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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合作办学项目增多
职业教育更趋国际化

职业教育国际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也是高
职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技能性人才，在世界各地都有
用武之地，高端、复合、国际型技能人才的需求明显增
大。北京联合大学张东昌教授表示：结合世界职业教育
发展形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以及我国职业教育
自身发展情况来看，职业教育的国际化发展都是十分必
要的。

目前，来自 24个国家以及港澳台地区的 235个机构
与25个省区市的近2300所高等职业院校和300多所中等
职业院校开展了合作办学项目。经教育部审批的国际合
作办学项目达2500余个，其中职业教育国际化办学合作
项目多达 900 余个。各地职业院校正抓紧机会，不断开
展国际合作项目，目标是培养一流的技术人才。

中国职业教育学会国际合作与交流部顾占春主任介
绍说，有关部门针对高层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从今年
开始已经进一步放开和简化管理。项目不需要去教育部
报备，到各个省教育厅审批就可以了。顾占春说，这些
都是职业教育国际化办学日趋正规化的表现。

“职业教育国际化，实质上反映了我国职业教育从封
闭走向开放的过程。伴随着国家改革开放进程越来越深
入，高职教育不仅要满足国内区域市场的需要，还要满
足国际市场的人才需要。”张东昌教授在会上对中国职业
教育现状进行分析时说，“往国外输送人才是职业教育的
部分目标，我们学生的特点是踏实认真，在很大程度上
能够满足国际市场人才的需要。”

国际合作办学，意味着中国职业教育院校的学生，
有可能成为海外学子。

谈及职业教育国际化对中国学子的影响时，北京红
火轮教育集团国际部主任李雪梅表示，大部分职业院校
的学生的共同点是高考成绩不理想、不太愿意系统学习
书本知识，或者家庭经济条件有限。“而他们通过选择这
些费用低、入学门槛低、能学一技之长的职业技能留学
项目，能为自己提升学历找到更畅通的通道。留学归国
后可以做留学认证，享受海归待遇，也有了英语基础，
更有条件进入一些大型企业和外资企业。留学后，他们
不管在国内就业，还是在国外找工作，都有了一定优
势。”

落实项目少、被认可度低
职业教育国际化难点仍存

目前，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合作项目在逐年增多，但
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成果较少，对外输出的优秀技能型
人才少、单一性较强。全国中等职业学校联合招生合作
办学协作会秘书长刘景连在会上说：“我国职业教育类型

全面、目标明确。但在国际化进程中，我们引进国际化
经验和成果比较多，输出国内的办学成果相对较少。当
前我国职业教育经验和理论仍然缺乏系统地梳理，很难
系统地向国际社会输出。”

刘景连在各个地区的职业院校考察时还发现，要做
职业教育国际化的院校很多，但真正把“走出去”“引进
来”落实的项目和院校并不多。他表示，我国职业教育
国际化实施的东西比较少，理想和现实的差距还较大。
目前参与国际合作办学的高等职业学校不够广泛，中等
职业学校相对更少。我国职业教育还需进一步增强开放
性，想真正把职业教育国际化做起来，落到实处，还有
很长一段路要走。

“就读职业院校的大部分学生的学习基础比较差，外
语也不是特别好；加之一些学生家庭经济条件有限，家长
的观念也比较保守。这都增大了我们推动职业教育国际化
的难度。”李雪梅说道。学生基础水平弱，是导致很多职业
院校“走出去”难的原因之一。对此，职业规划师郎德中分
析说，部分职业院校的教学质量不够好从而导致招生不理
想，更难有好的教学成果，进而在走向国际化的过程中很
容易受阻。

除此之外，我国的职业教育资格证书在国际社会上的
通用性较差，导致我国职业教育“走出去”“引进来”办学的
难度变大。国际合作办学是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进程中经
常采用的方式。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开展的项目虽多，但
在实际操作中，职业教育院校的附加优势相对较少、相关
职业资格证书的含金量低、受认可度也较低。“以加拿大职
业教育为例。一般在加拿大读职业院校的学生在毕业后可
以在当地找到工作，也可以申请移民。”郎德中说，“但我国
职业教育的优势就比较小，主要还是因为我国职业教育的
社会认可度比较低，这也是导致我国职业教育‘走出去’难
的重要原因。”

留学项目性价比高
“一带一路”参与国更受青睐

近年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成为出国留学目的地
新的热点。以2017年为例，赴“一带一路”参与国家留
学人数为6.61万人，比上年增长15.7%，超过整体留学增
速的均值。其中国家公派 3679 人，涉及 37 个“一带一
路”参与国。

