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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当前专业群建设是“双高计划”建设的基点和核心 ，而其价值取向的把握则是关键 。通过分析职

业教育价值取向的历史演变 ，认为知识社会中职业教育进入到服务于学习者职业生涯的发展阶段 ，职业教育

的本质属性应是职业生涯导向性 。基于此 ，“双高计划”下高职院校的专业群建设 ，应秉持以人为本的培养理

念 ，通过专业群的动态建设来培养学习者的职业生涯能力 ，并为其职业生涯发展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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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９ 年 １月 ，国务院印发了《国家职业教育

改革实施方案》 ，提出“启动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

高等职业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 （简称“双高计

划”） 。随后教育部分别于 ４月和 １０月发布了“双

高计划”的实施意见 、遴选办法和入选名单 。 从

示范校 、骨干校建设 ，到优质校建设 ，再到“双高

计划” ，国家实施了“起”“承”“转”“合”四轮周期

性的高职优质教育资源撬动计划 ，
［１］要以持续的

政策供给 ，有计划 、有步骤 、有重点地推动高等职

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
［２］当前专业群建设是“双高

计划”建设的基点和核心 ，
［３］而对其价值取向的

把握则是建设的关键 。高职院校专业群建设的

价值取向 ，即建设过程中所秉持的价值理念 ，解

释了专业群建设“为何建”的问题 ，它既是专业群

建设的研究起点 ，也是高职教育价值理念的具体

体现 。由此 ，笔者通过对专业群建设的价值取向

进行探析 ，以期为我国“双高计划”的实施提供相

关借鉴 。

  一 、高职院校专业群建设政策与实践分析

  （一）高职院校专业群建设政策的理念分析

我国高职院校专业群建设经历了“示范性”

“骨干型”“优质校”和“双高计划”四个阶段 。纵

观专业群建设历史 ，其奉行的是社会本位下的就

业导向办学理念 ，即以就业工作为核心 ，确定专

业群建设的培养目标与专业结构 ，改革人才培养

模式 ，构建质量评估体系 。

２０１３年以前 ，我国高职教育侧重将“就业率”

作为高职院校办学的核心指标 。 ２００４ 年出台的

《关于以就业为导向 ，深化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的

若干意见》明确提出 ，“将就业状况作为专业设置

及其结构调整的依据 ，依据就业率进一步完善高

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制度” 。 ２００６

年 １１月出台的《关于实施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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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建设计划 ，加快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

意见》重申了 “坚持以服务为宗旨 、以就业为导

向”的职业教育办学方针 。 ２０１１ 年发布的《中央

财政支持高等职业学校提升专业服务能力基本

要求》明确提出了“就业导向”下高职专业建设的

“五个对接” ，全面提升高等职业学校专业建设水

平和产业服务能力 。

从 ２０１４年至今 ，我国高职教育侧重将“就业

质量”作为专业群建设的评价指标 ，将“提升人才

培养质量”作为核心任务 。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出台的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指

出 ，“现代职业教育应以促进就业为导向 ，以学习

者的职业道德 、技术技能水平和就业质量为核

心 ，建立职业教育质量评价体系” 。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出台的《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２０１５‐

２０１８年）》重申了“以立德树人为根本 ，以促进就

业为导向 ，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 ２０１９ 年出台的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也提出“要以促进

就业和适应产业发展需求为导向 ，着力培养高素

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 。

从 ２００３ 年“就业导向”正式提出开始 ，我国

高职院校专业群建设理念经历了从“以就业为导

向”转向“以促进就业为导向” 、从强调“就业率”

