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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考试招生，给学生搭建成长、成才的“立交桥”

点亮生涯之路
——贵阳幼高专职业生涯规划 TTT 培训

我校参加贵州省 2017 年高考志愿填报现场咨询会

自 1977 年恢复高考制度以来，高

考为“学生成长、国家选才、社会公平”

作出了重要而积极的贡献。但随着改革

开放的深入，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高

考这条唯一的选拔人才之路也显现出诸

多的问题，鉴于经济社会发展、人才培

养和服务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

需要，2014 年 6 月教育部、国家发展改

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农业部、国务院扶贫办组织编制了《现

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

年〕》。该规划明确指出职业教育在国

家人才培养体系中的重要位置，要求职

业教育要实现形中职高职衔接、职业教

育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体现终身教育

理念，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

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立人才培养

立交桥，形成合理教育结构，推动现代

教育体系基本建立、教育现代化基本实

现。”

要建立人才培养的立交桥。意味着

人才培养的选拔方法必须改革。《规划》

首次提出要“建立符合职业教育特点的

招生考试制度”，“重点探索‘知识 +

技能’、单独招生、自主招生和技能拔

尖人才免试等考试招生办法，为学生接

受不同层次高等职业教育提供多样化入

学形式。同时扩大职业院校毕业生升学

机会。”

《规划》的出台无疑吹响了我国高

考制度改革的号角。

一是要扩大学校招生自主权，适度

提高专科高等职业学校招收中等职业学

校毕业生的比例。

二是本科高等学校要招收职业院校

毕业生，并且招收比例要逐渐扩大，同

时逐步扩大高等职业学校招收有实践经

历人员的比例。

同年 9 月 4 日《国务院关于深化考

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发〔

2014〕35 号）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进

高职院校分类考试，实行“文化素质 +

职业技能”评价方式，2015 年通过分类

考试录取学生占高职院校招生总数的一

半左右，2016 年分类考试招生将成为高

职院校招生的主渠道（即达到60%以上）。 

由此，我国高考制度的改革正式拉

开了序幕。其实在国家高考制度正式出

台以前，部分经济发达、教育发展速度

比较快的省份，早在 2015 年以前即在

高职院校招生考试中进行了试点，开了

自主招生的先河。鉴于我省经济发展和

教育发展的现状，2013 年—2015 年我

省部分高职院校实行了自主招生，由于

招生宣传力度不大，加之 30 余年的高

考“独木桥”观念的影响，许多中学教师、

家长及考生对职业教育和自主招生不认

可，社会认同感较低，甚至部分教育行

政部门领导和高职院校本身对此也不认

可，导致报名人数几乎以个位数或者十

位数出现，自主招生前景渺茫。   

2016 年 4 月，贵州省人民政府关

于《贵州省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施

方案》（黔府发〔2016〕9 号）颁布，

提出贵州省要逐步建立符合省情的现代

教育考试招生制度，形成分类考试、综

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健

全促进公平、科学选才、监督有力的体

制机制，构建衔接沟通各级各类教育、

认可多种学习成果的终身学习“立交

桥”。同时贵州省考生考试院也出台了

《关于做好 2017 年高职（专科）教育

考试招生工作的通知》。我省招生改革

制度的大幕由此正式拉开。2016 年我省

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招生人数占当年招生

总人数的 50%，并且为做好此项工作，

省教育厅要求各高职院校拿出最好的专

业吸引在校高中毕业生报名参加分类考

试招生。2017 年分类考试招生计划上升

到 60%，成为我省各高职院校招生的主

渠道，并且高职院校和本科院校专科的

所有专业都纳入分类考试招生。以贵阳

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为例，2013 年—

2015 年，我校自主招生报名人数从十几

人到几十人，录取人数从个位数到十位

数，而2016年第一年实行分类考试招生，

参加报名的学生就达到 1308 人，录取

人数 639 人，涉及到三系 8 个专业，其

中学前教育专业录取 567 人，占分类考

试招生录取总数的 88.7%。而 2017 年，

我校分类考试招生人数占学校总招生计

划的 70%，成为全省高职院校分类考试

招生主渠道的试点校。

目前我省分类招生考试录取的学生

类型主要有：

一是参加当年高考报名的高中学生

和参加中职单报高职报名的中职毕业生。

二是五年制大专第四年转注册高职

高专的学生。

三是中职单报高职的学生。

四是中职推优的学生。

五是“3+2”考核合格的学生。

分类考试招生的实施不仅给予学生

升学的更多渠道，搭建了学生成才的“立

交桥”，而且这种“文化素质+职业技能”