随着中国产能和装备制造业“走出去”以及“一带
一路”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步伐的加快，其对技能型
人才，尤其是高端技能人才的需求激增。区域间人才培
养合作也日趋深化。“我国企业走出去，对于技术类人才
的需求增多。以高铁建设领域为例，随着我国高铁

‘驶’出国门，高铁服务技能要求也在变化。这既需要掌
握相关的技能，还需要懂得外语。”李雪梅说：“职业教
育国际办学，可以帮助更多的学子走出国门，也为我国
培养高端技能型人才提供了更多的方法。学子也可以接
受更多元的教育，获得更多的机会。”

顾占春表示，学子在国内高职毕业后，通过到国外
接受本科教育，就业时有更大的优势。相比于其他留学
国家，去“一带一路”参与国家留学的性价比是很高
的。以马来西亚为例：一年的学费在 8400 元人民币左
右，本科 3 年总学费很低，生活花销也相对较少。对于
部分职业院校的学生来说，也能够承担。对此，张东昌
也表示，高职和中职院校的学生留学时，国别更均衡
化，选择也更理智。

“听不懂”又“插不上话”
难以参与小组讨论

留学在外，学子有更多的作业需要通过小组合作来完成，有些专业课程
甚至每周都要完成一个小组作业。想要更好地完成小组任务，小组讨论必不
可少。小组讨论可以提高学子同他人沟通、交流的能力，培养团队合作的意
识。在讨论的过程中，学子也可以对作业内容有更深入的了解，从而不断完
善学习成果。在国外，学校教学注重引导，倡导讨论式的学习方式。因此，
外国学生大都从小就形成了小组讨论的习惯，在课堂讨论中表现十分活跃。
但面对活跃的小组讨论，中国学子却常常处于被动状态，感到难以适应。

熊贻君就读于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讲起自己小组讨论的经历时，她
认为“插不上话”是学子不适应国外大学教学方式最主要的问题之一。“刚过
来的时候，常常会遇到这种情况：不知道对方在激烈地讨论什么内容。对方
讲的每一个单词，我都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每个单词合在一起却不知道整个
句子是什么意思。”在韩国梨花女子大学读书的童瑶 （化名） 也遇到了类似情
况：如果没有预习，面对不熟悉的话题，会听不懂大家讨论的内容，最后只
能干坐在那里，无法参与进去。

另一个面临的困境则是“得不到倾听”。许多学子好不容易在讨论中发表
了自己的观点，却完全被其他同学忽略。翟晓寒现在在西班牙ESIC商学院学
习，她对这一点深有感触，“小组讨论时，欧洲同学跟中国同学有很大差异。
中国同学在小组讨论中会主动考虑别人的想法，但欧洲同学如果自己有想法
的话，就会成为小组里的领导者，不会太在意别人的观点。”

在小组讨论中处于被动
文化差异导致关注点不同

学子在小组讨论中常常处于被动状态。语言交流不过关是导致这一情况
发生的直接原因。但根源则是不同文化间的差异。这首先表现为大家的关注
点截然不同。熊贻君刚到英国时，就遇到了这样的困扰：尽管已经提前预习
了讨论内容，但还是难以融入话题。“比如他们讨论一些政治名人的政策、娱
乐名人的争议性举动，甚至某位设计师的情况，我真的完全插不上嘴，因为

我根本不了解具体内容。但对于他们来说，这些是常识性知识。我当时只能
通过他们的言论，猜大致内容，却无法说出建设性意见”，她说，“这不是语
言问题，而是知识盲区的问题。”生活环境的不同，使学子与外国同学的知识
储备有很大区别。这也给学子参与讨论造成了困难。

文化差异的影响还体现在中外学生不同的思维方式上。比如，欧美学生
在其从小身处的教育体系中，很少受到他人的否定，所以他们往往对自己的
观点充满自信。“如果他们有自己的想法，就会完全占主导地位。如果你不认
可他的观点，他会一直解释自己的观点如何正确，并极力说服大家赞同并采
纳他的想法。”翟晓寒说，“我们中国学生则会更尊重别人的观点、更注重团
队，而他们更想表达和捍卫自己的观点。”

提前预习、大胆询问
小组讨论不能限于“应付”