转向注重“就业质量” ，从关注“就业数据”转向重

视“人才培养”三个方面的转变 ，反映出我国高职

院校专业群建设理念正在逐步从“功利性”向“人

本性”的转变 。

（二）高职院校专业群建设实践的价值困境

根据笔者对八所高职院校的实践调研可知 ，

在专业群建设的价值取向上 ，存在“就业导向”的

认识误区 ，具体表现为将“职业教育”视为“就业

教育” ，专业群建设紧紧围绕“就业率”来确立培

养目标 、建设课程体系等 。 然而 ，一味地强调初

次就业率和零距离产业对接 ，往往忽视了学习者

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岗位迁移能力的培养 ，进而导

致高职院校毕业生虽然具有较高就业率但是存

在较高职业和行业转换率 、较低专业与就业相关

度等问题 。

在“就业导向”认识误区下 ，高职院校旨在培

养单向度的“技术人”或“工具人” ，即以培养面向

某一具体岗位就业能力作为核心教学任务 ，并以

就业率作为专业办学水平考核和专业招生计划

调整的直接依据 。在专业设置上 ，坚持“产业决

定论”下的专业群设置 ，即盲目参考区域产业发

展规划并忽视自身培养特色 ，追求新兴专业和热

门专业的设置布局 ，在专业申报自主权下放的情

况下 ，高职院校专业重复设置现象严重 ；在人才

培养上 ，坚持“就业决定论”下的人才培养理念 ，

即完全按照岗位能力需求 ，强调“人才培养”与

“岗位需求”的零距离对接 ，来制定人才培养的具

体方案 ，甚至直接沿用企业的师资与培训教材 ，

使得“高职教育培训化”倾向明显 。

（三）高职院校专业群建设的价值误区解读

通过对高职专业群建设政策与实践分析可

知 ，当前对“就业导向”认识误区的根源在于对职

业教育本质属性的误读 ，认为其就是“就业教

育” 。从就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关系来看 ，就业

本只是职业教育的功能之一 ，但却不是职业教育

的唯一功能 。 高职教育兼具“高等性”和“职业

性” ，在“就业导向”误读的指挥棒下 ，“职业性”被

过度强调继而成为高职院校发展的主要方向 ，并

以培养“技术人” 、提升“就业率”作为办学的核心

任务 ，而“高等性”则逐渐丧失 。
［４］
“现代职业教育

的价值取向是从工作定向的单一技术培训到塑

造全面发展的职业人” 。
［５］职业是人的存在方式 ，

因此 ，人的发展与其职业生涯密切相关 。而在知

识社会中 ，社会生产力水平和劳动组织方式正在

发生重大变革 ，职业岗位结构向流动化 、高级化 、

综合化转变 ，这就要求从业者不断地提升职业能

力来应对职业生涯出现的可能性与不确定性 ，由

此 ，职业教育不仅应为人的初次就业服务 ，而且

应逐步终身化 ，并为学习者的职业生涯发展

服务 。

  二 、价值取向的理论溯源 ：职业教育本质属

性探讨

  专业群建设的价值取向集中体现了职业教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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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人才培养理念 ，其根源在于对职业教育本质

属性的理解 。 通过梳理已有探讨职业教育本质

属性的文献 ，分析职业教育从“训练性”到“教育

性”的历史演变 ，认为知识社会中职业教育已经

进入到服务于学习者职业生涯的发展阶段 。 因

此 ，职业教育的本质属性应是职业生涯导向性 。

（一）职业教育本质属性论之争

社会学视角下职业教育本质属性探讨是从

“职业”概念出发 ，基于功能主义理论 ，通过分析

职业教育对于社会的功能来探讨职业教育的本

质 。 “功能主义”视角下职业教育本质属性的主

要观点有 “老三论”“新三论”和“初始职业化”等

观点 。 “老三论”是指职业教育的本质属性包括

社会性 、生产性和职业性三种认识 。
［６］

“新三论”

是指职业教育的本质属性应为“适应性”“中介

性”和“产业性” 。
［７］还有学者认为职业教育的本

质是“初始职业化” ，即以培养成为基本合格的岗

位人员为逻辑起点来定义职业教育 ，其本质属性

是完成个体的初始职业化 。

教育学视角下职业教育本质属性探讨是在将

其视作一种教育类型的前提下 ，寻找其有别于其他

教育类型的本质属性 ，包括一般职业导向性 、技术

技能职业性 、职业导向性 、工作体系等观点 。 “一般

职业导向性”和“技术技能职业性”是基于职业教育

中职业类型的认识来探讨本质属性 ；
［８］
“职业导向

性”观点是以职业能力形成为培养目标 、以典型职

业活动开发课程来进行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活

动 ；
［９］
“工作体系”观点认为职业教育的对应概念是

学术教育 ，其存在的逻辑前提包括职业 、工作与技

术三个基本要素的工作体系的存在 。
［１０］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两种观点本质上是

