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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后经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发展凸显三大

变化：一是经济结构形态的变化，由高碳产业转向

低碳经济；二是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由出口导向

转向内需导向；三是经济制约因素的变化，由国家

规则转向全球规则。在这诸多因素影响下，新能源

产业、环保产业、新一代 IT产业以及绿色制造业、文

化传媒业、医药保健业、现代农业的兴起，都对职业

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

面对这一新的机遇与挑战，职业教育应如何跟

进？2009 年教师节前，温家宝总理在北京 35 中听

课的点评和讲话中强调指出，教育要做到“四个符

合”：一是要符合自身发展规律；二是要符合时代发

展要求；三是要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人才的

需要；四是要符合以人为本的要求[1]。

从“四个符合”出发，教育必须做好两件大事：

培养“立地”和“顶天”的人才。这就是说，其一，教

育要培养能够让中国经济领先世界所需要的人才，

主要是技能型或技术应用型人才，这是“立地”的人

才，这部分人才是数以千百万计、数以亿计的，主要

由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来完成；其二，教

育要培养能够让中国科技领先世界所需要的人才，

主要是学术研究型、技术研发型人才，主要由普通

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来完成。

因此，致力于培养“立地”人才的职业教育，绝

非二流教育。职业教育作为提高国家核心竞争力

的要素，其发展与改革必须按照“四个符合”的要

求，一要凸显职业教育的特殊性，即职业教育作为

一种类型教育的规律和特点，包括自身特有的规律

和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培养人才的定位；二要凸显教

育的普适性，即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的规律和特

点，包括时代发展的要求和教育的人本特点。

为此，有必要对改革开放30年来的职业教育发

展与改革经验加以梳理，以探求职业教育的本质和

规律，使面向未来的中国职业教育更加健康地前

行。

中国职业教育发展与改革：经验与规律
姜大源

（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北京 100085）

摘 要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经历了高速发展期、发展回落期及目前的发展机遇期，为

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通过对这一过程的回顾与反思，可以总结出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基本规

律：职业教育是一个跨界的教育，必须吸收行业、企业的参与；职业教育是以人为本和就业导向的教育，应加

强与其他类型教育的协调发展，重视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职业教育作为一个教育类型，应发展自己独立的

体系；职业教育发展应该从供给驱动走向需求驱动；职业教育的专业、课程和教学应在满足职业工作岗位要

求的基础上培养学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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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回顾——

经验与反思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职业教育为国家现代化

建设输送了生产、服务、管理第一线所需要的大批

高素质、高技能人才。回顾这一历史进程，启示良

多。科学技术的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劳动岗位

的复合、职业变动的频繁，都是影响职业教育生存

与发展的外部因素。职业教育只有主动应对由此

引起的从业者职业资格及其职业能力的动态变化，

才能培养既能满足社会需求又能满足个性需求的

职业人才，才能获得更多生存与发展的空间。起伏

涨落，作为事物生存与发展的普遍规律，也必然体

现在 30年来职业教育生存与发展的进程之中。这

30年的进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职业教育的高速发展期，时间跨

度大致在 1978~1998 年。这是在经历了文化大革

命的十年浩劫之后，痛定思痛、百废待兴的时期，中

国政府审时度势，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把工作重点

转移到经济领域，国家建设需要大量技能型人才，

大大促进了职业教育的发展。在这一阶段，中国职

业教育具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中等职业教育占高

中阶段的比例，1996年左右曾达到创记录的 58%；

二是高等职业教育萌芽于这一时期，首批职业大学

开始建立；三是中国第一部职业教育法于1996年颁

布并实施。职业教育的这一高速发展阶段，更多地

体现为职业院校数量和学生人数的增加。

第二个阶段是职业教育的发展回落期，时间跨

度大约在 1999~2002 年。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由

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职业教育发展开始下

滑。在这一时期，中国高中阶段职业教育占整个高

中阶段教育的比例，由1998年创记录的58%下滑至

2002年的38%，降低了20个百分点。

第三个阶段是职业教育的发展机遇期，时间跨

度是 2003~2010 年。在这一时期，特别是在国家

“十一五”规划实施之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进入一

个新的发展时期，与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职业教育

得到国家高度重视。2005年，国务院再次召开全国

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发布了《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

