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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高职教育
扩大开放的路径探究*

李才思

(温州科技职业学院，浙江 温州 325000)

摘 要：高职教育为社会发展输送职业技能型人才，其扩大开放已成为“一带一路”背景下转型升级的必然趋

势。近年来，我国高职教育国际化发展增幅较大，但仍存在对外开放广泛性不足、对外开放意识较弱、国际通用性不

强和国际化进程中存在明显的“教育逆差”等问题。打造“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高职教育对外开放的长效路径，政

府、高校、企业各层面要通力合作，完善政策法规建设，加强校企一体化办学，建立与国际接轨的高职教育体系，扩

大高职教育对外开放，共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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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ing Up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of Our Country

under the Backgroud of“One Belt One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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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brings out vocational-technical talents to society, its opening up has become an inevi-

table trend for transforming and upgrading under“One Belt One Road”(OBOR).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of our country has increased rapidly in recent years, however, issues about insufficient universality of opening

up, weak awareness of opening up, weak international commonality and educational deficit are still occurred. In order to build a

long-acting pathway for opening up our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under OBOR, governments, schools and enterprises have to pull

together to perfect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enhance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s and build an international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for opening up the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contributing OBOR.

Key Words: One belt One Road;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opening up; internationalization

收稿日期：2018-07-20
基金项目：2017年温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温州市高校扩大教育开放途径探究”（17wsk211）
作者简介：李才思，女，浙江温州人，硕士，温州科技职业学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教育管理。

“一带一路”即“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是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和

区域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提出，倡导以平等互利为基

础，基于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打造利益共同

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职业教育作为“一

带一路”建设中的人力资源支撑，特别是输送高级

职业技能型人才的高等职业教育，在推进沿线国家

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如

何更好地发挥中国高职教育在“一带一路”中的作

用，成为当下亟待深入讨论的命题。

一、“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高职教育
扩大对外开放的必要性

教育对外开放是我国对外开放事业的一个重要

方面，而高职教育是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其对外开放进程顺应国家对外政策的变化而发

生变迁。高职教育扩大对外开放是当前时代背景下

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高职院校自身长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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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内在需求，更是高职院校走国际化发展道路

的“必行修炼”。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一大批具有国际

视野和发展实力的企业抓住时代机遇走出国门，参

与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

转型升级中，服务当地的经济发展。与此同时，为

了适应新形势所带来的社会和经济环境变化，沿线

国家也不断做出新规划和新部署，产生了大量对高

素质职业技能型人才的需求。高职教育的核心就是

面向社会输送职业技能型人才，这就决定了职业教

育与经济相互依存的必然联系。然而，“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的高等职业教育资源有限，秉着与沿

线国家开展教育互学互鉴、服务“走出去”企业、

传播中国文化等目的，我国高职教育扩大对外开放

已经成为当前时代背景下的必然趋势。

除此之外，政府作为教育事业的“掌舵者”也

在推动着我国高职教育加大对外开放的步伐。

2014—2016 年，国家政府相关部门陆续出台了《关

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高等职业教育

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 年）》、《关于做好

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等多个导向

性的重要政策文件，强调教育对外开放要服务国家

发展大局，提升教育对外开放质量和水平。同时，

还明确要求高等职业教育要配合国家“一带一

路”，扩大与沿线国家的教育合作，主动服务“走

出去”企业，培养国际化的技术技能型人才。

二、我国高职教育对外开放现状

近年来，在国家政策的引导和支持下，高职院

校积极拓展国际交流与合作，依托优势专业配合企

业“走出去”，在国际化工作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

绩。高职教育国际化工作也逐步从过去的单向性交

流为主，即专注引入国际社会优质的高职教育资

源，逐渐呈现出“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态

势，我国高职教育的专业和技术优势开始成为吸引

国外学生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受到“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的欢迎。

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以来，我国高职教育

国际化工作呈现出爆发式发展的状态。全国从上到

下各个层面都在开展政策对话、师生交流、合作办

学等多层次、多形式的国际化活动，现已与全球五

大洲的 30 多个国家建立了国际合作与交流关系。

《2017 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报》 以“全日制国

（境）外留学生人数”、“非全日制国（境）外人员

培训量”、“在校生服务‘走出去’企业国（境）外

实习时间”等7 项指标为评估标准，首次发布高职

院校国际影响力50 强。《2018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

报》（以下简称2018年报）也针对2018 年高职教育

国际化工作的开展情况作了详细统计：2017 年招收

全日制境外留学生数达 11 500 余人，较 2016 年增

加了65.2%；分别与28 个国家和地区举办高职高专

层次的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达960 个，占高等教育

总数的 41.8%，其中江苏、浙江、上海三省市分别

名列前三；876 名专任教师在国（境）外组织担任

职务，开发国（境）外认可的专业教学标准和课程

标准1806 个等。[1]但是，我国高职教育在国际化发

展的过程中，依然存在着急需解决的问题。

三、我国高职教育对外开放存在的问题

（一）高职教育对外开放广泛性不足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我国高职教育

对外开放工作近年来呈现出一片蓬勃发展的形势，

但总体看来还是处于起步阶段。我国高职教育的国

际化项目在数量、规模和内涵建设上与普通高等教

育尚有一定的差距，更无法与多数发达国家的同类

院校进行比较。据 2018年报统计我国 2017年高职

学历留学生不足高等教育来华留学生总数的 5%，

有 4 个省份及 80%以上的高职院校基本没有留学

生，举办合作办学项目高职院校也集中在少部分省

市，高职教育参与国际化办学并不广泛存在。[2]

