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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服务制胜、文化制胜的时代，高校专业建设，已经到了通过构建专业服务文化提升专业人才培养质量

的新时期。本文以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电子商务专业服务文化建设的成功案例，论证服务文化建设在专业建设中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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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an era that service and culture overcome everything, the major construction work of higher education has entered a

new stage when the enhancement of talents cultivation quality is realized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major service culture. This paper,

taking the successful service culture construction practice of electronic commerce major in Zhejiang Industry and Trade Vocational

College as an example, analyses the significant role of forging service culture in major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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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文化作为一种新的管理模式已然被人们普

遍接受。企业服务文化作为企业群体信奉践行的服

务价值理念也已经被企业领导人所重视。作为高校

这种服务性机构，各专业根据自身特点，构建独特

的专业文化显得非常重要。服务文化是以服务价值

观为核心，以创造顾客忠诚、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为目标，以形成共同的服务价值认知和行为规范为

内容的文化。[1]高校专业服务文化建设，对专业的

建设与人才培养质量将起到极大的积极影响，认真

践行服务文化，从而获得社会各界的认同。

一、专业服务文化

专业是职业院校的核心单元，专业文化是专业

建设与发展的环境，也是职业院校履行其使命，发

挥其社会职能的指导思想。优秀的职业院校要有优

秀的专业，优秀的专业要有其独特的专业文化。

专业文化可界定为“在特定时期内专业本身所

具有的价值观念，知识与能力体系及从事专业教学

与研究的全体成员特有的精神风貌和行为规范的总

和”。[2]

专业服务文化是根据专业特点与人才培养目

标，以专业服务价值观为核心，以提升专业人才培

养质量为目标，形成共同的服务价值认知和行为规

范为内容的文化。

增强高校社会责任，是高校企业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也是高校软实力的核心内容。在“人人为

我，我为人人”的时代，许多高校开始探索服务文

化建设，有力地提升了其核心竞争力，丰富和拓展

了服务文化建设的内涵。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电

子商务专业（以下简称为“浙工贸电商专业”），

结合专业与地方经济实际，积极探索专业文化、创

新专业服务模式，并形成了独特的专业服务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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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业服务文化建设

专业服务文化建设应该关注专业整体服务文化

的养成，统筹规划专业从服务理念形成、服务能力

培养、服务对象的界定到专业品牌的服务文化外显

等一系列服务文化构建活动。特别是基于专业服务

文化对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的价值与作用

的论证，确定电子商务专业服务文化体系建立的定

位和服务文化品牌的树立基本思想。

浙工贸电商专业将专业服务文化界定为：服务

地方、整合资源、推动教改、提升质量、打造

品牌。

（一）从高校社会责任看电子商务专业服务文

化建设

服务文化的基本特征之“社会性”要求坚持教

育的社会功能。增强高校社会责任，是高校专业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高校软实力的核心内容。

教育部曾强调高校建设要以服务为宗旨，在贡献中

发展，要求各高校要深刻认识所肩负的历史使命，

自觉坚持服务为宗旨，在贡献中发展。原教育部部

长周济同志也要求各高校要牢固树立立足地方、主

动为地方发展服务的意识，将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作为一种责任、一种使命和办学目标的追求。所

