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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高计划”背景下

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方案重构研究①

李梦卿，邢 晓

（湖北大学，湖北 武汉 430062）

摘 要：“双高计划”为高等职业教育现代化、特色化、优质化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面对“双高

计划”提出的迫切任务以及产业结构变革下人才结构的调整需求，重构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方案

是高职院校适应新时代、新变化、新要求，提升办学水平和培养质量的重要基础与前提。高职院校要

以培养目标、教学标准、实践环节、双师队伍以及评价机制等为着眼点，进行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方案

的重构与优化，切实提高方案在制定与实施过程中的科学性、规范性、合理性以及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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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3月，教育部、财政部印发《关于实施中

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

（以下简称“双高计划”），提出“在全面提高质量的

基础上，着力培养一批产业急需、技艺高超的高素

质技术技能人才”的改革发展任务，这一任务落实

的关键在于科学完善的人才培养方案的正确指

导。教育部于 2019年 6月发布了《关于职业院校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订与实施工作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要求构建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人才培养体系，突出职业教育的类型特

点，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推进教师、教材、教

法改革，规范人才培养全过程，加快培养复合型技

术技能人才。这为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方案的重构

指明了新的方向，提出了新的要求。高职院校要

在遵循“双高计划”政策意旨以及《指导意见》具体

要求的基础上，优化人才培养方案，促进新时代高

等职业教育向更高水平、更具特色的方向发展。

一、“双高计划”的内涵及政策意旨

（一）扎根中国大地，凸显新时代中国特色

坚持“中国特色”是“双高计划”的基本原则，

也是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和高水平专业建设的重

要内涵。“木有本而枝茂，水有源而流长”，扎根中

国大地，创办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职业教育，是建

设高水平高职院校的精神内核和发展基石，也是

向世界提供“中国方案”的应然追求和重要使命。

延续千年的“工匠文化”和“工匠精神”、民国初年

探索积淀的职业教育思想精粹、国外职业教育发

达国家的改革经验都是我国职业教育扎根中国大

地、办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形成“中国方案”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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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与力量源泉。

（二）聚焦产业发展，推进产教深度融合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以

及“一带一路”“中国制造 2025”“互联网+”等国家

战略的深入推进，我国产业也面临着结构优化和

转型升级的巨大挑战，同时也对我国技术技能人

才尤其是高技能人才的数量和质量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据 2017年教育部、人社部和工信部联合发

布的《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显示至 2025年，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