（二）高职教育对外开放意识较弱

我国高职教育的对外开放工作起步较晚，即便

是“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仍旧有一大部分的高职

院校没有意识到国际化发展已经成为高职教育的必

然趋势。首先，国家层面对高等教育国际化虽然重

视，但高职教育国际化发展成效不明显。其次，地

方政府对于高职教育扩大对外开放的认识上存在一

定偏差，相较普通高等院校，缺乏对高职教育国际

化工作的政策和经费的支持，导致部分高职院校无

法顺利拓展国际化工作。再者，当前我国仍有大部

分高职院校对于教育国际化工作的认识较为落后，

没有意识到我国“一带一路”发展的大环境下，亦

或是国际化办学定位不清晰，缺乏从长远发展的眼

光去规划制定国际化战略。柯婧秋等人基于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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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所高职院校的调查显示，我国高职院校国际化

发展意识有待提高，仅半数左右的高职院校完成了

对国际化战略的制定、落实和中长期规划。[3]

（三）高职教育国际化通用性不强

高职教育国际化最终的目的在于培养国际通用

的职业人才，而其教育评估标准与资格认证上能否

与国际接轨关系到了我国高职教育走出国门迈向国

际舞台。上世纪 90 年代，欧洲一些发达国家已经

采用共同的职业资格标准，互相认可职业资格证

书。[4]我国目前由于各方面条件的制约使得我国高

职院校不具备学位证书的颁发权限，只能颁发专科

学历证书，同时大部分高职院校在专业设置、课程

体系开发、教学模式构建上未能做到与国际接轨，

即使是部分技能标准和职业资格质量标准也未实现

评估标准的国际化，这就造成了在国境外办学或者

招收国境外留学生的过程中存在“不被认同”的窘

境，由此而来削减了我国高职教育的对外吸引力。

（四）高职教育国际化进程中存在明显的“教

育逆差”

自改革开放以来，为了促进我国职业教育的改

革与发展，各级政府及高职院校分别通过合作办

学、学生交流、教师交流与培训、科研合作等途

径，向德国、澳大利亚、美国、新加坡等职业教育

水平领先国家引进优质教育资源，但在自身的教育

资源和经验的输出上较为乏力，呈现出滞后的状

态。[5]无论是境外办学、文化推广、援外培训还是

吸引国境外留学生都尚处于起步阶段，绝大多数高

职院校甚至还没有将教育输出纳入国际化办学的工

作体系中去。

实际上，随着我国实施“一带一路”建设以

来，高职教育在国际范围的交流愈发频发，国际社

会对我国高职教育发展经验十分感兴趣，但我国职

业教育改革发展经验缺乏系统的理论和实践的树

立，导致无法将高职教育的优秀成果及时地推向国

际市场，从而树立中国特色的高等职业教育品牌。

四、“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高职教育
对外开放的长效路径

（一）政府完善政策法规建设，内外兼顾助力

高职教育对外开放

政府作为职业教育办学的主体，是“一带一

路”政策的制定者和指导者，要加强政府对高职教

育国际化的宏观调控，引导高职教育扩大对外开

放。对外，政府需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

高职教育领域建立交流合作机制并制定中长期规

划，带领高职院校拓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合作渠道。同时，积极搭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交流合作平台，组织并参加与各国多层次政府间

的政策沟通交流，特别是创造教育主管部门、合作

机构、高职院校等开展教育制度建设、政策制定、

办学经验等方面交流的机会，促进了解他国对职业

教育的理解和认识，以达到相互支持、通力合作，

共同建立适应“一带一路”建设需要的职业教育国

际合作框架。对内，各级政府应根据我国高职教育

国际化发展的实际情况，循序渐进，制定出完善的

高职教育国际化工作的政策法规，并对国际化工作

开展进行质量监控，引导高职院校有章有序的开展

对外合作交流活动。

（二） 加强校企一体化办学，服务“一带一

路”走出去企业

高职院校与“走出去”企业要形成“相互依

托，共谋发展”的良好态势。抓住“一带一路”机

遇走出国门的企业，在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中，

逐渐掌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情况及

与之匹配的用人需求，高职院校针对企业的长远发

展需求和规划，开展校企一体化办学，为走出去企

业提供技术和人才服务。一方面，要依据企业的产

业类型和用人需求，精准制定人才培养方案，也可

以与企业共同开设“海外订单班”，与企业共同构

建课程体系和专业教学标准，对准企业“胃口”为

企业提供技术技能型人才支持；另一方面，是校企

联手进行境外办学，由企业主导境外学校的基础设

施建设，高职院校主导内涵建设和日常运营，深化

产教融合，为当地培养大批实用性技术人才，同时

也加强了企业与地方经济社会的合作，提升我国企

业在外的声誉和知名度。

（三）建立与国际接轨的高职教育体系，提升

高职教育的国际吸引力

随着“一带一路”的贯彻和实施，高职院校作

为此建设中的中坚力量，必须树立国际化视野、开

放性办学理念，在国际交流合作过程中，探寻、稳

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特点及需求，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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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高职教育体系的转型升级。开发既具有学校自身

优势特色又符合国际社会需求的专业课程，建立与

国际标准相互衔接技能和职业资格质量评估标准，

促进与别国的课程互认、学历互认、资格互认等，

促使我国高职教育适应、融入现行国际规则，实现

高职教育体系国际性的互联互通。[6] 但重视融入国

际规则，也不是一味地做出妥协来迎合国际市场的

规则，更重要的是要积极地参与到国际标准的制定

中去，甚至是牵头开发高质量的国际标准，实现强

化我国高职教育在互动联盟国家中的话语权，把我

国多年来积累的高职教育改革发展经验积极地向全

球展现，彰显我国高职教育的实力和自信，提升国

际影响力和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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