育的决定》。随后，国办、中办又发布了关于大力培

养高技能人才的文件。此外，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

施，例如，实施了职业教育实训基地建设计划、职业

教育示范性院校建设计划、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

计划、县级职教中心专项建设计划等“四大计划”，

以及国家技能型人才培养培训工程、成人继续教育

和再就业培训工程、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工程、国家

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程等“四大工程”，并出台了

农村贫困生接受职业教育资助等政策。中央财政

拿出140多亿元给予职业教育以强大支持。这是改

革开放以来，甚至是建国近60年来我国对职业教育

的最大投入。这些政策和资金，使职业教育从数

量、速度层面向质量、效益层面发展。

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的洗礼，中国博采众长，

借鉴了德国的“双元制”职业教育、澳大利亚的继续

与技术教育、加拿大和美国的社区学院教育等多种

职业教育模式的成果，逐步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

色的职业教育发展之路。在改革开放30年后，中国

的职业教育摘取了三个“世界第一”，“发展速度世

界第一、发展规模世界第一、发展体系世界第一”。

特别是在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方面，由初中阶段的初

等职业教育、高中阶段的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

阶段的高等职业教育组成了一个完整的职业教育

体系，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这里，之所以还存

在初等职业教育，在部分“老、少、边、穷”地区，还有

一些初中阶段的职业学校，则是根据中国的国情，

考虑到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水

平存在巨大落差的现状，所采取的明智之举，对世

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中国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思辨——

本质与规律

（一）对职业教育本质内涵的再认识

1.职业教育是一个跨界的教育

职业教育跨越了企业与学校，跨越了工作与学

习，即跨越了职业与教育的疆域，因此，职业教育不

能只在“围城”中办学。经典的观点往往认为只有

学校和实验室才是知识产生的圣地，知识的转换只

能是从学校到企业的单向转换；而现代的观点则认

为，企业及工作过程更是知识产生的摇篮，知识的

转换更多的是学校与企业之间的双向流动。因此，

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职业教育已经不是传统意义

上的学校式教育。特别是，高等职业教育已经不是

学术领域的高等教育，而是有两个甚至多个学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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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的高等教育。

职业教育强调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便是对跨

界的最好诠释。但是，目前的困惑是教育部管不了

行业、管不了企业。所以，必须从立法的角度保障

更大规模的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这是职业教

育作为一种跨界教育实施的根本要求。

2.职业教育是以人为本的教育

教育必须提高质量，但是目前对不同类型的教

育规律并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也就未能真正把握

其本质。我国是全世界培养博士生最多的国家，也

是世界上职业教育规模最大的国家，但最大规模并

不等于最高质量和最多创新，也不能保证人的可持

续发展，所以教育必须改革、必须创新、必须冲出传

统思考的重围。

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所采取的职业教育改革举

措，更值得我们深思。像瑞士这样一个世界竞争力

第一、人均国民收入稳居世界最前列的国家，建立

了一个完整的中职与高职衔接并与普通教育沟通

的职业教育体系（包括授予高职院校毕业生专业学

士学位的制度）[2]；这样一个以职业教育立国的国

家，却并未影响其巨大的科学成就，诺贝尔物理、化

学、医学或生物奖得主有 15人之多。这都表明，职

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立地”与“顶尖”人才的培养是

相辅相成，不是对立的。瑞士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

协调发展、共同进步的经验，非常值得我国借鉴[3]。

3.职业教育是就业导向的教育

社会和谐、国家发展都离不开社会稳定，而社

会的稳定离不开就业的稳定。就业对每个人、对每

个家庭都至关重要。人总是通过职业这个载体来

度过自己的一生、实现自我发展。作为和谐社会的

润滑剂，职业教育的就业导向是正确的。但职业教

育培养的人才不仅“能就业”，而且还要能“就好

业”，并能够“会创业”。

2009年3月，在瑞士举行的世界经济合作与发

展组织（OECD）“职业教育与培训（VET）各国专家

组第4次会议”和“国际职业教育与培训研究跨学科

研讨会”上，明确提出了“为了工作而学习”[4] 的职

业教育改革与发展政策。实际上，就业导向的职业

教育与关注人的可持续发展并不矛盾。不能把技

能与人的发展对立起来，但需要认真研究，进行系

统化设计和科学思考。

（二）对职业教育思想的再认识

1.关于类型和层次的关系[5]