域、新材料领域的人才缺口预计将分别达 950万、

450万、400万。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数据

显示，截止 2017年底全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

1.65亿人，高技能人才 4791万人，占技能劳动者总

数的 29.03%，相比之下德国、美国、日本等发达国

家的高技能人才占比均在 40%以上，这距离我国

《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方案（2019-2021年）》提出到

2021年底实现“高技能人才占技能劳动者的比例

达到 30%以上”的发展目标还有一定距离。技能

劳动者结构不合理且高技能人才极度匮乏已成为

制约我国产业发展之瓶颈。

（三）突出内涵质量，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实践与创新发展，我国技

术技能人才的培养也站在了一个更加注重内涵深

化和质量提升的历史新起点上。李克强总理在

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高职院校百万扩

招计划也对人才培养带来全新挑战。面对新的历

史起点和新的时代任务，高水平高职院校要主动

担当，配合制定科学完善、切实可行的人才培养方

案，有计划、有组织、有质量地落实百万扩招的计

划，培养品行优良、基础扎实、技艺精湛的高素质

技术技能人才。“双高计划”强调要“培育和传承工

匠精神”“加强学生认知能力、合作能力、创新能力

和职业能力培养”“健全德技并修、工学结合的育

人机制”等，正是高水平高职院校技术技能人才培

养的价值追求与教育目标的具体体现。

二、“双高计划”背景下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

养方案的新要求

（一）培养目标定位更加体现职教特色

第一，人才培养目标要更加凸显“职业性”。

“职业性”是职业教育最显著的特征，也是中国特

色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方案制定与实施过程中

的必然属性之一。从社会角度来看，高等职业教

育“以就业为导向”，面向社会经济发展和产业结

构调整实际需求，为各大行业企业提供一线生产、

建设、管理、服务所需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从

个体角度来看，高等职业教育“以能力为本位”，培

养学生动手实践能力和技术的实际运用能力，以

不断提升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和职业胜任力；从职

业能力和职业精神尤其是工匠精神两个不同层面

来看，高等职业教育“以素质为核心”，不仅关注学

生知识与能力的发展，更注重“工匠精神”和职业

素养的培育与传承，最终培养德艺双馨的技术技

能人才。

第二，人才培养主体要更加凸显“多元性”。

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百万扩招计划，明确

规定招生来源不仅限于应届高中毕业生，而是鼓

励更多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等更多的社会

群体报考高职院校。面对社会招生需求骤增和生

源多元，人才培养主体也要随之多元和开放，以有

效满足不同层次人的发展需求。在百万扩招的背

景下，高职院校同时面临教育教学资源紧缺的重

大挑战，为此要强化企业育人主体作用，深入开展

校企合作，充分挖掘教育教学资源，实现优质资源

互补，共建现代化开放共享的产教融合平台和师

生实践实训基地，为人才培养提供更加优质的教

育环境和教学资源。

第三，人才培养过程要更加凸显“实践性”。

实践性是黄炎培先生大职业教育观的主旨内涵和

鲜明特色，也是当今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必然性

诉求和差异化优势。职业教育自身为社会经济服

务的宗旨以及就业为导向的职业特性决定了“实

践性”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地位，实践性教学是实

现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环节，《指导意见》规定“实

践性教学学时原则上占总学时数 50%以上”，正是

对高等职业教育实践环节的进一步强化。高职院

校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必须为学生科学选择实践

性的教学内容，创造真实的教学实践情景，提供参

与企业实践的机会，以培养和提升学生的实际操

作能力、岗位适应能力以及综合职业素养。

（二）课程教学改革更加重视标准引领

第一，以国家教学标准体系框架为遵循，促进

宏观指导系统化与深层性。据 2017年数据显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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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已有超过 159个国家建立和实施了国家资历框

架［1］，通过资历框架强化人才培养与管理已逐步在

世界范围内达成共识。目前，我国已初步建立了

包括专业目录、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教学标准、顶

岗实习标准、专业仪器设备装备规范等在内的职

业教育国家教学标准体系框架［2］，但仍面临教学标

准不健全、培养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需“进一步

增强标准意识、质量意识”，深入挖掘国外成熟完

善的资历框架构建的成功经验并加以本土化尝

试、调整与完善，推进中国标准与国际标准之间的

有效兼容与转化运用，为高等职业教育专业教学

标准和课程标准的制定提供更加系统深入的指

导，确保人才培养方案的科学性、可操作性和有

效性。

第二，以专业教学标准为主要依据，促进培养

内容与环节精细化与融通性。自 2012年教育部发

布《关于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开展职业教育部分专

业教学标准开发试点工作的通知》以来，我国便开

始了构建专业教学标准的探索，并于 2013年在上

海试点，经多年实践成果显著。2019年 7月，教育

部组织完成了《高等职业学校种子生产与经营专

业教学标准》等首批 347项高等职业学校专业教学

标准的修（制）订工作，对不同专业在入学要求、修

业年限、职业面向、培养目标、培养规格、课程设置

与学时、教学基本条件、质量保障等方面做出了详

细规定，加强了专业教学标准与职业标准的对接、

协调与融通，为我国高职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与

实施提供了更加科学全面的依据。

第三，以课程标准为基础，促进课程设置规范

化与灵活性。课程标准是依据人才培养的时代命

题、体现国家意志、凸显学科理念、凝练学科体系

的政策性文本和国家育人方针的学科化表达［3］，形
成与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相匹配的课程标准是规范