以，高校专业的服务文化建设已然成为专业建设的

核心内容。

（二）我国高职院校的职业特性、地域针对性

取向

目前，我国高职院校的办学模式比较单一，自

觉不自觉地在向普通高校的学历教育看齐，缺乏职

业特性、地域针对性。高等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

强调与社会和用人单位的联系，教学内容要与行业

需求相适应，培养过程要符合专业、行业实际规

律，培养学生较强的动手能力。因此，高等职业院

校必须实行产学结合、校企合作、校政合作的开放

式办学，调整培养方案，构建科学的校企合作下的

职业能力人才培养方案。即根据高职教育的培养目

标，以培养高校所在地中小企业电子商务的服务应

用人才为目标，以综合素质为宗旨，以能力为本

位，以理论和实践结合为途径，以生产、管理和服

务第一线的岗位要求为质量考核标准，来主导和组

织教学，从而形成具有高职教育特点的电子商务人

才培养模式。

（三）校企合作“两张皮”,工学结合效果差的

推动

当前，高职院校工学交替的阶段性模式，导致

学做脱节，影响效果问题突出。多数高职院校的工

学结合安排一个学期或两个月甚至一二个假期实

现，这样的工学结合会取得一定的成效，但往往会

导致学做脱节，学生得过且过，企业因缺乏连续性

而不愿接受或花精力对学生进行培训及深入培养。

中小企业就业岗位容量小、校企目标差异的问

题也成为影响教学质量的重要因素。根据温州市中

小企业电子商务专业岗位需求调研，各个中小企业

对电子商务专业总岗位需求量为 1～3 人，这就导

致实习岗位数量的不足、企业追求高效率的原因，

与学校全面锻炼学生各相关岗位能力的目标相左，

往往学生在几个月的时间，仅仅接触某一岗位的锻

炼。即便如此，企业也有对实习生接受抵触心理或

现象。

建设专业服务文化，就是专业师生致力于向企

业提供服务的理念，为企业解决实际问题，在校企

双向服务、合作共赢的前提下，才能获得企业真诚

的帮助，提高工学结合的成效。

三、服务地方经济、推动专业建设的
实践

浙工贸电商专业在专业服务理念指导下，经过

两届学生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实践的实践，证明模

式可行，效果良好。

（一）明确本专业服务文化的内涵与外延

科学、先进的专业文化，对专业建设是一个纲

领，对外却是一面旗帜，对未来是一个目标。因

此，浙工贸电商专业在 2011 年被立项为中央财政

支持专业服务地方重点建设专业以后，专业团队邀

请相关教育专家、学校教学管理人员等人员参与专

业文化规划讨论，根据学校“政、产、学、研、市

一体化运行”的基本思想，将专业立足地方、通过

服务社会为专业建设搭建平台，从而推动教学改

革，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打造专业品牌。[3]培养适

应社会需求的技能型高素质的劳动者，因而，专业

建设必须体现以就业为导向、服务为宗旨、专业能

力培养的职业教育理念，这是专业文化建设这一职

业教育理念的体现。

浙工贸电商专业的社会服务，体现在为与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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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合作服务地方行业企业、服务为地方职业教

育、服务学校及学生服务等方面。

（二）主动服务、整合资源，搭建实践平台

1.校企合作，搭建服务外包实践平台

引进企业真实项目，实施服务外包。浙工贸电

子商务项目工作中心主要用于引进企业的真实项

目，给学生提供真实的可操作的平台，真正实现半

工半读。早期，电子商务专业引进奥古斯都鞋业、

王国网、寇准服饰等公司的网络营销项目，中后期

又引进孩子王、蜗牛等公司，学生可以在校内就可

以与企业零距离接触，进行真枪实弹的操作，从而

强化职业技能、职业意识、职业综合素质的提升。

在承接企业项目服务社会的前提下，实现三项能力

的培养。

2.校政合作，整合资源，搭建工学结合平台

主动服务地方经济、地方民生，为温州经济转

型助力，2009年浙工贸电商专业与温州市经贸委合

作的“温州名购商城”项目的推出，结合温州区域

经济特点，为提升温州品牌形象及积极服务社会提

供新的途径。这项工程取得了良好效果，受到温州

市政府及各级领导的赞誉。

浙工贸的经贸学院在学院领导的直接领导下，

与温州市经贸委、温州信息办合作，成功举办温州

市首届“全国电子商务高峰论坛”，引起了社会各

界的关注与新闻媒体的报道。这不仅对温州经济发

展及产业转型升级起到助推作用，对“温州名购

网”的建设与发展也起到宣传作用，也为专业打响

了品牌。

与温州市政府、鹿城区政府、瓯海区政府、永

嘉县等地方政府机构合作，完成多项专项调研、电

子商务发展规划等项目，也为浙工贸电商专业获取

了大量的建设与发展机会。

3．校政合作共建，平台校企共享

随着师生团队社会服务社会影响力的提高，浙

工贸电商专业先后获“浙江省电子商务示范基

地”、“浙江省网络经济公共实训基地”（200万元建

设经费）、“温州市电子商务技术支持与人才培养平

台”（荣获 200万元建设基金）、温州市服务外包学

院、温州市电子商务创业基地等，为本专业及相关

专业学生专业实践提供了机会与平台。对推动专业

教学改革、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打下了坚实基础，同

时服务企业转型升级，承担了温州市电商普及及专

项培训。

（三） 以服务文化引领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与

教改

1.以团队形式构建并运营网站的实践

为了提高学生构建并运营网站的专业实践技

能，电子商务专业班级实施以团队形式构建并运营

网站的教学改革活动。创业能力培养贯穿于人才培

养全过程。学生团队经过以“三级递进、项目贯

穿”的半工半读创业就业能力培养的工学结合模式

的实践，在完成团队项目的基础上，实现了

“333”的培养目标，有些团队实现了创业就业的结

合。比如，温州迅捷商务有限公司，借助团队项目

注册成立，其主营业务是市场调查、快递物流、二

手市场、电子商务等。经贸学院专业老师作为公司

的顾问指导公司的运作。该公司的成立，不仅是学

生创业的成果，而且能够满足经贸学院 40～50 个

学生的生产性实训。[4]

