要基于

以下三点原因。

1.对创新创业教育的定位不清晰。很多中

职学校对创新创业教育的认识仍然停留在“开

一门课、设一条街、添一些设备、建一个创业园”

的层面。创新创业教育的成效评价基本都以媒

体关注度、比赛获奖情况、店铺经济效益等来衡

量，给人感觉“花哨”的背后缺乏内涵，不免引人

诟病。

2.创新创业课程与专业割裂。在调研中，

笔者发现很多中职学校把创新创业教育等同于

开设一门创新创业入门课程，与专业教学关联

度不大，造成创新创业教育孤岛化。与专业教

学的割裂使得创新创业教育缺乏整体性与系统

性，演变为“零打碎敲”的几个项目组合，这也是

一些教师觉得学生搞创新创业是不务正业的主

要原因。

3.缺少专门化的创新创业教育师资。在调

研中，笔者发现创新创业教育的师资问题比较

突出。具体到学校，大部分创新创业导师是基

于个人兴趣，或者是由学校指定担任。哪些教

师可以担任导师，无论是学校领导还是教师都

无所适从。专业课教师认为搞创新创业教育，

投入过多会影响自己的专业发展。文化课教师

认为创新创业教育与他们无关，无须涉足。创

新创业教育师资的缺失让学校领导头疼，也让

创新创业教育推进艰难。

以上问题有定位问题、课程问题、师资问

题，但说到底还是理念问题。创新创业教育是对人的培养，是

通过技术技能教育，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从而实

现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的教育终极目标。

创新创业教育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不局限于某一

个专业或某一门学科，同时又不能脱离专业的土壤独立存

在。事实证明，创新创业教育真正搞得好的学校都是将创新

创业教育与专业教学相融合。打通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的关

联渠道是开展创新创业教育的有效途径。当然，这种融合是

深层次的，不仅仅是创新创业知识和专业知识的简单叠加，而

是理念与专业教学目标、师资与教学项目设计、活动与校园文

化建设、评价与企业行业标准全方位的融合，这需要教师深入

研究实践。

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言：“处处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

时，人人是创造之人。”只要我们的理念正确，是为了培育学生

的创新素养；路径合理，将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学相融合，

“花哨创客”非但不会荒废“主课的田”，相反，创新创业教育会

让“主课的田”更加肥沃，会让教师专业发展如虎添翼，会让中

职生更加出彩。

（作者系宁波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学校教师，省特级教师）

□本报记者 胡梦甜

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作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要改革完善

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办法，鼓励更多应

届高中毕业生和退役军人、下岗职

工、农民工等报考，今年大规模扩招

100万人。消息一出，一下子引发了

社会热议。

高职院校为何要进行如此大规

模的扩招？这样的变化对职业教育

意味着什么？面对新形势，职业教育

需要做出哪些改变？带着这些问题，

记者采访了部分职教专家、校长。

职业院校办学定位或发生变化
2008~2011年，中国的中职在校

生人数曾出现快速增长。然而，数年

后，尽管高职在校生人数仍保持增长

趋势，作为其生源后备军的中职在校

生人数、招生数量却均在下降。一组

教育部提供的数据显示：2018年全

国共有中职学校1.03万所，比上年减

少331所；招生559.41万人，比上年

下降3.95%；在校生155.84万人，比

上年下降2.55%。

中职在校生人数的缩减为高职

的扩充提出了难题。新的生源从何

而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

中给出的“药方”是，改革完善高职院

校考试招生办法，鼓励更多应届高中

毕业生和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

工等报考。

仔细研读此次政府工作报告可

以发现，“高职扩招100万”的表述并

不是放在教育部分，而是出现在“多

管齐下稳定和扩大就业”这部分。“这

是一个重要信号，职业教育正被纳入

更广阔的政策视野，国家产业结构转

型升级，职业教育发挥的作用至关重

要。”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程江平说道，“此次扩招的目的更在

于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技能

人才支持，也为数以亿计的高中毕业

生、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和农民工提

供通过素质提升而顺利就业的机会，

是将招生和稳就业目标打通考量。”

“无论是两会报告中提到的高职

扩招还是刚刚颁布的《国家职业教育

改革实施方案》，两者一个最典型的

特征就是职业教育培训化，这意味着

职业院校的办学定位和服务职能将

发生重大变化。”程江平说道，“原有

的职教体系纵向上强调中高职衔接，

横向上强调普职融通。未来，职业院

校不再单纯为青年学生提供学历教

育，还将为更广大的社会群体提供以

就业为导向的教育服务，学历教育和

培训并举的职教体系将逐渐形成。”

浙江工业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

学院副教授刘晓对此深表认同：“高

职扩招百万不但赋予了新时代职业

教育新的使命，而且丰富和拓展了新

时代职业教育的教育对象和发展空

间。这意味着职业教育必须依据教

育对象的多样性，在更加开放公平的

维度上为更多潜在的受教育者提供

职业教育机会和高质量服务。”