课程设置，细化课程内容，优化教学过程的前提与

基础，也是完善人才培养方案的重点与核心。除

严格遵循国家规定开设公共基础课程之外，还要

加强省或地区层面对专业（技能）课程的设置与管

理，与人才培养目标和社会需求相适应，与职业能

力和岗位技能相结合，突出课程内容的实用性和

针对性、课程类型的多样性与灵活性，以促进教学

衔接、推进教材建设、优化教案设计，健全人才培

养方案。

（三）双师队伍建设更加关注结构优化

第一，优化供给结构，集聚多元主体的能量耦

合效应。在电子学中“耦合”是指能量从一种介质

传递到另一种介质的过程［4］，传出方和接收方在传

递过程中都能够实现能量的增长。能量系统理论

认为所有系统均可视为能量系统，当能量在不同

系统之间进行有效传递的过程中可以发挥出“能

量耦合效应”，因此，要解决“双师型”教师供给来

源单一化问题，需要拓宽供给渠道，加强多方合

作，加快培育、聘请或引进国内国外、行业企业、优

质高校等不同来源的优秀人才担任专业带头人、

骨干教师或兼职教师，优化双师教师的供给结构，

扩大供给数量，提升供给的精准度和有效性，切实

满足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需求驱动，促进不同主

体的潜能激发、能量释放和耦合增长。

第二，完善梯队结构，发挥政、校、行、企间场

域协同效应。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Pier⁃
reBourdieu）认为“场域”是指在各种位置间存在的

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5］，各场域相对独立且在时间

上连续、在空间上开放、在思维上关联。就高等职

业教育而言，政府、学校、行业、企业等场域共同构

成了整个高职院校教育场域，教师队伍作为教育

场域的关键要素，其自身梯队结构是否优良直接

关系到教育场域功能的有效发挥。因此，要提高

政府政策牵引力、行业认证的指导力、企业兼职教

师供给力、学校优质师资吸引力，各场域有机融合

发挥协同效应，在类别结构上提升兼职教师比例，

在年龄结构上注重老、中、青教师合理搭配，在职

称结构上保持高级、中级和初级职称适当比例，形

成良性梯队结构，为人才培养提供重要支撑。

第三，强化能力结构，促进优势互补下同频共

振效应。“双高背景”下高水平双师队伍建设不仅

需要关注团队外部结构的优化，更需要关注团队

内部个体成员能力结构的优化。无论是美国提出

的“彩虹图”还是中国“核心素养”，无论是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的“教育 2030”还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提出的“教育罗盘”，都对教师教育教学观念的

更新、知识结构的调整以及专业能力的提升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6］。新时代背景下高职院校必须全

面把握教师能力建设的内在要求，同时关注教师

的个体差异性和个性优势，为教师教学能力、实践

能力、科研能力提升创建开放共享的资源环境、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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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的沟通平台、完善的培训实践基地，提升教师队