2.以学院三大园区建设目标为契机，强化工学

结合下的课程改革

结合学院的发展战略，电子商务专业的工学结

合、半工半读项目专门为三大园区的项目宣传、产

品营销等设计专门网站并实际运营。为电子信息园

设计图标、销售产品；为知识产权园设计招商策

划、项目推广；为创意文化园进行项目推广等。有

些项目设在三大园区内部，有些设在教学区。

3.探索合理有效的工学结合管理运行机制及课

程考核方法的改革

依据教学大纲的要求，对教学内容进行分层考

核和校企双向考核，有效发挥考核对人才培养的促

进作用。

在“半工半读”人才培养改革模式的基础上，

结合学院工学结合管理运行机制建设，努力构建电

子商务专业工学结合管理运行机制；锁定电子商务

龙头企业——绿森数码，以资产为纽带，以组织制

度和人力资源为保障，建立校企责任利益共同体，

实现校企的深度融合。结合学院引企入校联合建立

基于工学结合的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的战略，积极

与前期已有良好合作基础的企业沟通；联合建立校

企工作室，双方共同投资（流动资金、设备、实用

技术、场地）；双方派员联合建立管理机构及运行

机构，并建立各项规章制度。

（1）加强学生到企业“半工半读”实践教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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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监控和管理，总结经验，逐步改进，形成一套

有实用价值的工学结合管理机制。加强对顶岗实习

的管理，由企业派出专人和校内的专业教师共同指

导，注重过程管理和监控，逐步形成制度化、规范

化、可操作的一整套制度和实施细则的管理办法。

（2）创新校企合作的管理机制，重点建立学院

与企业之间的组织联系制度，学院领导、教师与企

业领导、工程技术人员相互任职，在组织上实现校

企高度融合；建立完善的合作管理制度，约束合作

双方的行为。建立工学结合运行的组织保障系统、

过程监控系统、绩效评价系统，建立运行有效的实

习基地，并建立实习基地信息库。

（四）主动服务，打造专业品牌

主动服务地方经济、地方民生，为温州经济转

型助力的同时，为学生工学结合实践搭建丰富多样

的平台。专业服务文化的建设，不仅为提升温州品

牌形象及积极服务社会提供新的途径，为学生提供

实践机会与平台，也拓宽了教师的视野、增加了校

企对接机会，更打响了专业的社会影响力。浙工贸

电子商务专业已经成为温州电子商务的名片，其校

企合作频率之高、其专业知名度已经在省内外产生

一定影响力。

四、专业服务文化建设建议

（一）专业服务文化建设能够彰显专业品牌魅

力、实现多方共赢

服务文化具有一定的共鸣性。专业服务文化是

一流专业的建设秘钥。建设专业服务文化能彰显专

业品牌魅力，不仅能够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与企业转

型，还可以赢得学生及用人单位的好评，提升专业

人才培养质量。能够提升师资队伍的社会服务能

力、创新能力、教学改革能力，它能够使学生应在

专业能力培养之中、使教师能力提升在社会服务文

化建设之中，使专业建设渗透在专业服务文化建设

之中不断发扬光大。

（二）专业服务文化建设需要专业教师队伍的

合力建设

在专业服务文化建设中，不仅需要教师个人的

社会服务能力，更需要教师队伍的合力建设。需要

老师间相互协作，相互帮助。马卡连科曾说：“应

该有这样的教师集体：有共同的见解，有共同的信

念，彼此间互相帮助，彼此间没有猜忌，不追求学

生对个人的爱戴，只有这样的集体，才能够教育儿

童。”[5]个人认为，教师队伍的合力建设是形成专业

服务文化建设的重要因素。

（三）专业服务文化建设需要专业教师的师德

建设

师德是教师道德，是一种职业道德的简称。师

德是教师和一切教育工作者在从事教育活动中必须

遵守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道

德观念、情操和品质。专业服务文化建设需要专业

教师具有良好的师德、具备奉献精神、具有主动服

务意识与习惯、具有同师生团队合作创新与学习能

力、具有与专业与学生分享服务成果的良好品质。

只有如此，方可达到专业服务文化建设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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