量的扩张下更要注重质的提升
人社部 2018 年提供的数据显

示，我国技能劳动者超过1.65亿人，

占就业人员总量的21.3%，但其中高

技能人才只有4791万人，仅占就业

人员总量的6.2%，高级技工缺口高达

上千万。

然而，一个现实问题是，虽然我

国已基本建成世界规模最大的职业

教育体系，但是人才培养与企业用人

“脱节”的问题依然存在。浙江大学

教授、国家督学方展画坦言，当前，我

国职业教育普遍存在“普教化”现象，

课程内容陈旧，评价方式单一，职教

特色淡化，教师“一言堂”“满堂灌”的

教学模式根深蒂固。规模与质量是

一体的，后者得不到保证，规模最终

也会消失。

扩招百万的大变革下，职业院校

将面临招生、就业、师资配备、专业结

构调整、人才培养模式转变等方方面

面的挑战。如何在大规模扩招的同

时保证发展质量？此次政府工作报

告把改革探索的目光转向了企业和

社会力量，提出“支持企业和社会力

量兴办职业教育”。

“高等职业教育要学会向外借

力。”程江平说道，“扩招百万，高职院

校将面临巨大的人才培养供给压力，

高职院校不能仅仅将目光局限在自

己身上，而要有一种创新思维，学会

向企业借力，向中职学校借力。如高

职院校可以依托中职名校、名专业，

在中职学校设立分院，借助其师资、

设备、场地等探索五年制职业教育。”

“职业院校要始终坚持就业导向

紧跟社会、行业发展的趋势，研究新

岗位、新技术，只有在育人模式、评价

方式、课程建设等方面进行深层次的

变革，才能保证有品质地扩大规模。”