伍的凝聚力、向心力和学习力，发挥不同教师之

间、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共振效应。

（四）质量评价机制更加强调科学规范

第一，质量评价活动更加注重全员性和多元

化。美国结构主义理论大师彼特·布劳（PeterM.
Blau）的结构变迁理论认为社会结构的异质性会给

社会交往设置障碍，但随着异质性不断增加反而

会提高群际交往的可能性［7］，随着高职院校开放

性、融合性特征日益凸显及其与政府部门、行业企

业联系日益紧密，以往单一评价主体的质量评价

观已无法满足其多元化发展诉求。德国社会学家

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认为在人与人

交往中可将主体与交互主体以一种内在建构的方

式彼此联结，来显示自我与他人在共同处境知觉

中的彼此差异以实现其互补形态，［8］创建一个由外

部政府部门、行业企业、专家、第三方评价机构及

学校内部管理部门、师生等异质性主体构成的质

量评价共同体，可以有效促进各利益相关主体专

业背景、价值规范、思维认知的思想碰撞、视域融

合、优势互补，最终达成共识。

第二，质量评价内容更加注重全面性和实效

性。依据教育经济效率理论，人才培养方案质量

评价体系是客观反映人才培养投入与产出效率的

重要依据和手段，其评价内容的选择和指标的构

建必须体现全面性、合理性以及最优化原则，才能

客观全面地反映方案制定和实施的质量。要提高

人才培养方案制定的科学性和实施的高效性，质

量评价机制不仅要发挥高职教育内部质量建设和

监控的主体地位，还要强化外部监督评价主体的

深度介入，对人才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模式、

师资队伍等内容进行内外一体、全面多维的诊断

和动态调整，将毕业生就业率、就业质量、企业满

意度、创业成效等作为衡量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

重要指标［9］，加强高职院校年度质量报告内容的全

面性、公正性和权威性。

第三，质量评价程序更加注重过程性和规范

性。人才培养是一个长期连续的过程，一个完整

的人才培养方案应该包括制定和实施两个前后相

继、互相关联、不可割裂的环节，在制定和实施的

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循教育教学规律，牢牢把握产

业发展趋势和行业人才需求，严格遵守既定的程

序规范以确保人才培养方案的正确导向。在制定

方案时要进行专业的规划设计、充分的调研分析、

严格的起草审定、及时的发布与更新，在实施方案

时将评价嵌入到教育教学的各环节和全过程当

中，通过教育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客观全面

的反应出方案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并通过内外监

督、及时反馈和适时调整进行细化和完善，确保人

才培养方案质量评价机制的全过程性、动态性和

连续性，不断提升人才培养方案的效用。

三、“双高计划”背景下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

养方案的重构

（一）能力为重的分层分类培养目标的特色性

定位

培养目标是人才培养的实施标准和质量评价

的基本依据，反映着高等职业教育的本质特征和

内在要求。社会需求的多样化、国际人才竞争的

激烈化、百万规模扩招下生源的差异化对高职院

校人才培养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也对人才培养目

标提出了重新定位和调整优化的紧迫性需求。高

等职业教育要深刻把握职业教育发展的本质要

求，内在规律和阶段特征。［10］人才培养定位应以社

会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为着眼点，以培养学

生关键能力和工匠精神为出发点，根据不同区域

特征、不同专业类别、不同学生群体构建和实施

“分类培养、分层教学、能力本位、德技并修、系统

培养、多样成才”的培养目标体系，以凸显职教特

色和中国特色。

第一，分类培养，分层教学。潘懋元先生认为

教育质量标准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一般的

基本质量要求，另一个是具体的人才合格标准［11］，
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方案作为保证教育教学质量和

衡量教育质量标准的重要依据，其目标定位应在

遵循一般质量要求的基础上更加聚焦于自身价值

定位和时代使命，从人才培养类型定位、层次定

位、专业定位［12］等多维度确立特色化、多样化培养

目标与质量规格。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目标应该包

括技术型、技能型、复合型、创新型等不同类型，以

及高职（专科层次）、应用型本科、专业硕士、专业

博士不同层次，同时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加强分类

指导，对不同的学科背景、专业类别、岗位方向进

行分类培养，关注不同生源的基础水平和实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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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进行分层教学，提升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实

效性。

第二，能力为重，德技并修。自 20世纪 60年
代能力本位教育思潮在美国受到重视并付诸实践

之后便迅速引起世界各国广泛关注。能力本位教

育的目的是根据产业或特定职业要求提供相应的

教育或训练［13］，这与职业教育目的和内在特征高

度耦合。高职院校要以能力培养导向制定人才培

养方案目标，拓宽学生横向能力与知识的场域，同

时为学生打通学历提升的纵向发展渠道。党的十

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

新型劳动者大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新

时代工匠精神的培养是能力为重的具体表现形

式。高职院校要致力于培养具有“精湛技艺、知行

统一、精益求精、独具匠心、责任担当和德艺双

馨”［14］工匠核心素养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以工

匠精神引领与支撑高职的未来与发展。

第三，系统培养，多样成才。《国家中长期教育

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要树立

系统培养的观念，推进学校与家庭、社会的密切配

合，2014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

教育的决定》也明确指出职业教育要以“系统培

养、多样成才”为基本原则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

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要

消除每个学生的不同差异，而是使每个学生的差

异性、独特性得到最充分、最完美地显示，［15］美国

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Howard Gardner）教授提

出的多元智力理论也强调个体之间的差异以及潜

能的发挥，高职院校要树立“系统培养、多样成才”

