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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任何一项人才培养制度的推行，其质量是关键。 文章以上海市中等职业学校现代学徒制
试点的实践与探索为基础，介绍了试点开展情况，并且从五个维度对现代学徒制这种“学校与企业
式的职业教育制度”的质量评价进行初步的探讨，以期为建立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的质量评价体系
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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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lementary Analysis of the Basic Dimension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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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enticeship System
—Practice and Exploration on the Pilot of Modern Apprenticeship
System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in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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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quality is the key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each personnel training system.
Based on practice and exploration on the pilot of modern apprenticeship system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in Shanghai， The situation of these pilot shools is introduced. Quality evaluation of the modern apprenticeship system， which is a kind of“school and enterprise type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is discussed from the five dimensions， in order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quality evaluation system of the modern apprenticeship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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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

要在顶层设计上目标清晰、任务明确。 在认真学习教
育部相关文件精神的基础上，听取专家、学校、行业企

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升级，职业教育一直在

业等多方意见，颁发了《上海市中等职业学校现代学

努力探索与之相适应的人才培养模式。 《国家中长期

徒制试点工作要求》，提出“逐步形成具有上海特色的

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指出：“建

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这一试点目标，确立“三个

立健全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办学机制，制

坚持”的试点原则——
—坚持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定促进校企合作办学法规， 推进校企合作制度化。 ”

坚持推动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坚持主动服

2014 年 2 月 26 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部署加快发

务上海经济社会发展要求； 明确四个方面的试点任

展现代职业教育，提出加强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 此

务——
—探索校企联合招生、 联合培养的协作育人机

后，现代学徒制作为职业教育推进产教融合、深化校

制，深化工学结合、学做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建设专

企合作的一种人才培养制度，在全国各地职业院校中

兼结合、校企互聘互用的双师型师资队伍，建立教学

得到了积极的实践。 上海立足产业发展需求与现代职

过程管理与质量监控制度。 这份实施性文件体现了落

业教育体系建设目标，努力落实《教育部关于开展现代

实教育部相关试点要求，同时为推动本市中职学校现

学徒制试点工作的意见》（教职成〔2014〕9 号）等相关文

代学徒制试点工作起到了引导与规范作用。 ［1 ］

件精神，积极开展现代学徒制研究与试点工作。

二、上海市中等职业学校
现代学徒制试点情况概述

3. 试点实践与伴随研究并重
任何一项教育改革要确保稳健， 需要研究先行，
实践跟进，适时调整。 上海市教委教学研究室作为本
项试点工作的专门组织机构，指定专人负责，成立由

上海中等职业学校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方面有

教育科研机构、高校、行业企业等各方组成的现代学

着广泛的探索与实践，行业企业积极参与职业教育课

徒制试点工作专家指导小组，指导推进上海市中等职

程教学改革，为现代学徒制试点打下良好的基础。

业学校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 为进一步把握现代学徒

1. 自上而下与自主探索并行

制的内涵与特征， 找准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的关键

上海市的现代学徒制试点，既有自上而下的市级

点，有序推进试点工作，上海市教委教学研究室与试

立项项目，也有自主探索的非立项项目。 2015 年 2 月，

点学校及其合作企业组成实践共同体， 建立定期交

经专家评审，遴选 11 所学校的 11 个专业作为首批试

流、专题研讨、经验分享的工作机制，将研究与实践紧

点项目，开展系统设计、自上而下的现代学徒制试点。

密结合，注重开展问题导向、需求导向的伴随性研究，

首批立项试点项目具有高度的典型性。 从合作企业类

推动实践与研究双向互动，交替上升，确保试点的理

型来看，涵盖外资企业、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三大类

性与科学。

型；从学校办学性质来看，覆盖中专、技工学校和职业
高中三种门类；从试点专业门类来看，涉及加工制造、
交通运输、轻纺食品、旅游服务、商贸财经和文化艺术

三、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
质量评价的基本维度

六个专业大类。 此外，上海市还开展了基于区域整体

以人才培养为核心，与之密切相关的因素包括培

推动或校企自主探究等各类现代学徒制实践。 如宝山

养主体、培养内容、培养过程、学业评价与保障系统。

职教集团主导的区域内学校与区域内企业基于目标

这四者是评价人才培养质量时要考量的基本维度。

导向、上海市西南工程学校与上海黔宏建筑装潢有限

现代学徒制是将传统学徒培训方式与现代学校教

公司、上海筑纳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基于国际

育结合的一种
“
学校与企业式的职业教育制度”。［2 ］作为

水平专业教学标准、上海海事大学附属职业学校与上

一项新的人才培养制度，其质量评价同样要从以上维

海三国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基于需求导向的现代学徒

度去考量，同时还要体现其特定的内涵。

制试点等，为上海中等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的深入探

1. 培养主体：基于深度融合的双主体育人机制构建

索提供了丰富的实践资源。

相对于学校一元主体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制度，

2. 试点目标与任务要求并立

现代学徒制的核心是“双主体育人”，涉及学校和企业

作为一项带有探索性质的人才培养改革试点，需

双重主体，强调学校与企业、教师与师傅的紧密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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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要深入到课程、教学和评价等环节。 受制于同一
个育人目标，学校和企业必须深度合作，以契约的形
式，明确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的主体地位以及各自应承
担的责任。 英国规定，在学徒制实施之前必须签订明
确的协议，使参与各方，即雇主、学徒、教育和培训提
供者， 充分了解学徒制的意义及各自的责任和义务。
学徒要对出勤、学习成绩以及要遵守的关键行为或操
作实践做出承诺。 雇主要做出学徒工资、学徒时间和
相应支持等承诺。 培训提供者要承诺与学徒和雇主合
作的方法，以确保学徒获得高质量的学习。 ［3 ］正是这
种契约，确保了教育对象的学校学生和企业学徒双重

