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研究学报

第 30 卷第 4 期
2007 年 12 月

Jo urnal o f Hig her Educatio n Res earc h

Vol130, No1 4
Dec12007

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大学职业教育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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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职业教育 是高等教育大众化 的必然 要求, 是大 众对高 等教育 的必然需 求。在高 等教育大

众化进程中, 大学应当承担起进 行职业教育的历史 使命。大学 进行职 业教育, 需 要实现 教育观 念上的 三个转变
与培养方式上 的两个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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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学职业教育在大众高等教育中的必然性

需求是对能力的需求, 这时个体已经不满足于 / 高等教 育0
这个符号性 的身 份了, 开始 对 自我 价值 进 行寻 找。第 三,

1. 大学职业教育是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必然要求

在此基础之上, 大众对 高等教 育的需 求是超 越的 需求, 它

大众高等教育的发展主要表现为职业教育的大力发展。

的主旨是从获得精神 愉悦来 看待高 等教育的 价值, 追 求高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 高等 教育大 众化进 程的推 进是 以在

等教育不是 为了 外在 的目 标, 而是 为 了构 建主 体 的人 格,

传统学院之 外成 立新 型的 高等 教育 机 构的 形式 来实 现的,

建构 / 理想自我0。

这些新型高 等教 育机 构的 任务 就是 对 学生 进行 职业 训练。

大众对高等教育需 求的三个 层次, 与 高等 教育大 众化

在美国, 南北战争后 出现的 赠地学 院即是 为社区 培养 职业

的初期、中期和晚期相对应。在大众高等教育发展的 初期,

人才的机构, 如 具代 表性 的威 斯康 辛 大学 把 / 为 州服 务0

主要表达的是个体 对 / 高等 教育符 号0 的需 求, 与之 相伴

作为办学理 念之一。州立 大学和 农工学 院、两年 制社 区学

随, 就会出现文凭主义 和学历 主义的 流行。在 高等教 育大

院等新型高等教育机构 的设立, 无 不是以 职业教 育为 根本

众化发展的中期, 由于个体不满足仅仅获得高等教育 符号,

的。在英国 , 如果没 有城市大 学和多 科技术 学院 对学 生进

而是要求获得高等教 育符号 背后的 实质内容, 所以就 对高

行的职业教育, 英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推行是不可想象的。

等教育表现出选择性 来。这个 时期, 随着 接受 高等教 育的

我国高 等教育大众化 进程的推 进, 需要 有一 大批 高等

人数越来越多, 人们必然 根据现 实的生 活需要 寻找合 适的

院校从事职 业教育。这是 因为, 大众 高等教 育是 面向 大众

高等教育形式。高等教育 大众化 发展到 晚期才 达到个 性化

的教育和为了大众的教育。而大众所需要接受的高等教育,

阶段, 即追求个性完美的阶段。

就是为了在社会上谋生 和获得 职业的 职业教育。 这必 然要

我国目前的高等教 育大众化 , 尚处于 初期 到中期 这一

求大学的职 业教 育不 仅要 为受 教育 者 将来 的职 业作 准备,

转变阶段。就是说, 在目 前, 个体 接受高 等教 育的目 的就

而且也要为他们的职业变动作准备。

是为了在社会中获得 一份自 己的职 业。因此, 大众对 高等

从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发 展趋势 与其职 业教育 的关 系来
说, 二者是相互关联的。不断 扩大规 模的大 众高 等教 育提
供了广大青年接受高等 教育的 机会, 而大 众教育 与社 会各
行各业密切联系的职业教 育则保 证了广 大受教 育者学 以致

教育的需求主要表现为职业教育。

二、大学职业教育在大众高等教育中承担的历
史使命

用。反之, 若现代高 等教育 仍囿于 那以 文科教 育为 主, 以

1. 时代召唤大学进行职业教育

培养学者、神学人员和官吏为己任的 / 学术性0 办学方向,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 出, 要造就 数以亿 计的 高素质 劳动

那它必然仍不为社会广大民众所认可而继续处于社会边缘,

者, 数以千万计的专门 人才和 一大批 拔尖创 新人 才。高等

也就不可能跨入大众教育阶段。

教育的任务是造就数以 千万计 的专门 人才和 一大批 拔尖创

2. 大学职业教育是大众对高等教育的必然需求

新人才, 这就必须大力开展职业教育。

大众对高等教育的需 求可 分为三 个层 次。首先, 大众

5中华人民共和国职 业 教育 法6 第 13 条规 定 / 高 等职

对高等教育的基本需求 是一种 符号的 需求, 它表 现为 身份

业学校教育根据需要 和条件 由高等 职业学校 实施, 或 者由

认同的需求, 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就是获得一种资格。其次,

普通高等学校实施,0 第 68 条指出, / 本法所称高 等学校是

在大众对高等教育的符号 需求满 足之后 出现的 更高层 次的

指大学、独立设置学院 和高等 专科学 校, 其中 包括高 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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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学校的成人高等学校。
0 很明显, 开展职业教育不仅 仅只