评价方式和录取渠道更有利于高职院校

对人才的选拔，更符合学生个体发展和

职业发展的需要，考试形式和内容上的

改革，使高考不再是莘莘学子的唯一出

路，分类考试招生更侧重于学生的职业

倾向。这是一场人才选拔观念的革命，

这场革命让不同类型的学生有权利、有

资格、有机会选择自己未来的职业发展

方向，也更有利于高职院校培养具有“工

匠精神”的技术技能型有用人才，为把

我国巨大的人口压力转化为强大的人力

资源，为培养数以千万计的社会主义劳

动者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障。

我国的传统高考制度，固然是一种

公平选拔人才的制度，它让不同地域、

不同家庭、不同性别的孩子有了公平竞

争的机会。但能让具有不同职业兴趣和

性格特征的孩子获得更多的学习机会，

无疑是一个公民权利的表现，更是一个

社会发展进步的表现。分类考试招生就

是衔接沟通各级各类教育、认可多种学

习成果的终身学习“立交桥”，适合孩

子个体发展的教育才是最好的教育。

按照贵州省招生考试院统一安排，6 月

24 日，我校在贵阳职业技术学院参加由省

招生考试院主办的 2017 年志愿填报高考现

场咨询会。我校副校长赵雅卫，招生与就业

处全体人员，学前系、艺术系、社工系、基

础教学部教师代表以及学生志愿者共 13 人

参加了此次咨询会。

2017 年 6 月 9 日下午 13 时，我校在实

训东楼一楼举办了针对五年制大专毕业生的

专场招聘会，本次招聘会有贵阳市第一幼儿

园、未来方舟 E1 幼儿园、世纪城现代幼儿

园等多家现代幼教集团的幼儿园参加，同学

们积极参加了此次招聘会，招聘会过程中园

方一一为同学们介绍学校的相关情况并为同

学们解答所疑惑的问题，各招聘单位在现场

面试我校有实习意向的同学，招聘会于下午

16 时圆满完成。

炎炎六月，正值毕业生就

业最忙的时候，他们一个个拿

着简历，左挑右选，希望找到

一份好工作。作为教师如何才

能帮助大学生更早确定自己适

合做什么，以便提前做好就业

准备？为此，6 月 2 日 -6 月 4

日，贵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招生与就业处特别邀请北森

生涯 ( 北京 ) 教育科技有限公

司文靖老师，在贵阳幼儿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时光校区）艺

术系合班教室 2 举办了职业生

涯规划 TTT 培训。参加培训的

学员有辅导员，有在职业规划

课程上有多年教学经验的教师，

还有学校从事就业和学生管理

工作的教师。

开课前，贵阳幼高专招生

与就业处副处长戴媛媛为此次

培训作动员。课程刚开始，文

老师就如何培养大学生的就业

能力，如何让大学生有更好的

规划，走上更好的就业道路，

如何去帮助在校大学生做好职

业生涯规划做讲解。

文老师就让老师们提出问

题，想要得到哪方面的知识，

想要解决什么题。老师们踊跃

发言，有想要巩固自己的知识

体系，有想要寻求更好的教学

方法，让课堂气氛更好等等，

提出的问题都是工作中常见且

有代表性的问题。文老师一个

一个地帮助老师们把问题解决，

并且得到老师们的肯定。

随后几天的课程，不断穿

插着互动活动和讨论，老师们

边学习边思考，每个老师都积

极参与，脑洞大开，得到了不

少启发。尤其是“假日旅游岛”

环节，老师们设计的都各有各

的特色，各有各的看点，新颖

有趣，让在座的老师们去不同

的“岛屿”免费游了一次。

赵雅卫

我校举行五年制大专毕业生专场招聘会

咨询会上，我校向前来咨询的考生及家长

发放宣传资料 500 余份，并介绍了我校总体概

况、招生章程、专业设置等情况，对考生及家

长最关心的历年录取分数，学历提升途径及就

业方向等问题进行悉心解答。

通过此次咨询会，让广大考生及家长能更

深入地了解我校，让考生能更好地结合自己的

考试成绩合理填报志愿。

杨　苑

杨　苑

杨　苑

（本版由赵雅卫副校长、招生与就业处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