这里涉及两个命题：一个是“层次中的类型”，

另一个是“类型中的层次”。类型观指的是同一个

教育层次中存在不同的教育类型，而层次观指的则

是同一个教育类型中存在不同的教育层次。

首先，要强调教育层次中的教育类型。在高中

阶段，普通中等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是两种不同类

型的教育，不可或缺，不可替代。同样，在高等教育

阶段，也存在两种类型：一是学术性大学，二是职业

性大学，这也是两种不可替代、不可或缺的大学。

基于此，可将教育分为两大类，即普通教育和职业

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类型，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

业教育都姓“职”，它们具有同样的规律和特点，这

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阐述：第一，从培养目标来看，

普通教育或普通高等教育，并未提出明确的就业目

标，而是强调养成教育，强调知识的存储和未来的

可持续发展；而职业教育则明确提出“以就业为导

向，以服务为宗旨”的目标，旨在通过职业的发展实

现人的可持续发展。第二，从课程内容来看，对于

教育层次的划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是

以课程内容为依据的。因而，在课程内容的选择

上，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存在很大的区别。普通教

育强调知识的储备，而职业教育更多地强调知识的

应用。显然，教育类型的不同必然导致培养目标和

课程内容的不同。在我国，基于机构的普通中等教

育与中等职业教育，是高中阶段教育的两种不同的

教育类型。同样，高中后的高等教育阶段，有学术

性大学、工程性大学，以及应用性大学、职业性大学

（职业技术学院）等。从人才培养目标的本质考虑，

倘若把应用性大学也纳入高等职业教育范畴，那么

在高等教育阶段，也存在着普通高等教育和基于机

构的高等职业教育这两种类型。同层次不同类型

的教育所培养的人才，都是不可替代的。高等职业

教育培养的技能或技术应用型人才，与普通高等教

育培养的学术和技术研发型人才，是同层次且等值

的。这一等值，绝不仅仅只是价值道义上的等值，

而必须是政策实质上的等值。所以，强调教育类

型，是职业教育作为一种类型教育，相对于其他教

育类型赖以生存的基础。这是类型的不可替代性。

其次，要强调教育类型中的教育层次。职业教

育作为一种教育类型，现已发展成为一种教育体

系、一种教育系统。对系统解剖的结果，就是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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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高等职业教育、中等职业教育是职业教育系统

中的层次。因此，强调职业教育体系中存在着不同

的教育层次，是职业教育赖以发展的空间。从教育

功能来看，中等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才，主要满足相

对单一的职业工作岗位的要求；而高等职业教育培

养的人才，则要满足相对综合的职业工作岗位的要

求。相应地，从教育内容来看，中等职业教育主要

培养经验层面的技能型人才，而高等职业教育则应

培养策略层面的技能型人才。所以，高等职业教育

和中等职业教育在人才培养层次上的区别，一个是

在策略层面，一个是在经验层面。这也就意味着，

伴随着劳动分工和职业分工动态变化的结果，特别

是伴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新型经济的出现及其劳

动组织的重构，在高技能人才培养方面，高等职业

教育有着进一步发展的空间。根据中国国情，实行

中职与高职的衔接和沟通，并在中等职业教育之

上，按照国际教育分类，于第三阶段教育（高等教

育）B类层次，建构涵盖技术员与技师培养的并行而

又交叉的高等职业教育，这就扩展了对整个技能型

人才，特别是高技能型人才本质的认识。所以，强

调教育层次，是职业教育作为一种类型教育，相对

于自身教育层次的赖以发展的空间。这是层次的

不可替代性。

2.关于供给与需求的关系[6]

这里涉及两个命题：一个是对教育“供给方”的

界定，另一个是对教育“需求方”的界定。从供给角

度看，教育对个人来说更多地是指提供的教育机

会，对社会来说更多地则是指提供的教育产品；而

从需求角度看，个人需求的是教育机会，社会需求

的则是教育产品，所以，必须全面、深刻地认识教育

供给与需求的关系。

长期以来，传统的教育经济学一直认为，教育

机构或者说职业院校是教育的供给方；而企业行业

或者说社会机构是教育的需求方。然而，职业教育

校企合作的办学体制、工学结合的培养方式，打破

了这种传统的、静态的、刚性的“二分法”，职业教育

的开放式办学表明，职业院校和行业企业供需双方

是互为主、客体的。一方面，企业和学校共同为企

业培养人才，院校和企业都是“供方”，这意味着，企

业就不再只是“需方”；另一方面，企业为学校提供

实训基地和兼职教师，企业是“供方”，学校则是“需

方”。

从供需机制讲，传统的计划调节，强调教育行

政部门要根据各个专业部门提供的人才需求计划，

进行指令式的分配，这是一种供给驱动的机制。而

在市场调节的情况下，政府在宏观层面实行调控，

通过法律、政策和投入，营造一个有利于职业教育

发展，特别是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和个人职业发展需

求的外部环境，这是一种需求驱动的机制。在中

观、微观层面，则应该更多地强调市场调节，特别是

劳动市场调节，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包括实训基地

建设，应围绕劳动市场做文章。

由此，强调职业教育供需主体从刚性的“二元”

