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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教育探索与实践

探讨就业导向下如何创新大学生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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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response�to�the�market�and�the�essence�of�higher�vocational�education,�the�key�of�vocational�college�education�is�to�culti-

vate�students’ employability�which�is�motivated�by�position�demand,�position�ability�and�career�quality.�The�proper�design�of�curricu-

lum� system� should� be� characterized� by� career� position� which� calls� for� career� task-driven� teaching� and� various� teaching� evaluation�

methods�to�formulate�reasonable�talent�cultivation�mode�aiming�at�improving�vocational�college�students’ employment�competi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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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高校的不断扩招，高校办学规模不断壮大，

人民受教育水平越来越高，但随之而来的是大学生毕业后就

业越来越难，毕业等于失业。 据统计，我国 2017 年的毕业生

将近 800 万， 加上往届未找到工作的毕业生等将近 1000 多

万。就业形势不容乐观，大学生就业问题日益突出。主要有两

方面：一是企业找不到适应岗位需求的学生，二是大学生毕

业等于失业，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 高校作为培养大学生的

服务者，不仅是强调专业能力的培养，素质能力同样重要，只

有这样才能培养出实用型人才，提高其就业能力，这需要高

校的努力与创新。

所谓人才培养模式，是指高校和企业共同制定的人才培

养方针、培养内容、培养方式和保障机制，它的依据是教育目

标。 高职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包含的内容有三个：

培养目标：指的是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

培养内容和方式方法：一般指的是教学内容、方法与手

段、以及通过何种途径等。

保障机制：指的是教师团队、教学资源、管理和评价等。

现代高等职业教育通过校企合作的途径， 明确培养目标，丰

富培训内容，建立健全保障体系从而提高职业教育培养人才

能力。

1�培养目标

学校与企业开展深入合作，明确企业需求岗位和岗位能

力，在此基础上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和综合素质，通过具体

细化将其转化为学校教育教学的培养目标，培养社会和企业

需求的人才。 高等职业院校培养的是高技能型人才，它需要

的是面向生产、管理和服务的第一线人才、并具有良好的职

业素养和一定科学文化素质的专业性人才。 它应具备三方面

的能力：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储备，即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技

能来满足某一岗位的需求和需要；人文素养，能够适应岗位

摘 要：从市场出发，回归高等职业教育本质，重点在于培养大学生就业能力，以岗位需求，适应岗位能力以及自身职业素质

等和谐发展为动力，按照岗位特点设计课程，构建恰当的课程体系，运用岗位任务驱动式教学，多种教学评价方式，形成良性互动

的人才培养模式，切实提高高职院校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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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处理工作中的人际关系，能够快速的进行从学生到工人的