的人才培养观念及目标，积极与行业企业、中职学

校、普通高校和其他高职院校等开展深入合作，推

进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有机衔接，加强职业教育

与普通教育有效融通，关注学生基础能力的差异

及个性化发展需求，为学生成长成才提供多样化

的选择。

（二）对接产业的课程及教学环节的实践性

调整

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最终需要

通过课程与教学落实到具体的育人环节中，高职

院校要加强与区域产业之间的合作，紧跟市场结

构变化和产业发展需求优化课程结构，建设课程

标准，创新教学模式，完善教材体系，并不断强化

实践环节，提高学生的知识运用能力、思维创新能

力以及动手实践能力，为职业教育在技术技能人

才培养“赋能增效”，为经济建设和产业结构转型

升级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

第一，对接高端产业，设置专业课程。在当前

社会和教育面临转型的历史节点，课程观的更新

是教育观转变的核心，以过程哲学思想为指导建

构有机课程观是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16］对于与

产业发展密切相关的高等职业教育来说，构建适

应地方产业需求的专业课程体系是实现人才培养

目标的重要支撑。高职院校必须转变以往理论课

程较多、实践课程偏少的课程结构，树立为产业服

务的课程观，围绕新兴的高端产业方向发展与企

业合作共同开发课程，充分体现系统性、过程性、

职业性、发展性要求，充分反映企业生产岗位的新

知识、新技术、新要求。与此同时，高职院校还要

提高自身对外部市场的敏感性以及时进行人才培

养方案的调整，建立专业课程建设随产业结构发

展的动态调整机制，提高二者的衔接度和匹配度，

建立合理的人才培养课程体系。

第二，创新教学模式，完善教材体系。主体间

性理论认为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是教学活动中的

主体，高职院校的教学模式要从以往以教师为主

体的传统单一型向主体间性的多样型转变，进而

建立师生、生生间共同发展，平等和谐的交互关

系。美国著名未来学专家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提出随着历史变迁下人们的生物圈保护意

识［17］的日益强烈，使得我们开始重新思考教育的

任务并将教学模式从独立与竞争转向合作与关

爱，并随之提出了“分散式合作教育”和“扁平式学

习”，为高职院校创新和改进教学模式，促进师生、

生生之间多元、深入互动，提升学生学习动机和能

力提供了思路和借鉴。同时，高职院校要与企业

共同合作编写对接产业新技术、新方法、新工艺及

相关典型案例的高质量教材，完善职教教材体系。

第三，基于课程标准，强化实践环节。实践性

教学是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质量保障的关键环节。

苏联教育家赞科夫（Занков Леонид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在长达二十年教学实践的基础上提出发展性教学

论并强调教学要遵循“实践-理论-实践”道路，教

师要善于唤起和诱发学生真切的体验。人是具有

主体性意识的实践存在，通过有目的、有组织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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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活动进行改造和创造性活动［18］，高职院校要与

行企专家共同组织开发和完善课程标准，加快与

产教融合型企业的合作，共同为师生打造资源丰

富、设备齐全的现代化实习实训基地和科研基地，

提供顶岗实习、集中实习、分散实习等多样化的实

习方式，拓宽实践育人的教学场域和时间跨度，在

真实多样的实践情境中构建和完善自身的“知识

创生螺旋（SCI）”［19］，在教学交互过程中实现实践

育人的内在追求。

（三）基于团队的双师队伍建设的创新性优化

20世纪 8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默（Paul
M.Romer）与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E.Lucas）创立

