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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皮磊

今年 8 月，国际劳工组织发
布了《2016 世界就业与展望》报
告。据该报告预测，2016 年，全球
15 岁至 24 岁的失业人口将增加
50 万，至 7100 万；青年人的失业
率将达到 13.1%， 且这一趋势在
2017 年还将持续。

此外，英国《金融时报》援引
牛津大学马丁学院和花旗银行
的研究发现，尼泊尔、柬埔寨、中
国等国面临最严重的“过早去工
业化”风险：中国 77%的工作岗位
将受到自动化的威胁，远高于美
国的 47%。 以互联网、大数据、云
计算、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兴
科技， 正改变着当前的就业生
态，大量现有的工作面临着被削
减的风险，或需要升级换代。

在这一背景下，低技能青年
的职业发展道路显得更为严峻，
传统的职业培训方式显然已经
不合时宜。 开拓全新职业岗位、
提供新兴职业技能培训、借力互
联网教育、 支持青年人创业，成
为了帮助青年人尤其是受教育
程度不高、技能匮乏的青年人实
现更好的发展的有效方式。 但从
长远来看，这需要政府、公益组
织、企业、学界以及媒体等部门
跨界合力。

探索职业教育新模式

2014 年，一项名为“深圳市
全民素质提升计划”的项目正式
启动，该项目针对所有在深圳工
作的劳动者，着重于提升在职劳
动者的学历和技能水平，推行初
中及以下学历在职劳动力接受
非全日制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含
技工学校教育）。 中职教育经费
按 8:1:1，分别由政府、用人单位
和个人承担，每年人均政府补贴
最高达 2400 元。

但据业内人士透露，在该项
目上政府花了很多钱，但效果并
不好。 原因在于，打工者平时工
作非常辛苦，对于牺牲休息时间
到学校上课， 他们的热情并不
高。 结果是，招生了 15000 人，最
后才有一两千人毕业。

目前，我国进城的农民工在
2.6 亿到 2.7 亿间，他们已经成为
产业的主力军， 他们的技能、教
育水平直接影响行业未来发展。
通过传统的方式对他们进行培
训显然已经不合时宜。

如何解决传统职业培训方
式与时代脱节的问题？ 是否能借
力时下兴起的“互联网+”？

在公益领域小有名气的职
业培训学校———北京富平家政
学校就遇到过类似的瓶颈。 富平
成立于 2002 年，当初创办初衷就
是要帮助中西部贫困地区农村
的青年女性，即所谓“弱势群体
中的弱势群体”，摆脱人生困境。

“十几年前， 我们通过调研
发现，当时贫困山区的女孩子只
有一个出路，就是出嫁。 ”北京富
平家政学校执行校长陈祖培回
忆说。

为此，富平学校的工作就是
为此类群体提供接受职业教育
的机会，从此改变人生轨迹。 陈
祖培说：“我们的工作可以从以
下几个方面来说。 第一是机会扶
贫的思路，为贫困地区青年提供
平等受教育的机会和就业机会。
我们创新了‘民办公助’的模式，
先后和中西部的安徽、 湖南、陕
西、甘肃等地政府合作，他们劳
务输出，也叫培训输送，这是非
常重要的扶贫手段。 去年，我们
输送了 3800 人到北京市 3800 个
家庭提供服务。 第二，是体面就
业的理念，我们推动家政服务行
业实现从零休息到每年两个月
的带薪休息。 另外，就是保险，我
们将商业保险、家政服务责任险
推广到整个家政行业。 ”

如今，在移动互联网的大背
景下，富平学校非常强调对互联
网思维的应用。

据了解，早在几年前，富平
就纳入互联网培训，把各式各样
的培训项目融入网络，特别是手
机平台。 目前，我国有近三千万
家政服务员，他们在从业过程中
仍需要不断地接受培训、学习新
技能， 他们通过富平提供的平
台，就可以随时免费学到各种有
关的技能和知识。

“今后我们要通过互联网的
方式将培训扩大。 2015 年，花旗
集团、乐平基金会、北京市民政

局三方给我们投资，开发了一系
列在线家政职业技能培训课程，
还配套设计出一个交互性很强
的移动端课程学习社区。 当然，
今后还需要政府部门、 企业家、
行业协会、研究机构以及公益组
织共同合作。 我希望大家能够跨
界形成合力，让中国千百万的低
端劳动者就业， 让无力者有力，
让有力者前行。 ”陈祖培表示。

目前，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
正把富平的成功经验引荐到所
需之处，他们尝试联合互联网公
司及深圳龙岗区政府，希望借助
互联网的力量，探索针对当地农
民工的新型职业教育模式。

从建筑工人到职业能手

王林出生于河北三河农村。
2005 年，王林家中同时收到了三
份通知书：哥哥的大学录取通知
书、 自己的重点高中录取通知
书、母亲的癌症住院通知书。 一
家人看着这三份通知书感到非
常为难，哥哥上了大学就有奖学
金，而妈妈需要马上住院。 在当
时的情况下，王林收起了自己的
通知书，决定和爸爸一起到北京
打工。 在王林最初的印象里，北
京到处都是建筑工地，而他由于
没有什么技术， 只能卖力气，推
沙子、活水泥，一天 22 元钱，一
个月要做满 28 天，没过多久，人