分离走向柔性的“有分有合”，意味着在宏观层面，

必须关注为适应这一供方与需方动态关系的职业

教育的方针政策、投入机制、法律法规的制定；而强

调职业教育供需机制从供给驱动走向需求驱动，意

味着中观层面的办学和微观层面的教学，必须在整

体把握职业性需求与教育性需求相结合原则的基

础上进行改革。

3.关于培训和教育的关系[7]

这里涉及两个命题：一个是职业培训的功能，

另一个是职业教育的功能。职业培训面向特定的

受众，针对行业企业发展所特有的专门性问题，通

过实践性的训练方式，来提高受众满足社会需求的

能力；而职业教育则面向广泛的受众，针对个体职

业成长所特有的普适性问题，通过引导性的传授方

式，来培养受众满足个性需求的能力。

职业培训与职业教育的区别是：其一，从实施

机构的性质来看，职业培训的实施者更多的是社会

机构；职业教育的实施者更多的是教育机构。所有

企业都有资格开展职业培训，但并非所有企业都有

资格举办职业教育。只有摒弃纯功利性并立志为

教育作贡献且获得相应资格的企业，才能成为“教

育企业”。教育机构的范畴因此由学校扩展至企

业。其二，从实施目标的指向来看，职业培训更多

的是即时适应性的；职业教育则更多的是长期可持

续性的。然而，个人的生涯发展是通过职业这个载

体来实现的，职业教育要使培养的学生不仅能适时

应对职业的发展，而且还要主动设计自身的成长之

路。其三，从实施行动的重心来看，职业培训更多

地关注某一方面经验的获取；职业教育则更多地关

注个人综合职业能力的培养。其四，从实施环境的

要求来看，职业培训更多地是在企业的真实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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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职业教育的实施，在以学校为主体的中国职