的内生发展理论认为，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因素

在于技术进步，技术革新需要受过严格教育和训

练的人力支撑，一支品行高尚、专兼结合、梯度优

良的“双师型”教师团队是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

才，推动技术革新与经济发展的关键。高职院校

要抓住“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建设”机遇，调整教师

队伍，优化教师结构，提高双师素质。

第一，强化教学创新团队建设，提升团队效

能。随着社会分工的精细化和人才培养需求的多

样化，最短木板决定木桶容量的“旧木桶理论”正

逐渐被最长木板决定木桶容量的“新木桶理论”替

代，通过团队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已成为发挥“长

板”作用以促进整体效用最大化的有效途径。高

职院校要认真贯彻落实 2019年 6月教育部在《全

国职业院校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建设方案》中提出

的相关要求，积极组建教师教学创新团队。角色

理论认为社会赋予每个个体相应的身份，每个人

都是多种不同角色的集合体［20］，高职院校要通过

完善团队规章制度和保障机制明确团队成员的角

色定位，充分调动教师的参与热情、创新意识、团

队精神，并通过价值共鸣和政策激励充分挖掘并

激发教师的个性与潜能，集聚“长板”优势以提升

团队的“蓄水能力”和人才培养能量供给能力。

第二，优化双师队伍内部结构，促进优势互

补。从生态学结构与功能关系原理来看，系统结

构是系统功能的基础，决定着系统功能的大小与

优劣。对于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来说，其

队伍内部结构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团队的综合素

质的提升和育人功能的提升。由此，政府要加快

推进职业教师资格认证标准体系建设，确保高职

院校教师供给来源的优质化与多元化，在扩大有

效供给的同时着力提高教师供给的品质和效益。

高职院校要注重优化队伍内部各类型教师的数量

结构，适度控制和合理分配基础理论教师的数量，

提升专业课教师和实习指导课教师的数量；要不

断完善职称评聘制度和激励评价机制，提升高职

院校对高学历、高职称教师的吸引力度；要提高对

青年教师和骨干教师参与企业实践的要求规范和

继续教育的培训力度，促进青年教师理论教学与

骨干教师实践教学的有机结合与协同创新。

第三，内化双师教师关键能力，提高双师素

养。美国当代著名的心理学家本杰明·布卢姆

（BenjaminBloom）在其教育目标分类学中提出“高

阶思维技能”的概念，随着社会的发展高阶能力的

概念更为宽泛，涵盖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思维、迁

移、元认知、团队合作与沟通等一系列技能［21］，培
养“双师型”教师的关键能力已成为新时代背景下

提升高等职业教育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重要着

力点，而加强教师之间的团队合作和提高教师的

实践反思意识则是培养双师教师关键能力的“两

翼。一方面，高职院校要注重团队建设，为双师教

师提供良好的沟通与合作平台，据此实现资源互

惠、观念共享、知识共建，继而形成良好的学习生

态圈，一方面要积极开展多样化的教研活动和实

践活动，为教师营造良好的实践和研究的环境，鼓

励教师采用档案袋、日志记录、研讨会等方式进行

反思与总结，将其内化为自身的能力素养。

（四）注重过程的质量评价机制的动态性转换

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方案是高职院校办学

理念、培养目标、课程标准、教学模式、师资队伍的

集中体现，方案制定与实施的科学性、合理性、规

范性、有效性能否实现则有赖于一个完善的质量

评价机制。紧跟产业发展趋势以及行业人才需求

建立一个注重过程的动态管理评价机制是确保技

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的现实诉求和迫切需要，以

凸显人才培养方案在指导、监测、诊断、优化高职

院校教育教学过程及环节以及推进人才培养目标

实现等方面的功能与价值。

第一，注重内外评价相结合，促进多方主体共

同治理。潘懋元先生认为教育内部规律的运用要

受外部规律的制约，外部规律必须通过内部规律

来实现，办教育应把二者很好地统一起来。［22］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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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人才培养方案质量评价也要遵循教育内、外部