图 1 上海电子工业学校与合作企业
共同构建的现代学徒制课程体系

身份，也是学校、企业与学生三方协议的基础。
上海信息技术学校与由奥地利联邦商会经济促
进学院、阿普拉（上海）塑料制品有限公司、恩格尔机

文化课和技能训练课与企业的在岗实训，实现校企一
体化育人。 ［7 ］

械（上海）有限公司等组成的奥地利职业教育联盟合

基于校企合作的课程体系是现代学徒制人才培

作开展的数控技术应用专业现代学徒制项目，建立了

养的关键。 所以，在评价现代学徒制的实施质量时，要

联合招生、共同培养、多方参与评价的双主体育人机

重点考量培养内容是否体现产业转型升级的新要求，

制。 在招生宣传阶段，学校和企业共同参加面向应届

是否基于岗位工作内容、融入国家职业资格标准。

初中毕业生及家长的招生宣传与咨询活动。 在新生入

3. 培养过程：基于真实情境的校企课程实施

学后，通过基础理论、实践操作、面试三轮评估，两家

现代学徒制最明显的优势在于教学场所与教学

企业分别选拔出学徒，并签订企业、学校、学生（家长）

师资的多元性。 一方面，教学任务在学校、企业等不同

三方协议，实现招生、招工同步。 学生同时具备学校学

教学主体之间进行合理分配， 根据教学内容需要，学

生和企业学徒双重身份，企业四年累计为每名学徒提

生在学校和企业不同教学场所转换，能以学徒身份在

［4 ］

企业情境中学习。 ［8 ］另一方面，教学任务是由学校教

供约 6 万元的学徒津贴。

因此，在评价现代学徒制的实施质量时，首先就

师、企业师傅、行业培训师等组成的教学团队分工合

要考量校企双方协作育人机制是否完备，包括以双主

作、共同承担。 教学场所与教学师资的转换强化了工

体协作育人为核心内容的校企合作协议以及保证协

学结合，实现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的对接。

议有效实施的相关制度与措施等。

［5 ］

上海市大众工业学校与上海申克机械有限公司

2. 培养内容：基于职业标准的校企课程设计

模具制造技术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班形成模块化实

在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中，应当由校企双方

习、跟岗实习、预顶岗实习螺旋上升式的工学交替方

根据学徒成长规律与认知规律，注重学历教育与岗位

式，其中学生在跟岗实习阶段，60%的时间是在企业学

培训、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相融合，通过岗位调研、工

徒车间进行技能培训；40%的时间是在平衡机事业部

作任务分析、职业能力分析、课程结构分析等过程，构

装配和测试车间进行，完成辅助性的装配任务。 具体

建基于典型工作过程的专业课程体系，实现企业课程

安排见图 2。

［6 ］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开发

因此，基于真实情境的校企课程实施是现代学徒

基于工作内容的专业课程标准，实现专业教学标准与

制质量评价的另一个考量维度， 包括课程实施的主

职业标准的对接。

体、场所和过程。 具体考察学校与企业双导师团队资

与学校课程的有效衔接。

上海电子工业学校与合作企业上海松下微波炉
有限公司依据机电技术应用专业对应岗位的职业能

质的合规性、教学任务安排的合理性，学校与企业实
训条件的充分性，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的对接性等。

力要求，结合企业为学徒定制的目标岗位所要求的知

4. 学业评价：基于多元多样的学生学习评价

识和技能，融入中德两国相关职业标准的内容，设计

在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中，学校和企业作为

“校企双元”板块式课程体系（具体见图 1），整合校内

直接利益相关者，都是学生学业评价的主体，若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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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基础上，按照同一目标原则，进行运行管理制度的
再造，以谋求使命感和价值观的趋同。 ［11 ］
江南造船集团职业技术学校在试点中，不断完善
现代学徒制相配套的企业实践管理制度，制定参与师
傅带教活动的企业师傅标准，明确三年级学生下厂实
习相关工段长的工作职责， 量化企业师傅考核指标，
充分激发企业师傅参与学徒带教的积极性。
与现代学徒制质量相关的运行管理制度包括学
徒选拔条件与程序、师傅遴选与评价标准、学生（学
徒）管理办法、考核评价与督查制度、教学管理与教学
质量监控办法等，［5 ］是我们在质量评价时需要关注的
图2

上海市大众工业学校模具制造技术

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班跟岗实习安排

步引入行业评价，则真正实现了多元主体评价。 评价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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