业教育体系中，则不能完全复制企业，而应采取对

真实予以集成的方式，通过源于企业而高于企业、

源于真实而高于真实的设计，把企业、行业的生产

性功能与职业院校的教育性功能予以整合考虑。

其五，从实施团队的特点来看，职业培训更多强调

培训师资的专业能力；职业教育则除了要求职业院

校教师的专业能力之外，更加强调其综合能力，包

括人文层面的、方法论层面的能力。其六，从实施

平台的基础来看，职业培训机构一般采取项目管理

的方式；职业教育院校则更多地采取基于项目管理

的教学管理方式。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开放式办

学，使得职业院校不再实行刚性的教学管理，而是

柔性的教学管理方式。例如，传统的学校学期制及

寒暑假时间，已根据职业领域特点而有所改变和创

新。农业类高职院校，很可能以农时作为确定寒暑

假的依据。又如，采用项目教学的课时，不再以传

统 45分钟、90分钟为单位，很可能要持续一天、两

天，甚至一周。考试考核制度也有创新，例如，考试

不只是在学校进行，在企业也可进行；教学也不再

是一个教师教一个班，而是一个教师团队教一个

班。

由此，职业培训是一种使受训者按照不同职业

岗位的要求接受职业知识与实际技能培养和训练

的社会活动，对解决就业问题、适应职业需求变化

是非常必要的。而职业教育是一种使受教育者获

得某种职业或生产劳动所需要的职业知识、职业技

能和职业道德的社会活动，对培养学生的综合职业

能力，确保个体一生的职业发展，是非常必要的。

（三）对职业教育教学规律的再认识

职业教育要以就业为导向，不仅应使学生有能

力满足职业工作岗位的要求，而且也应使学生获得

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但是，由于职业发展的动态

性，人们无法准确地预测现实的职业资格与未来职

业资格之间的变化。这意味着，职业教育不可能通

过有限的时间、有限的技能、有限的知识的习得，去

获取本职业现在和未来所需要的全部职业技能和

职业知识，因此，一次性学习的思维定势是过时

的。同时，由于竞争机制的加剧，人的一生也不可

能终身只从事一种职业或服务于一种岗位，可能要

多次更换工作岗位或职业，因此，一次性工作的思

维定势也是过时的。为此，需要对职业教育的教育

和教学进行重新审视。无论是复制知识或者复制

技能，都无法使学生从容地面对未来，只有能力的

培养，才能实现这一目标。为使学生获得全面的职

业能力，必须对专业、课程、教学的本质，有新的理

解和把握。

其一，关于专业。职业教育的专业，其本质是

职业，是职业分析的结果，是对学生未来所从事的

职业及其岗位（群）所需要的技能、知识和态度整合

后形成的教学门类。它来自社会职业而高于社会

职业，是一种用于教育的“职业”。所以，职业教育

的专业，不是普通教育意义上的专业；高等职业教

育的专业，也不是普通高等学校专业目录中的那些

专业。职业教育的“专业”，更多地具有职业的属

性，而不是传统专业的学术属性，这是一个很大的

区别[8]。

其二，关于课程。专业的这一职业性本源，决

定了职业教育课程开发的起点和本质。世界各国

职业教育的课程改革与发展，例如，国际劳工组织

的技能模块课程（MES），加拿大、美国的能力本位

课程（CBE），澳大利亚的培训包，英国商业与技术

教育委员会的BTEC课程，德国的学习领域课程，都

对中国的职业教育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些课程模

式对我国的启示在于：其一，职业教育课程开发的

起点是工作岗位及其工作任务；其二，职业教育课

程开发的目标是职业能力培养；其三，职业教育课

程开发的主体是企业与学校；其四，职业教育课程

开发的结构很可能是工作过程；其五，职业教育课

程开发的形式是多元开放的。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职业教育的课程开发就

是一个在不断学习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探

究、不断创新的过程。例如，模块课程的改革，强调

实践的重要性，特别是“宽基础、活模块”的改革，突

破了学科型分科课程的局限。而项目模块的出现，

又解决了模块课程中理论和实践分离的弊病，通过

来自实践的项目，将两者有机整合在一起。而现在

提出的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则是在博采世界各国

之长并充分吸收了自己改革成果大平台上一个相

当成功的探索与创新[9]。

其三，关于教学。课程的实施，就是教学过程，

或者说学习过程。教学或学习是行动导向的，集中

体现为教学必须遵循三个原则，即：为了行动而学

习，这是学习的目标；通过行动来学习，这是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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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行动就是学习，就是做中学、学中做，这是学

习的本质。所以，为了行动而学习、通过行动来学

习、行动就是学习，是将学习的目标、过程和本质视

为一个整体来考虑的学习策略。这体现了职业教

育的根本目的：面对未来，要使职业院校培养的学

生，当劳动组织发生变化、职业发生变更的时候，具

备能够重新获得新知识和新技能的能力，也就是可

持续发展的能力。为此，要从单纯地知识储备或者

技能储备转向能力储备，必须对“基础”的理解有一

个新的视野。传统的基础观，建立在静态的“多深

的地基多高的墙”的建筑模型的理念之上，企图用

知识的存储来面对未来。而笔者认为，应该基于动

态的“大树是小树长成的”生物模型的使学生具备

一种能在一生中不断扩大自己成长基础的能力。

这就意味着，第一，基础不完全是事先打好的，基础

的形成是一个生成的过程；第二，基础不是终身一

成不变的，基础的形成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因此，

课程及其教学的改革，都必须有利于这一能力的培

养[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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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China:
Experiences and Rules

JIANG Da-yuan
(Centr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Beijing 100085,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has experienced the phase of rapid development, development drop⁃
ping and development chance in 30 years of reform and development, which contributed greatly to the economic and so⁃
cial development. Reviewing and reflecting the process, the following basic rules for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voca⁃
tional education can be summed: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an inter-disciplinary education, it must absorb the participation
of enterprises and industry;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the humanism-based and employment-oriented education, and it should
strengthen harmonious development with other types of education and try to cultivate students’professional abilities; voca⁃
tional education is a type of education, and it should build independent system; th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should transform from supply-driven to demand-driven; the specialty,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should try to cultivate students’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bilities on the basis of meeting the demand of professional posts.
Key words vocational education; reform; development; rule; exper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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