基本关系的发展规律，既要优化内部环境以调动

高职院校内部参评的积极性，还要协调外部环境

以提高评估的科学性和权威性，形成内外部多元

互动的质量评价机制，内部评价主体由管理层和

师生群体为主，致力于自我管理和内部质量改进，

外部评价以政府部门、行业企业、专家团队为主，

致力于权威认证和外在质量控制。马克思主义哲

学内外因辩证法指出事物的变化由内外因共同决

定，内因起决定性作用，外因则通过内因起作用，

高职院校在构建内外部多元互动的质量评价机制

时要以院校内部评价为主，以外部评价为辅，聚集

高职院校内部力量与政府及社会的外部力量对人

才培养方案的合理性、规范性、有效性等进行评价

和反馈，以此规避单一评价的固有局限，全方位诊

断人才培养质量状况。

第二，规范评价程序及内容，落实过程评价及

动态反馈。美国教育评价专家斯塔弗尔比姆（Stuffle⁃
beam, D.L.）提出的由背景（context）评价、输入（in⁃
put）评价、过程（process）评价和成果（product）评价

组成的CIPP评价模式为人才培养方案的评价提供

了一个良好的范式，斯塔弗尔比姆认为评价的目

的不在证明而在于改进，强调过程评价和改进评

价。高职院校要完善和规范评价的程序，并从管

理维、技术维和经济维［23］等不同维度拓宽人才培

养方案在实施管理、实施手段以及实施效率等内

容的评价，切实提高评价的全面性和实效性。与

此同时，要转变以往重结果而轻过程的评价方式，

实施“有限合理性战略”，建立人才培养方案质量

监测及动态调整机制，一方面对方案制定和实施

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出现的漏洞进行及时的补救

以及时止损，一方面根据社会经济发展和教育教

学改革需要对现有方案进行进一步优化和提升。

第三，采用现代化信息技术，创新评价方法及

评价手段。随着多媒体和网络技术在教育领域的

广泛运用，将现代信息技术运用到人才培养方案

质量评价当中，大力推进信息技术在评价过程中

的渗透与融合，促进评价方法及评价手段的创新，

已经成为了全面提升人才培养方案评价质量和效

率的必然诉求。通过现代信息技术搭建良好的信

息沟通及反馈平台，帮助评价者系统全面、准确快

速地搜集、记录、整理及分析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和

实施各阶段中获取的评价数据，为各利益相关主

体快速及时地提供评价数据及反馈信息，为人才

培养方案改进和教育教学过程优化提供服务。同

时，积极探索模糊综合评价法、灰色关联度分析

法、层次分析法、人工神经网络法等评价方法在人

才培养质量评价中的运用，充分利用电子档案袋、

在线互评、概念图、评价量规、学习契约评价等技

术手段，提高评价过程的真实性、有效性以及评价

结果的可视化、精准化。

“双高计划”是促进高等职业教育特色发展、

产教融合、改革创新的重大举措，新时代背景下高

水平高职院校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方案在目标定

位、课程教学改革、双师队伍以及评价机制等方面

需要更加体现职教特色，更加重视标准引领，更加

关注结构优化，更加强调科学规范。通过确立能

力本位的分层分类培养目标，强化对接产业的课

程及教学实践环节，优化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和“双

师型”教师队伍内部结构，构建基于过程管理和质

量改进的动态评价机制等途径重构人才培养方

案，提高方案制定与实施的科学性、规范性、合理

性、有效性，为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以及质量评价

提供全面、真实、可靠的依据，提升高等职业教育

办学水平和培养质量，为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提

供技术支撑和人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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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高计划”背景下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方案重构研究

The Reconstruction of Talent Training Program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Double-high Plan”

LI Mengqing, XING Xiao
（Hubei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62）

Abstract: The“Double-high Plan”provides an important opportunity for the modernization,

specialization and quality develop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Facing the urgent task proposed

by the“Double -high Plan”and the adjustment needs of the talent structure under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reform, rebuilding the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personnel training program is the important

foundation and premise for the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o adapt the new era, new changes and new

requirements and to improve the school level and training quality.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should

focus on training objectives, teaching standards, practice links, double-typed teams and evaluation

mechanisms, reconstruct and optimize technical and skilled talents training programs to be more

scientific, normative, reasonable and effective in the process of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Key words:“Double-high Pla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arget positioning; curriculum

teaching; double-typed qualities teachers;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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