在被问起怎样才能更好地参与小组讨论时，童瑶认为提前预习十分重
要。她说：“已有的外语知识储备不足以让你应对所有的内容。但是，如果提
前预习过要讨论的内容，讨论时就大多都能听懂。提前准备，也会让自己对
话题有更多的理解。”熊贻君也说，课前准备帮自己解决了很多问题。但要想
解决文化差异问题，还需要克服胆怯，多向同学提问。她说：“要直接问他们
讨论的话题具体是什么，一般都会有人简单地跟你解释一下。这个很重要。
一定要现场立即问，而不要想着回来再查。如果回来再查，会导致自己和讨
论脱节。现场问的好处是，你可以通过他们的解释，了解他们对这件事情的
观点和看法。”

对于学子来说，在讨论中还要学会改变自己的表达方式。翟晓寒说：“我
觉得中国人想要自己的观点受到重视的话，需要在表达上变得更强势。如果
你比较谦虚或者比较温和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外国同学可能完全不会在乎你
的想法。”强势的观点表达，可以帮助学子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被忽视。在强势
表达的同时，学会反驳也能帮助学子在讨论中占据更主动的地位。

“遇到意见不合的时候，请坚定而有逻辑和条理地表达自己的观点，适当
注意措辞礼貌即可。”熊贻君这样认为。

2018年4月18日，“一带一路”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联合办学项目推介会在北京

举办。各职业院校代表和相关专家共同分析了目前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现状和趋
势：随着“中国制造”与世界的交融不断加强，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重大
项目建设步伐的加快，对有国际工作经验的技能型人才、特别是高端技能人才的需
求激增。

职业教育：加强国际合作
为学子走出国门铺路

只要好好学只要好好学，，在任在任
何行业都有机会成为高何行业都有机会成为高
手手。。

职业学校的学子在职业学校的学子在
就 业 时 可 能 会 处 于 弱就 业 时 可 能 会 处 于 弱
势势。。但是但是，，成功的路径成功的路径
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职业教育国际化职业教育国际化，，
同样为职校学子提供了同样为职校学子提供了
出国学习的机会出国学习的机会。。通过通过
职业院校与海外院校合职业院校与海外院校合
作办学等项目作办学等项目，，职校学职校学
子可以到海外继续学习子可以到海外继续学习
相关的技能相关的技能、、更好地掌更好地掌
握一门语言握一门语言、、得到更丰得到更丰

富的资源富的资源。。这些都为职这些都为职
校学子未来的发展增添校学子未来的发展增添
了一份筹码了一份筹码。。

但出国学习对职校但出国学习对职校
学子来说学子来说，，不仅是难得不仅是难得
的 机 会的 机 会 ，， 也 是 一 种 挑也 是 一 种 挑
战战。。学习成本增加学习成本增加，，知知
识也需要回补加强识也需要回补加强，，这这
都意味着学习难度加大都意味着学习难度加大。。

但是但是，，成长的方向成长的方向
始终未变始终未变。。职业教育国职业教育国
际化为职校学子的成才际化为职校学子的成才
铺了一条路铺了一条路。。但职校学但职校学
子也需明白子也需明白：：机会永远机会永远
留给有准备的人留给有准备的人。。

通过参与小组讨论
加快融入留学环境

张子宁

国外教育的一个特点是注重讨论。此时，
来自国内的学子却容易在课堂上陷入静默。

在推介会上，各校老师介绍了我国与来
自马来西亚、泰国、俄罗斯等多个国家的院
校所开展的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办学项目的情
况。图为来自各地职业院校的老师积极讨论
关于职业教育国际化的相关话题。

李雪梅认为，我国职业教育的国
际化，能够帮助更多学子走出国门。
图为她在活动中发表讲话。

条条大路出“状元”
齐 心

童 瑶 认 为 ，
提前熟悉内容可
以帮助自己更好
地形成观点、融
入小组讨论。图
为童瑶在对小组
作业的话题进行
预习准备。

“我们学生的特点是踏实认真，在很大程
度上能够满足国际市场人才的需要。”

“我们学生的特点是踏实认真，在很大程
度上能够满足国际市场人才的需要。”

张馨予 邓刘星 文/图

北京联合大学张东昌教授建议，当前
需要开展更多强强联合的国际职业教育合
作项目，推行具有高等职业教育特点的国
际合作模式。

近些年来，北京红火轮教育致力于职
业教育国际化的发展，先后同美国、俄罗
斯、英国、马来西亚和泰国等多个国家的
教育机构建立了良好稳定的合作关系。

图为北京红火轮教育集团与相关院校
达成合作意向后，举行签约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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