/ 职业教育应确立以能力 为本位的教学指导思想 , ,把增强

是高职高专院校的责任, 更是大学及其他高等学校的责任。

学生的职业技术能力 和就业 能力放 在突出位 置, 使职 业教

从社会需求看, 社会所需要的人才, 总体上分为两类,
一类是学术 型人才, 另一 类是应 用型人 才。社会 对学 术型
人才与应用 型人 才 的 需 求比 例, 大致 是 1B4。也 就 是说,
社会发展需要大量的、比学术型人才多得多的应用型人才。

育的教育教学更好地适应经济发展和劳动就业需要。
0
职业教育要求: 从注 重学术 本位、追 求学 科专业 的自
我完善, 转向能力本位、注重社会需要的不断变化。
( 2) 从 / 学0 科导向向 / 术0 科导向的转变

从应用型人才的社会需求量 看, 目前, 我国 7000 多万

普通教育是属于 / 学0 科导 向的, 表 现在 : 普通 教育

的技能劳动者中, 高级技工不足 300 万, 占 5% 不到。这与

的专业领域主要在学 科性专 业领域, 主 要培养 从事自 然科

发达国家高 级技工所占 35% 的比 例比起 来, 相差太 大, 说

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 基础理 论研究 和科学 文化传 承方面

明我国应用 型人才严重 短缺。这 一情况, 就 是在 经济 水平

的人 才。职业 教 育应 当 是 / 术0 科 导向 的, 因 为: 第 一,

发达及教育 水平高的地 区也同 样存在。 以上海 为例, 据有

职业教 育在 课 程设 置 上 具有 / 取 所发 明 之 真理 而 致 用0 、

¹

关研究预测 B2010 年上海的人才总量将达 2141 75 万人, 其

/ 据既知之理, 求可成之 功0 的性 质, 从而 最终 导向 / 术0

中应用型人才需求 总量 将为 81161 万 人。培养 高层 次应 用

科体系; 第二, 职业教育 应当具 有鲜 明的实 践性, 其 教育

性专门人才的任务, 历史地落在了高等学校的身上。

教学活动应当将 / 术0 科导向作 为自己 一切教 育教学 活动

2. 大学教育需要承担职业教育的历史重任

的原点, 以此引导职业 教育的 整个教 育教学 过程, 建 立一

我国高 等教育大众化 的顺利推 进, 有赖 于众 多的 高等

套包括考试选拔、专 业建 设、课程 设置、教 学实 施、考核

教育机构举 办职业教育 。而今, 高职 院校在 数量 与学 生规
模上都有很大 发展, 已 占据 了我 国 高等 教育 的 半壁 江山。

评价体系在内的完整体系。
而在当前, 我们不少高 等职业 院校仍 持培 养少数 学术

高职高专院校在职业人 才培养 上为社 会所作的 贡献, 是功

精英的 传统高 等教 育 观念, 即 仍 然 是以 / 学0 科为 导 向,

不可没的。当前, 我 国农村 有广大 劳动 力需要 转移, 国有

以学科和教师为中心, 以 培养能 从事学 问研究 的人才 为主

企业有大批下岗职工需要重新就业, 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

旨。这 导向性 的观 念不 改, 必 然造 成 教育 脱离 社 会行 业、

有赖于高职高专院校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教学理论脱离实际生产、培养目标脱离学生需求。

但是, 仅有高职高专院校进行职业教育是根本不够的。
我国当前还有大量的大 学生毕 业后找 不到工作。 根据 教育
º

( 3) 从专业 导向向职业导向的转变
普通教育是专业导向的, 它是以学科为中心组织 教材,

部的统计, 大学本科毕业生待业人数 年年增长 B2001 年是

它对学生实行的是专 业教学, 学 生按照 某一特 定专业 进行

34 万人, 2002 年 是 37 万人, 2003 年 是 52 万人, 2004 年是

学习。这种方式对于培养学术型专门人才是有一定作 用的,

69 万人, 2005 年 达到了 79 万。大学本科毕业生的这种 / 大

然而以这种方式培养应用型人才却是不适宜的。

学毕业即失业0 现象, 除了 与大学 生的就 业观念 没有 及时

职业教育应当以职业为导向。职 业导向包含以下几方面

转变以及高等教育结构 与社会 需求不 相适应等 有关 外, 不

的内容: 首先, 学校有必要强化学生作为未来社会职业人在专

注重对学生进行职业教育, 致使学生学非所需、学非所用,

业知识和专业技能方面的训练, 为他 们将来的职业生涯作准

也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备; 其次, 高等教育的各种类型和 各个层次都离不开职 业教