角色转变；专业素养，具有一定的专业开发能力，使其能够满

足未来的发展需求或转移需求。

2�培养内容和方式方法

2.1 课程内容

课程内容的设置应以岗位需求为中心点，开设必备的理

论知识课程，掌握专业基础知识，再通过专业实践课程掌握

专业操作技能并巩固理论知识， 使学生具备岗位专业能力。

在专业实践课程中，通过教学过程不断培养学对于此岗位的

人文素养和职业素养。

高职理论课程的开设应适度，以“够用”为原则，主要应

以实践为主，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 可以通过校企合

作的方式，也可以寻求企业的工程师、技术方面的人才，时时

的将本专业新的知识，新的研究成果融于教学之中。 例如本

校的富士康专班， 就是通过校企合作的方式来培养学生，学

生在学校里既掌握了理论知识，在富士康实习又可以将理论

转化为实践，同时还解决了就业问题。

高职院校还应对学生实施双证培养制度，（即毕业证书

和其他各类职业证书），以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学校可以

在课程内容中渗入专业证书所要达到的一些要求，用职业技

能培训来增强学生的就业能力。

高职电子类专业课程体系的构建，重点是培养学生的工

作能力，用于提高教学和培训过程的适合性和灵便性。 对企

业进行全方位深入调研， 以了解所需的工作岗位和就业能

力，并设置课程。 课程难度的设定应以就业岗位的资格来划

分，结合自身学生特点，激发学生学习课程的兴趣，比如从简

单易学的基础课程入门。 例如针对企业 SMT 工程师工作岗

位，设置应用电子技术（SMT 工程师）方向专业，第一、二学期

可开设计算机基础、电路基础、焊接技术、表面贴装设备、电

子技术类的基础课程， 学完就可以报考计算机等级证书等；

第二学年，要求学生掌握电子元件及封装技术、表面贴装技

术、表面贴装元器件、SMT 管理、电子设计自动化（EDA）、自

动检测与传感技术等专业核心课，以达到从事 SMT 工程师高

等技术应用型人才的岗位需求；第三学年，企业实际工作岗

位实习，做中学，学中做，在实践中不断提高胜任岗位的能力

要求和职业要求。 如图 1�所示。

图 1�课程体系的构建

时 间 目 标 要求

第一、第二学期 SMT 设备维护工程师 表面组装设备的操作，表面组装设备的维护保养。

第二、三学期 SMT 制造工程师 表面组装工艺的编制，表面组装产品的质量检测

第三、四学期 SMT 管理工程师 表面组装的生产组织与管理

2.2教学方法与手段

传统的讲授法、谈话法等教学方法显然对高职类学生不

适用，高职类学生强调的是动手能力，主要是以学生为中心，

教师辅导式的教学模式，强调“在做中学”的学习理念。 目前

高职院校主要采用的是项目教学法，用典型工作任务作为载

体，以各子任务的功能模块为主线。 使用多媒体演示，动手操

作，各种培训设备和其他教学方法，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师

生双方边教、边学、边做，理论和实践穿插进行，直接的观感

和想象交替出现，理论是实践的总结，实践是理论的依据。 突

显出学生的实践能力， 对专业技能的培养有了很好的提高，

学生的学习兴趣得以调动和激发。

2.3 培养途径

校企合作是人才培养的关键。 校企合作就是与市场接

轨，市场需要什么人才，学校就培养什么人才。 通过校企合

作，掌握市场动向，明确企业岗位所必备的专业技能要求，职

业素质要求和相应的职业资格，在此基础上围绕其工作任务

进行分析归纳，把企业要求的岗位工作转换为课程的学习内

容，同时将课程相对应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进行行之有效

的整理和合并，构建基于岗位系统的内容体系，做到岗位领

域到学习领域的转换。

3�保障体系

3.1 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

构建“双师型”教师队伍对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来

说是关键。 “双师型”教师是高职学院最重要的人力资源，高

校要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建设， 既要能胜任理论教学，又

能指导学生实践。 高职院校培养技能型人才，必须以“双师

型”教师作为支撑。 校企合作办学是促使教师深入生产第一

线的最佳途径。 高校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教育资源、实训基

地和社会影响力，与工业企业合作，通过鼓励教师去企业参

与专业实践的锻炼， 切实提高专业教师的实际动手能力，并

可以请企业的技术骨干和专业人员作为兼职教师或培训教

师到高校进行授课。 高校专业教师不仅要实施理论教学，还

应积极承担实践教学任务，在实践教学中，尽量结合实际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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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病的药方。美育是一育，不是一课。美育和所有的育人工作

一样，不是上几节课就能解决问题的。 课程育人、实践育人、

环境育人都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通过开设课程，让学生对美

的知识有一定的了解， 通过艺术实践活动培养审美情趣，营

造追求美的人文氛围，打造优美的物质环境，让学生浸染、熏

陶其中，都是很好的手段。

习总书记指出:�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最

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 教育终究是做人的工作，帮助学生扣

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是教育工作者的责任。 总书记提出的

“六要”： 政治要强、情怀要深、思维要新、视野要广、自律要

严、人格要正。 是对思政课教师的要求，也应该是对所有教师

的要求。 与此同时，国家对思政教育也提出了更高、更具体的

要求。 其中，提出了“课程思政”的理念，其内涵是：以构建全

员、全程、全课程育人格局的形式将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

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

本任务的一种综合教育理念。 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必须从高等教育“育人”本质要求出发，从国家意识形态战略

高度出发，不能就“思政课”谈“思政课”建设，而应抓住课程

改革核心环节， 充分发挥课堂教学在育人中主渠道作用，着

力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学校教育教学的全过程，着力将教

书育人落实于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之中，深入发掘各类课程的

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资源，发挥所有课程育人功能，落实所有

教师育人职责。 这一理念将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思政教育

的一个基本方向。 提倡美育，重视美育，就是这一新时代思政

工作、育人工作的具体体现。

2016 年富士康 IDPBG 事业群开始在学院设立专班，在

学校设立奖学金。2018年华为机器有限公司在学院正式设立

华为质量订单班，学院成为江西省唯一一家设立了华为订单

班的职业院校。 培养的学生深得华为等公司的认可。

4 思考

实行教考分离的前提是：完整的课程标准，特别是课程

标准中课程目标表述必须明确清晰正确。

当然，现在实施的教考分离只是目标管理绩效考核的一

种最初阶段的实践，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目标管理。 存在一

些问题：缺少了奖惩措施这关键一环。 管理上有一句话是这

么说的： 没有考核的地方指望顺利达到目标是不可能的，有

考核而无奖惩，考核就是形同虚设。

课程标准建设是提升职业教育质量的落脚点。《国家职

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中指出课程标准要在职业院校中落地

实施。 作为职业院校的每一名教师都应当学习领悟《国家职

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精神，高度重视课程标准的建设实施。

不断努力提升职业教育质量水平，为技能强国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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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真题真做。

3.2 加强实训场所建设

高职院校实训场所和设施是最基本的物质基础，它是开

展教学，科研以及实现技能型人才培养目标的基础保障。 一

方面需要在学校内部建立健全的实训设备，模拟真实的就业

环境。 再者强化实训场所的各项管理工作，拟定合理的实训

室管理规则以确保教学质量和效果。 另一方面通过校企合作

建立校外实习教学场所，用于学生学习后实训的需求

3.3�教学评价体系

传统的以笔试成绩为主的考核方法显然是比较片面的，

完全不能正确的评价一个学生，尤其是以技能型为主的高职

类学生。 需大胆尝试考核方式改革，以实践、课程设计、培训

项目工作或设计报告的形式建立专业的课程评估方法。 运用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结合开卷与闭卷、教师评价、学生自我评

价、学生相互评价、过程评价和阶段评价，不仅需要对学生的

基本理论知识进行评价。 更是要在学习过程中，评价学生的

操作技能和态度。

对于学校而言，学校的人才培养都是围绕学生的职业能

力培养，通过校企合作，高等职业教育实现了人才培养与市

场需求的零距离对接，还能加速“双师型”师资队伍的建设，

健全教育保障体系。 对于企业而言，这样培养的人才能更直

接地实现从学生到职业人的角色转化， 降低了培训成本，节

省了培训时间，减少了企业的人力资源成本。 对于学生而言，

最明显最直接的作用就是增强了就业能力，避免出现毕业即

失业的尴尬局面，提升了就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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