对“职业”理解和出发点的不同 ，分别忽视了职业

的分类和职业的演变 。因此 ，本研究基于职业的

分类 ，通过分析职业的历史演变 ，对职业教育的

属性进行探讨 。

（二）职业教育本质属性 ———职业生涯导

向性

在现代社会 ，职业意味着谋生手段 、社会角

色和自我实现之路 。
［１１］职业教育应以职业为核

心 ，并以职业结构的分化和升级促进职业教育从

“职业训练”到“职业教育”的转变 。

在农业社会 ，由于社会生产力低下 ，社会生

产形式主要以农耕 、狩猎和家庭手工业为主 ，此

时职业教育的形式主要是父子继承的家庭学徒

制 。而随着手工业分化及其贸易与市场的扩大 ，

逐步形成了由商业行会和手工业行会保护其成

员训练的行会学徒制 。伴随三次工业革命的进

行 ，人类社会的生产组织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

革 ，进而使得职业教育的办学主体 、办学内容和

办学形式上发生了重大转变 。从办学主体上 ，由

于新兴产业发展对于大批量产业技术工人的需

求 ，国家开始接管并负责职业教育 。由此 ，当工

业化大生产成为社会生产模式的主流之后 ，由政

府主办 、以讲授科学原理为基础 、旨在培养满足

国家产业发展需求的职业学校开始产生 ，职业教

育被纳入到了国家的公共教育体系 。由此可见 ，

在农业社会 ，职业教育可以视为家庭内部的“劳

动训练”或者学徒制下的“技艺传授” ，在工业社

会 ，职业教育可以视为培训技术工人的企业训

练 ，进而使得“训练性”成为该时期职业教育的鲜

明特征 。

伴随人类发展进入知识社会 ，社会生产力水

平和劳动组织方式正在发生重大变革 ，技术的进

步与全球化趋势的结合推动了由科层制到扁平

化职业组织结构的变革 ，从关系型到交易型的职

业人员心理契约的转变 ，职业岗位结构向流动

化 、高级化 、综合化转变等 。
［１２］一方面 ，面对技术

进步和社会分工的演变 ，职业教育不仅应为学习

者的初次就业服务 ，更应培养综合职业能力来应

对职业流动和转岗的需要 ，即不断适应职业的发

展 ，并获取职业生涯发展的能力 。
［１３］另一方面 ，职

业教育已经进入了服务于个人职业生涯的“‘教

育性’职业教育”发展阶段 ，呈现出鲜明的“职业

生涯导向性” ，即职业教育应面向学生的整个职

业生涯 、以形成职业生涯能力为目标来培养技术

技能人才 。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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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职业生涯导向 ：“双高计划”下专业群建

设的应然诉求

  伴随着知识社会中知识生产模式的变革 ，大

学正面临着来自文化转型和技术转化两方面的

挑战 ，亦是塑造文化公民身份和技术公民身份的

关键机构 。作为大学类型中肩负“知识应用者”

