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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吉林市中等职业教育中的第三产业专业是主流专业，文章总结了吉林市中等职业教育第三产

业专业设置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了第三产业专业设置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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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ertiary industry＇s specialties are the main specialties in Jilin City＇s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This paper sums up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the reasons in the tertiary industry＇s specialty settings of Jilin City＇s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and at the same time
analyzes the thought of the tertiary industry＇s specialty set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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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吉林市中等职业教育第三产业专业设置现状
截止到 2011 年底，吉林市现有职业院校 24 所，
其中高等职业院校 3 所，普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1
所，中等职业学校 20 所，吉林市设置第三产业专业
的职业学校有 19 所，占总数的 90% ； 全市中等职业
学校总体专业设置 93 个，第三产业专业设置 48 个，
占总数的 51% ； 覆盖了中等职业学校专业目录中的
12 个大类，占总类别的 63% 。 专业设置类别占比前
三类是： 文化艺术类专业设置 12 个，占全市第三产
业专业总数的 25% ； 信息技术类专业 11 个，占全市
第三产业专业总数的 22% ，； 财经商贸类专业设置 9
个，占全市的 19% 。 全市中等职业学校第三产业专
业设置占比前三所是： 吉林女子学校第三产业专业
设置 15 个，占全市第三产业专业总数的 31% ； 吉林
工业经济学校，占全市第三产业专业设置的 31% ； 吉
林轻工业学校第三产业专业设置 12 个，占全市第三
产业专业总数的 25% 。全市 2011 年计划招生 17499

人，第三产业专业设置计划招生 5631 人，占总数的
32% 。
二、吉林市中等职业教育第三产业专业设置存
在的问题
（ 一） 个性化
目前吉林市的第三产业专业课程内容繁难，知
识陈旧，不符合学生的认识水平和能力实际 。
（ 二） 失调性
各校的实践学习比例偏低，实践环节形式化，校
内的理论知识学习多于校外的实践学习，学生就业
不能适应企业的需要。
（ 三） 分化性
目前中等职业学校的各门课程相对独立，自成
体系，互无联系，缺乏沟通，缺乏知识的综合过程，学
生就业后不能解决实际工作中的综合性问题 。
（ 四） 脱节性
专业设置与市场需求相脱节，专业课程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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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教学内容与市场需求差异很大，难以适应就业市
场需求的变化。
（ 五） 规划性
缺乏长远的、明确的专业建设目标，专业培养方
向模糊，专业特色不明显。
（ 六） 多重性
专业设置发展失衡，为扩大招生人数，迎合中学
生从众、求新、求异的心理，无论条件是否具备，茫目
地跟从。
（ 七） 服务性
市场需要的专业人数不足，市场饱和的专业人
毕业生不能服务于地方传统的企业特色产业。
数众多，
三、吉林市中等职业教育第三产业专业设置问
题的成因
（ 一） 与市场经济需求相脱节
“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 ”是职业教育的
办学方针。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必须与市场经济需
求紧密结合，及时对市场信息进行分析和研究，保证
专业设置的职业定向和各专业的产业发展趋势 、人
才资源需求情况是吉林市三产专业设置的重要依
据。吉林市中等职业学校现今的三产专业设置还不
能紧跟市场经济发展需求，各校的专业设置与市场
经济需求相脱节，培养的目标与实际的应用相分离，
期望与现实不对等，日积月累，形成了供需失调的
格局。
（ 二） 教师队伍良莠不齐
吉林市现有职业教育师生比例不协调。 吉林市
中等职业学校的生师比是23∶1 ，高中阶段现在的编制
标准是16∶ 1，显然已经远远高出了这个标准。 教师
的专业技能水平与实践教学能力偏低，“双师型 ”教
师占专业课实习指导教师的比例偏低 ，严格讲，职业
学校的生师比还应该再低一点，因为职业教育是专
业教育。由于盲目的扩充专业，吉林市中等职业学
校教师队伍现状存在着优秀文化课教师多，优秀专
业课教师少，胜任理论课教师多，胜任技能课教师
少，教育系列高级职称教师多，高技术技能等级教师
少的现象。 专业教师的继续教育只有课时量 的 积
累，没有质的提高，形式重于目的，没有教师到企业
实践的制度。
（ 三） 教学实践活动匮乏
吉林市的许多中等职业学校在三产专业的教学
上，还是习惯于传统的教学方式，在课堂上讲理论，
重点放在解决“懂不懂”上，忽视实际操作训练，没把
重点放在“会不会 ”上。 教学实验基地不能充分利
用，实践教学环节中的教学内容不能与社会岗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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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要求相近。 顶岗实习的课时分配不合理，达不
到实习标准。
实训基地建设是职业学校水平的重要标志，是