也变得麻木。
一天晚上，王林的妈妈在广

播中听到北京新建了一所名叫
百年职校的职业学校，免费招生
贫困农民工子弟，激动得一夜没
睡，第二天 6 点就给老师打电话
报名。 一开始，很多学生和家长
都以为这是骗人的。 后来，王林
在百年职校门口蹲点考察了半
个月， 才相信自己又能上学了，
成了学校第一个报名的学生。

百年职校是 2005 年成立的
一所公益性的全免费的职业教
育学校。 通过合作伙伴和自身努
力，形成了独特的公益职业教育
模式，完全通过社会募捐，让社
会力量参与到百年职校教育当
中。 在百年职校， 有 88%的学生
来自农村困难家庭，还有 12%来
自城市务工家庭。

百年职校青年理事会理事
刁文认为， 在职业培训以外，对
人本身的教育也尤为重要，他
说：“我们始终在思考一个问题，
当孩子进入百年职校以后，我们
是不是仅仅教给他职业技能就
可以了？ 当然，通过跟企业合作，
我们可以帮他解决就业，但是这
些孩子的未来会怎样，或者说当
他面临多变的世界时，我们又该
给他们提供什么样的职业教育
服务？ 这是我们 12 年来一直在
思考和探索的问题。 ”

“因此， 我们首先会提供价
值观教育、行为习惯教育和情感
层面引导教育，这是百年职校最
看重的。 接下来才是解决就业问
题，也就是职业技能训练，但职
业技能训练并非全部，人的教育
也很重要。 我们认为，教育在很
大程度是开拓眼界、提升综合素
养的一种途径。 百年职校职业技
能的教学目标是帮助学生找到
学习的乐趣。 当他拥有学习的乐
趣，拥有基本的价值观，那么他
在社会上会走得很稳，会成为我
们所希望的幸福的普通人。 ”刁

文如是说。
而在王林的印象中，他早百

年职校中上的第一堂课就是“教
育照亮人生， 技能立足社会”的
校训课。 在那堂课中，人生目标、
善意解读他人、爱世界……这些
陌生的词汇第一次闯入了他们
的眼睛。

实习时，王林去了一家知名
物业公司，刻苦和肯钻研的精神
让王林在毕业后顺利成为公司
的正式员工———强电技工。 当时
他月收入也相当不错，除了帮助
母亲治病和还债，他还用节省下
来的钱报了个业余大学，继续学
习深造。 2010 年，他从物业管理
大专毕业，又先后学习高压入网
作业、消防中控管理、电梯安全
管理、 电梯机械安装等相关专
业，还通过了全国统一报考的高
级技工维修职称、全国注册物业
管理师、全国物业设备设施管理
机承接查验证书的考核。 现在，
王林已经是一家公司的经理，在
北京买了房和车，近日又被共青
团推选为职业能手。

职业教育的创新需带来
根本性变化

2014 年，国务院印发《关于
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
定》， 要求进一步健全公平、公
正、多元投入、规范高效的职业
教育国家资助体系，完善面向农
民、农村转移劳动力、在职职工、
失业人员、残疾人、退役士兵等
接受职业教育和培训的资助补
贴政策，积极推行以直补个人为
主的支付办法，加大农村和贫困
地区职业教学的支持力度。

对此，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
中心研究所所长杨进表示：“这
几年，财政部门、教育部门不遗
余力地推动农村地区和落后地
区基本的职业教育，但我们的职
业教育发展还面临一些瓶颈与
问题。 第一，社会轻视职业教育
和技术人才的现象仍很普遍；第
二， 职业教育管理体制不顺；第
三，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保障机制
不完善；第四，大部分职业教育
教学者基础能力相对薄弱，人才
的质量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 ”

国务院参事、北京乐平公益
基金会理事长汤敏非常赞同这
个观点，他举例乐平公益基金会
的模式说：“在花旗基金会的支
持下，现在我们采用‘互联网+’
的模式，把学员需要的新的技能
分门别类地做成卡通式的培训
内容，每一课都很短，她们可以
在家上网，或者通过手机学到所
需要的知识。 这本身就是培训方
式的创新。 ”

汤敏认为：“随着新岗位、新
技能不断出现，怎样用一种更有
效、更简单、更廉价的方式对青
年人进行长期的、 大规模的培
训，非常具有挑战性。 在‘互联
网+’时代，我们的培训方式要发
生根本性的变化。 ”

让低技能青年实现更好发展

新时代的职业教育面貌

� � 富平
学校的学
院正通过
“ 家 政 乐
学 ” 进行
线上学习

创立 11 年来，百年职校通过在九座城市建校，为当地贫困年轻人提供教育和就业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