角色的高职院校 ，其本质属性是“职业生涯导向

性” 。因此 ，“双高计划”下高职院校专业群建设

的宗旨是通过高水平的专业群建设来培养学习

者的职业生涯能力 ，进而服务于学习者的职业生

涯发展 。

（一）知识社会背景下高职院校的角色定位

在知识社会中 ，当代知识生产模式已经由传

统的模式 １拓展为模式 １和模式 ２并存的境况 。

模式 １中 ，知识是以等级制和同质性为特征 ，其

生产是在单一学科的认知语境中进行的 ，对应强

调知识创新的基础研究 ；模式 ２ 中 ，知识是以异

质性和反思性为特征 ，其生产是在跨学科的社会

经济情景中进行的 ，对应强调知识转化的应用研

究 。
［１４］与此同时 ，知识社会中的大学能够包含与

研究有关的知识 、与教育有关的知识 、与专业训

练有关的知识以及与智力探究有关的知识四种 ，

如图 １所示 。 与研究有关和与智力探究有关的

知识主要与文化公民身份相关 ，与教育有关和与

专业训练有关的知识主要与技术公民身份相关 ，

对这两种公民身份的满足就是大学的社会责任 。

因此 ，在知识社会大学兼具“技术公民身份”和

“文化公民身份” 。
［１５］

图 １  知识社会的知识分类

而在大学体系内部 ，根据对于两种身份的不

同倾向 ，可以分为研究型大学 、应用型大学和高

职院校 ，
［１６］如图 ２所示 。三种类型的大学 ，从生

产知识的角度 ，分别提供与研究相关的知识 、现

实问题解决相关的知识和专业训练相关的知识 ；

从人才培养的角度 ，分别旨在培养学术型人才 、

工程型人才和技术技能型人才 ；从承担角色的角

度 ，分别承担模式 １ 的“知识生产者” 、模式 ２ 的

“知识生产者”和“知识应用者”的角色 。因此 ，高

职院校主要培养知识社会下的一线劳动者 ，即

“知识工人” ，其培养应在接受常规的技术技能教

育基础上 ，还需要培养运用理论分析问题 、解决

问题的能力 ，以及形成通过不断学习来提升自身

知识和技能水平的意识和习惯 。
［１７］在知识社会 ，

知识更新与迭代的速度加快 ，知识是一定“速变

性”知识 ，
［１８］由此意味着知识社会中职业教育的

学习不再是一次性行为 ，而是多次性行为 、甚至

可能是连续性行为 ，是伴随其整个职业生涯的

“全程性”学习 。

图 ２  大学类型的二维解读

（二）高职教育职业生涯导向性的内涵认识

在知识社会 ，工作世界的组织模式发生了根

本性的改变 ，个人职业生涯不稳定性 、不确定性

增加 。而相对于由就业方式快速变化而被迫不

断发生改变的就业阶段 ，教育是人一生中更为不

固定的阶段 。 大众化阶段的高等教育指导人们

应对就业方式变化做好应变的准备 ，而不应局限

于关注一种职业或掌握一套技术 。因此 ，高等职

业教育的培养目标 、办学层次 、教学手段和教学

管理方式等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基础

上发生重要转变 ，并应呈现出鲜明的“职业生涯

导向性” 。

与工业社会的“产业工人”不同的是 ，高职教

育培养的“知识工人”的主要职责是将工程师设

计出来的图纸和方案进行转化 ，使其可以成为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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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应用于现实实践的社会成果 。
［１９］因此 ，其需要

具备包括学术技能 、技术技能和就业技能三个部

分在内的职业生涯能力 ，
［２０］即获取信息和更新知

识的学习能力 、应用知识与技能解决问题的操作

能力和人际交往与团队协作的工作能力 。 高等

职业教育的“职业生涯导向性” ，其内涵是指高职

教育应以培养学习者的职业生涯能力为目标 ，进

行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活动 ，并最终服务于学习

者的职业生涯发展 。

（三）职业生涯导向下高水平专业群建设的

具体内涵

“双高计划”的关键是建设高水平的专业群 ，

而职业生涯导向下高职院校专业群建设的宗旨 ，

是通过高水平的专业群建设 ，来培养学习者的职

业生涯能力 ，进而服务于学习者的职业生涯发

展 。高水平专业群的建设要素包括专业设置与

专业群组建 、课程与实训体系建设 、人才培养模

式改革 、双师型队伍建设 、运行机制设计“五大要

素” ，而学习者的职业生涯发展包括职业准备 、职

业选择和职业发展“三个阶段” 。因此 ，职业生涯

导向下高职院校的专业群建设 ，就是指如何通过

高水平的专业群建设来促进学习者的职业生涯

发展 。

高水平专业群建设“五大要素”的实质是人

才市场的劳动力需求与社会经济的产业发展反

馈到高职教育的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信息 ，而学

习者职业生涯发展“三个阶段”的实质是包括专

业选择 、人才培养 、生涯规划 、就业追踪 、失业预

警与再就业培训在内的技术技能人才的供给信

息 。职业生涯导向下高水平专业群建设的实质

就是促进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信息”与“供给信

息”的全面对接 。因此 ，借助政策引导和技术支

持 ，建构高职院校与行政部门 、就业部门 、行业企

业以及内部招生 —培养 —就业的联动机制 ，进而

实现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信息”与“供给信息”

的共建共享与传递反馈 ，是职业生涯导向下高水

平专业群建设的具体实施路径 。 通过该路径可

以为高水平专业群建设提供实时的数据支撑与

决策支持 ，并最终服务于学习者的职业生涯

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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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Major Cluster Construc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Under the Double High Plan

ZHANG Dong‐ke１ ，WU Ting‐ting２ ，LIU Shu‐chang３
（１ ．School of Education ，Hebei University ；２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
Hebei University ；３ ．School of Economy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０７１００２ ，China）

Abstract ：The current major cluster construction is the basis and core of the “Double H igh Plan”
construction ，and the grasp of its value orientation is the key to construction ．By analyzing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 it is believed that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know ledge society has entered the development stage of serving the learner’s career ．
Therefore ，the essential attribut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should be career orientation ．Based on career
orientation ，the major cluster construc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under the “ Double H igh
Plan” should adhere to the people‐oriented training concept ，cultivate the learner’ s career ability
through the dynamic construction of major cluster ，and serve their career development ．

Key words ：Double H igh Plan ；major cluster ；value ori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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