方展画说。

在浙江金融职业学院院长郑亚莉

看来，职业院校在扩招中应坚持宽进

严出。既要坚持德技并修，将职业技

能培养与职业精神培养相融合，又要

结合区域产业的新发展，动态调整专

业结构，深化专业内涵建设，引导行业

企业用人单位深度参与人才培养。

刘晓同时认为，职业教育要彰显

“立交桥”发展理念，为区域经济发展

提供多层次和高质量的人力资源，为

学生开辟接受更高层级职业教育的

上升通道，使所培养的人才具有宽广

的知识面、出色的复杂问题解决能

力、强大的技术创新能力及出众的社

会服务能力，以保持职业教育与产业

的同步升级。

让职业教育承载更多梦想
天平的一边是职校生源的紧张，

另一边是不断膨胀的市场需求。

曾任平湖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校

长的贺陆军分析，学历不具备优势是

学生在选择学校时淘汰职业类院校

的首要因素，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在

社会心理、社会实践中所遭受的种种

区别对待是职业院校面临从生源到

质量种种困境的根本因素。

“中国教育重视培养学术性人

才，社会对职业教育普遍存在歧视心

理。上不了普高、考不进大学才沦为

读职业院校，像魔咒般困扰着中国绝

大多数学生和家长，也羁绊着职业院

校的行进。要扭转这一切，关键是让

学生和家长消除顾虑，看到希望。”贺

陆军说。

政策正在尝试扭转这一局面，为

即将到来的百万生源铺平道路。

就在 1个月前，国务院公布了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这份

超过8700字的纲领性文件，全方位

阐述了对中国职业教育的改革设

想。《方案》提出，把职业教育摆在教

育改革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中更加

突出的位置，明确职业教育与普通教

育是两种不同的教育类型，具有同等

重要的地位。

郑亚莉认为，中职学校作为我国

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吸引力不

足、社会认可度不高是一个不争的事

实，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升学率低，

未能充分发挥其在现代职教体系中

的基础作用。高职扩招100万人，势

必大幅提高中职生升入高职院校的

比例，真正打通职教体系的薄弱环

节，进而增强职业教育的吸引力。

高职扩招100万人，如何吸引社

会群体前来求学？贺陆军建议，制定

国家助学政策，为求学人员提供相应

的助学金、奖学金、贷学金；由企业委

培，动员企业参与招生、教学工作；采

取“企业推荐+入学考试”相结合的方

法制定招生政策，保留求学人员原工

作单位的员工身份；高职院校采取

“在校集中学习+回原单位实习”的模

式探索更灵活的教学机制。

此时，处于天平另一端的职业院

校已经在焦急地等待落地后的政策

能够为他们带来实质性的好处——

让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进得来、留得

住、学得好、有奔头。

□本报通讯员 陆宗尧
杜福强

近日，一场“明码标价、无人售

货”的爱心义卖活动在宁波市镇海区

职业教育中心学校如火如荼地开

展。出乎意料的是，当天的销售额居

然高出了商品标价的总和，40多家

店铺无一家亏损。一位姓徐的学生道

出了其中的“玄机”，原来不少学生不

仅仅是来“淘宝”的，更是来捐款的。

学校爱心义卖活动已持续开展

了7年。今年的活动有些特别，爱心

义卖变身诚信义卖。店铺内没有售

货员，没有人现场监督管理，所有商

品明码标价，学生自行投币后即可取

走相应的商品。销售收入全部用于

爱心捐助，进而使更多人受益。

提起开展这次诚信义卖的初衷，

学校团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学校地处

商帮故里庄市，一直以来宁波帮人士

对学校办学给予了很大的关心与支

持，宁波帮先贤诚信、勤奋、创新、合

作的品质深深影响着学校师生，而这

些品质也是培养未来高素质技能人

才所必需的。诚信义卖是检验学生

诚信、爱心的“试金石”，也是学生践

行诚信、体现爱心最好的平台。

活动现场，秩序井然。学生们纷

纷表示，学校开展诚信义卖活动，是

对我们的信任，也是学校对我们品德

的考验，在没有人监督的情况下更要

做个诚实守信的好青年，这种被信任

的感觉真好。在副校长张建强看来，

诚信的形成需要一定的环境，学校给

师生提供了这样一个平等互信的体

验平台，它是一本具体、生动的活教

材，避免了空洞的说教式的德育教育

方式，学生们也用实际行动有力辩驳

了社会上一部分人认为00后学生道

德滑坡、诚信缺失的偏颇言论。

当天，一张爱心宣传海报引得无

数学生驻足。原来，该校一名学生的

父亲因脑梗塞失去了行动能力，母亲

不久前又被查出乳腺癌，为了治病，

家里花光了积蓄。该学生所在班级

于是在活动当天发起了募捐行动。

活动结束学生进行销售盘点时

发现，按照商品标价，售出的商品总

价应为6870元，而投币箱内的实际

金额是 7112 元，足足多出了 242

元。这说明，一些学生在购物投币时

开启了爱心模式。

按照传统，这次活动所得善款将

充入镇海职教中心“蓝金领”小额公

益基金账户，用于助老爱老专项行

动。今年，应学生要求，学校将会把

一部分爱心基金用于资助该学生

家庭。

“一场爱心义卖，背后涌动着慈

善、诚信、团结互助的故事。这个春

天，在学雷锋的日子里，镇海职教中

心学子心中种下了高尚道德的种

子。”张建强不无感慨。

东阳职教中心：

开启“企中校”校企合作模式

本报讯（通讯员 张锦花）“从今天开始，我拥有了学生和

员工的双重身份。我会努力做好全息实训‘一日十条’的要

求，积极主动，虚心学习，争取学到更多的知识和技能。”3月

11日，在浙兴电商园内，东阳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2017级电

商一班学生胡建充满期待地说道。

当天，一场电子商务专业学生全息实训启动仪式在东阳

职教中心举行。仪式上，东阳职教中心被授牌为浙兴电商园

人力资源培训基地，浙兴电商园被授牌为东阳职教中心电子

商务专业校外教学点，校企双方签订合作协议，学校、学生、家

长、用人单位签订四方协议。这意味着，85名2017级电商专

业学生将正式进入浙兴电商园20家电商企业，在运营助理、

主播助理、美工、客服等43个岗位上开展全息实训。

“学生需要按照行业规范和岗位要求开展实训工作，确保

实训期间人身安全和设备使用安全，并做好日常总结和记录

工作。”浙兴电商园总经理徐震宇说道，“为了使学生的学习和

实训效果达到最优化，指导教师和企业导师要对学生的每日

工作进行记录和评价。”

据悉，学生将在浙兴电商园开展工学交替式全息实训，即

半天在岗位实训，半天在企业教室学习文化课和专业理论

课。“除了语文、数学、英语等文化课，我们还开设了仓储物流、

移动商务、客户服务、综合实训等专业理论课，全是按照学生

的岗位实践来设置的。”该校电子商务专业负责人徐匡表示。

用人单位将根据业绩考核，给予学生相应的业绩奖励补贴。

该校将每周评选出4名“周实训之星”，每月评选出4名“月实

训之星”，给予相应学分奖励，并张榜表彰。

“学校在浙兴电商园内设立实训基地，进企办校，开启了

‘企中校’校企合作模式，这是该专业继实行‘校中企’校企合

作模式后的又一次新探索，也是学校深化校企合作、促进产教

融合的新举措。”校长卢干表示，在校企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一

定能培养出更多人文扎实、技能精湛的电商人才，以便更好地

促进中职教育现代化发展，为东阳电子商务产业发展提供人

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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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高职院校扩招100万人”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

向职业教育释放了哪些信号

无人售货, 销售额居然高出了物品总价！

一所中职学校爱心义卖背后的诚信故事

近日，一场载歌载舞的快闪活动
在湖州艺术与设计学校燃情上演。23
位教师和百余名学生以一曲《我和我
的祖国》献礼两会。
（本报通讯员 方毅瑛 李 平 摄）

献礼两会献礼两会 湖州一职校师生唱响我的祖国湖州一职校师生唱响我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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