由于受 计划经济体制 的长期影 响, 我国 高等 教育 的发

育, 都要提高学生从事相关专业的职业能力; 第三, 高等教育

展形成了 / 过分一律0 的局面。 由这种 / 过分 一律0 所带

的 / 学术性0 要为 / 职业性0 服务, 并在学校的教育中实现两

来的直接结果就是: 不要说 一般本 科院校 专注于 学术 人才

者的协调与整合; 第四, 高等教育在大众化的进程中, 应逐步

的培养而忽视大众的职 业教育, 就 连本应 是开展 职业 技术

树立为社会各行各业培养从业人员的职业教育观念, 从而使得

教育的高职高专也盲目的 升格或 者仿效 学术型 大学的 办学

高等教育由社会边缘走向社会中心。

模式而不安 心于职业教 育。此种 情形, 自然 使大 众及 社会
所需的职业教育受到了冷落。

三、大学如何进行职业教育
1. 大学进行职业教育要实现教育观念上的三个转变

我国当前的高等教育 大众化 正处于 个体开 始从对 学历
与文凭的符号性的追 求转到 对自我 价值的寻 求的 阶段, 在
此阶段, 转变以专业为 导向的 普通教 育观, 树 立以职 业为
导向的大学职业教育 观, 应当成 为我国 大学职 业教育 在教
育观念上的共识。

( 1) 从学科本位到能力本位的转变

2. 大学进行职业教育要进行培养方式上的两个转换

我国职业教育原有的观 念是建 立在传 统的以 学科 教学

( 1) 在培养 模式上, 进行合作教育

为中心的基 础之 上 的, 形成 了 所谓 的 / 学 科本 位0 模式。

国际上在 20 世纪初就产生了一种以职业为导 向的教育

随着我国经济向社会 化、市场 化、现代 化的方 向发 展, 传

模式: 合作教 育 ( Cooperative Education) 。这 是一 种 学 校与

统的学科本位模式已不能 满足培 养同现 代化要 求相适 应的

雇主共同合作培养学 生的教 育模式, 主 要特征 是学习 与工

高素质劳动者和专门人才的要求。

作相结合, 目的 是提 高学 生的 综合 素 质和 社会 适 应能 力,

能力本位是职业教育实现自身特点的根本保证。5 面向

尤其是提高学生的基 本职业 能力。国外 合作教 育的发 展实

二十一世纪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原则意见6 明确提出:

际告诉我们, 学生在合 作教育 这种环 境中, 获 得的不 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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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知识和 解决专业技 术问题 的能力, 更获得 了交 际、团

生的学习动机。这一变 革有着 十分重 大的意 义, 因为 它既

队工作、及 时应变、承受老 板的批 评甚 至责骂、 经受 挫折

方便学生在学术上的 进一步 学习, 也有 利于加 强教育 与学

甚至冤屈等与情商直接 相关的 能力, 取得 的是真 实环 境的

生未来工作之间的联 系。总之, 在 课程内 容及 设置上 对普

实际经验。这种锻炼不仅 在课堂 上不可 能得到, 即使 在校

通教育与职业教育进 行融合, 是 大学进 行职业 教育的 一条

内设备齐全而又先进的 仿真实 践基地 也很难实 现。由 于在

相当重要而又十分有效的途径。

毕业之前就有工作的经 历, 因此合 作教育 的学生 毕业 后能
很快适应工作环境, 受到用人单位的普遍欢迎。

[ 注释]

我国大学职业教育要确 立走与 地方产 业相结 合的 产学

¹

上海高职人才报告[ J] . 职业技术教育, 2003, ( 30)

合作的发展道路, 应当树立以社会为中心的 / 地方中心论0

º

象牙塔失辉, 就业压力牵绊扩招下毕业生求职路[ Z] .

的新观念, 将高校置身于 社会活 动之中, 与 所在 地区 组织

http:PPwww. ce. cnPkjwhPgengduoP200602P15Pt20060215 ) 6088187.

机构建立伙 伴关系, 使大 学和这 些组织 构成一 个整 体, 以

shtml.

发挥整体作用。只有如此, 大 学的职 业教育 才能 够真 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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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开办了军人广播 服务节 目, 经常 选摘军 人来 信, 每天

以扩大军队和军人的社会影响。

向民众播放美军作战 情况, 使全 体社会 成员都 能在第 一时

其二, 借助社会 力量。 由于在 美军 的编制 体制 中, 没

间了解军队、军人为国家所作出的贡献和牺牲。/ 沙漠盾牌

有独立的政治工作体系, 也 没有专 职的政 工干部 从事 精神

行动0 一开始, 美国邮政 总局就 及时增 设了特 快军邮 服务

灌输工作, 因此, 它 更加重视 利用和 开发社 会上 的智 力资

中心, 以最快的速度、最 佳的服 务, 免费 为美 驻中东 官兵

源、信息资 源、文化 资源和感情资源对官兵进行精神灌输。

邮寄信函和包裹, 及 时将国内 的鼓 励、支持、 祝福和 关心

如利用地方的专家学者讲授国家的历史传统、国家的经济、

送到每名军人的手中 , 极大地 强化了 官兵的 战斗 精神。一

政治、文化, 使军人 在了解 社会的 过程 中受教 育, 以 达到

位在沙特负责处理邮件的官员说: / 邮件的确是我们与家人

强化国家观念的目的。 再比 如美国 防部 新闻局 在编 200 多

的唯一联系, 从 将 军 到 士 兵, 邮 件 都 是 鼓 舞 士 兵的 命 根

人, 却控制了 全国 300 家电台、 电视台 和部 分报纸 的出 版

子。
0

以及电影制作和发行, 每年可播映 3500 部电视片和 1100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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