培养学生职业技能的重要物质保证，吉林市的实训
基础薄弱且不平衡，据统计，设备总值超过五百万的
仅有 4 所学校，其中千万的仅有 3 所学校，有 5 所学
校生均设备值不足千元，而且还包括那些失去使用
价值的陈旧仪器，满足使用的占 32． 6% ，基本满足使
用的占 45% ，不能满足使用的占 22． 4% 。 校外的实
习实训基地数量少，不能满足学生实训要求。
（ 四） 社会对中等职业教育的认识缺失
中等职业教育培养目标是生产、服务一线的劳
动者，劳动强度与就业环境不具备与白领岗位的比
较优势，另外在教育系统内部尤其是初中教师对中
等职业教育具有偏见性，教师缺乏尊重一线劳动者
的基本师德，严重影响劳动者在全社会尤其是学生
心中的形象。
提高中等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在全社会层面就
需要拓展一线劳动者的可持续发展空间。 但是从提
高一线劳动者的社会地位与经济待遇方面着手的强
化就业准入制度，保障受过职业教育、具有职业技能
及技能证书人群的基本权益，在很多地方仍未执行
到位。技能型人才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的层 次 较
低，导致吉林市中等职业教育吸引力偏低，严重阻碍
了吉林市三产专业的发展。
（ 五） 缺少高质量的专业设置计划
中等职业教育没有被作为一种类型的教育，中
等职业教育中的一些专业，学生没有继续学习的机
会，所以职业教育体系始终未能形成，中等职业教育
与高等教育之间的“立交桥 ”也建立得不完善，中等
职业学校的学生要继续获得正规教育，一是招生专
业有限，二是招生名额有限，三是考试方式只采用文
化课应试选拔，这种方式显然对中等职业学校的学
生非常不利也不公平，这些都导致不少学生在初中
毕业分流中不选择中等职业学校。 这样的结果就是
中等职业学校高素质人才越来越少，使得不仅在吉
林市内乃至全国的三产专业设置始终停留在一定的
标准上，缺少高质量的计划。
四、吉林市中等职业教育第三产业专业设置思路
（ 一） 市场需求
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培养既有一定文化素质
又有一定技能的人才，是吉林市中等职业教育义不
容辞的责任。 吉林省在 2000 年将职业教育的管理
权下放到市里，吉林市政府具有职业教育的管理权、
发展权和规划权，使中等职业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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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近了地方经济建设的实际需要。 坚持“以服务为
宗旨、以就业为导向 ”办学方针，根据就业市场和企
业的需要，根据产业结构调整实际，本着拓宽专业面
向、淡化专业界限、增强专业结构弹性的原则，加大
三产专业设置与社会、企业和市场联系的研究工作，
迅速构建既符合我市实际又能满足市场和企业需求
的三产专业设置与教育评估体系，增强三产专业教
育教学工作的科学性和导向性，学校围着市场转，专
业围着产业转，人才培养围着需要转，及时调整专业
结构，灵活设置各职业学校三产专业。
（ 二） 优化资源
充分利用社会教育资源，通过置换、扩建、异地
迁建和合并等途径，进一步扩大职业学校办学规模，
改善办学条件。 努力实行强弱联合、引企入校等方
式，这样能够使有限的教育资源得到有机的结合，最
大限度地利用教育资源，更好地为需求不同的学生
服务，降低办学成本，以缓解教育经费的不足，保证
教育质量。还可以充分利用教育资源的使用时间，
主动为社会服务，承担更多的社会职责，可以促使招
生市场的整合，使不同素质程度的生源得到更加有
效的分配，提高各校的招生数量。 还可以避免各校
重复建设、无序竞争的现象出现，使职业教育的办学
水平整体提升。
（ 三） 集团办学
职业教育集团是新形势下整合职教资源、实现
优势互补、谋求多赢的新举措，是实现职业教育为经
济服务，实现校企合作、走产学研结合之路，推动职
业教育向规模化、连锁化方向发展的新模式。 实施
集团办学，可以快速提高中等职业学校实践教学的
水平和支撑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能力。 可以充分利
用企业资源进行实践教学和教师培训，降低学生培
养成本，提高实训基地效益，学生能够直接了解到生
产一线的技术发展和实际需要。可以缓解目前教师
数量、质量不足的矛盾，把专业技术人员、高技能的
人才，甚至把一线的能工巧匠，聘过来做兼职教师，
提高企业兼职教师的授课比例。
（ 四） 专业立校
建设学校具有特色的专业，对职业教育来说没
有专业特点就没有学校特色，没有品牌专业就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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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学校，倾力打造人才培养的品牌，以品牌占领市
场，以品牌提升学校的办学层次，加快培养职业教育
品牌，依据学校的规模和主导专业状况，重点专业向
强校集中，剥离学校内部非主流的专业，实现教育的
集约化、集群化管理。例如 2006 年重新组建的吉林
女子学校根据学校基础建设以及学校久远的文化内
涵建设，逐步形成了具有女校特色的专业群，即以造
就“秀外慧中，智德婵媛 ”的现代服务业实用技能型
人才为培养目标，制定了学前教育、旅游管理、美容
美发、服装设计与工艺等 4 大专业群。 成为吉林地
区现代服务业中，中、高级技能型人才培养、生产示
范、技术服务一条龙的国家级示范性职教园区。 学
校特色鲜明，在全省、全国都具有较强的影响力。
（ 五） 中高衔接
职业教育要有终身教育的理念，科学制定职业
教育发展的规划，要将职业教育作为人的一生中接
受教育的一个重要环节，而不是终结性教育，建立职
业教育纵向横向相互衔接、相互沟通的新机制，根据
吉林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宏观规划，科学
制订中等职业学校与高等学校各专业的招生计划，
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提高吉林省内中高职学校对
口升学的比例，不要使中等职业教育成为学生的终
点教育。把职业教育作为一种类型教育，构建较为
完善的职业教育体系。建立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教
育互通“立交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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