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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能未来”：

职业教育公益项目示范
助力乡村振兴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发动职教引擎
赋能乡村振兴

作为人才培养的主要方式
之一，职业教育被赋予了促进乡
村包容性社会发展与益贫性经
济增长的重要使命，这对构建乡
村振兴的社会基础及经济基础
具有重要的意义。

乡村全面振兴， 人才是关
键。 而相对较低的门槛和更广泛
的覆盖面，令职业教育吸引更多
来自乡村地区的生源。 职业教育
在为欠发达地区家庭和人口提
供相对公平的发展机会、改善个
人发展境遇方面有着无法替代
的作用。 据教育部《中国职业教
育发展白皮书》统计，职业院校
70%以上的学生来自农村， 这也
意味着职业教育是促进社会公
平、赋能乡村的优势途径。 鼓励
和引导乡村人才去接受专业的、
有针对性的职业学习，持续提升
贫困群体的职业技能、 脱贫能
力，是职业教育的重要意义。

面向经济困难家庭、中职或
高职汽车职业教育院校学子设
立，“赋能未来”项目以推动乡村

振兴为使命，以职业教育为切入
点， 着眼于让乡村的下一代掌
握一技之长， 并通过人才培养
带动当地经济。 大众汽车集团
（中国）依托在汽车领域的资源
和优势， 全面支持学生的能力
建设，以此开阔他们的眼界，提
升专业技能， 为中国新能源汽
车行业培养和输送人才，并以人
才为引擎推动乡村经济振兴，促
进共同富裕。

响应政策号召与市场需求
培养高质量技术人才

刚刚落幕的二十大指出，要
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培养造
就大批高素质人才，统筹职业教
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调创
新，推进产教融合。 放眼目前我
国的职业教育全貌，规模可观但
缺口仍不可小视：根据教育部公
开信息，全国现有职业学校 1.12
万所，在校生 2915 万人。 即使这
些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步出校
园后从事对口工作，仍需时间积
累实践经验，高级技工也仍然面
临缺口。 培养高技能职业技术人
才，是中国当前制造业转型和升
级的关键。

国家也在呼吁更多社会力
量参与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发
展。 今年 5 月起，《中华人民共和
国职业教育法》 正式开始实施。
其中明确提出：国家鼓励、指导、
支持企业和其他社会力量依法
举办职业学校、 职业培训机构。
此外，国家还大力鼓励社会力量
深度参与产教融合、 校企合作，
在提升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
促进就业中发挥重要主体作用。

汽车相关专业职业教育在
我国职教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
也是目前国内职业教育各专业
中的主力，是广大学子选择职业

教育的优先关注专业，同时也是
国家产业升级、人才培养升级的
重点发展领域。 2021 年，教育部
出台 2021 版《职业教育专业目
录》， 首次于高等职业教育专科
和本科目录中设立“智能网联汽
车技术”和“智能网联汽车工程
技术”专业，以期为汽车行业全
新发展方向打好人才培养基础。

要呼应时代发展提出的新
需求，应当认识职业教育当前面
临的挑战：职教体系建设方面的
教育资源与办学条件，课程设置
方面的专业建设与产业发展实
际需求，学生就学就业方面的社
会认同、社会关怀度等，均存在
一定程度的可提升空间。

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社会
力量和职业教育携手合作。 将下
一代的成长发展视为企业社会
责任核心课题的大众汽车集团
（中国）于 2021 年启动“赋能未
来”项目。 截至目前，该项目已经
为 5 个省份 34 所中高职学校汽
修专业的 2000 名学生提供了全
方位的支持，促进了学生的全面
发展。 实践证明，职业教育可以
让渴望改变命运的受助学生实

现“技、智、志”的全面提升，助力
产业可持续发展。

放眼全球汽车市场，中国拥
有最具活力和发展潜力的土壤，
发展符合新趋势、新需求的汽车
职业教育是客观需要。 在绿色制
造背景下，越来越多汽车品牌积
极拥抱电动化浪潮， 向智能化、
数字化转型升级是汽车产业的
大势所趋。 这也对汽车行业从业
人员提出了新的挑战：面向未来
的汽车技术人才，需要掌握顺应
新形势的知识技能。

公安部数据显示，截至 2022
年 8 月底，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
量达 1099 万辆。 这一数字背后，
是大量的职业机会，同时也对汽
车行业职业教育提出新的要求。

为了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通过职业教育拥抱新时代汽车
行业新趋势，“赋能未来”项目在
提供经济支持的同时，还依托大
众汽车学院和员工志愿者，量身
打造了一系列线上培训课程，内
容涵盖汽车理论与文化、汽车实
践及社会实践指导等方面，紧跟
新能源汽车技术发展趋势，满足
学生实际的学习需求，为学生们

搭建了解汽车行业最新发展趋
势的桥梁。

授人以渔
为行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基于对社会发展的长期承
诺， 发扬企业公民精神，“赋能未
来”项目真正做到了“授人以渔”。
产教融合的项目设计使学生能够
获取汽车行业的前沿技术知识，
掌握领先的专业技能， 开阔眼界
的同时提升个人综合竞争力，实
现个人的长期职业发展。同时，项
目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受助学校
在课程和专业设置、 学生培养方
式等多方面进一步完善， 以适应
现代职业教育的发展。

来自受助群体的积极反馈以
及社会各界的肯定是考察项目落
地效果最好的证明。“‘赋能未来’
项目寄托了社会和爱心企业对我
们的殷切期望。 而从某种意义上
来说，更是一种责任，它促使我们
学会高效学习， 给予我们继续前
进的动力。 ” 来自云南曲靖的受
助学生李明亮表示。

项目也对落地近两年来的工
作做了综合评估。结果显示，超过
半数的受助学生表示“对汽车相
关专业的学习兴趣更浓厚了”“更
喜欢用观察思考、 探索实验的方
式学习了”；超过七成的受助学校
认为项目对经济困难学生减轻学
习生活负担“非常有帮助”；近七
成的受助学校对项目线上课程学
习的评价是“非常好”。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职教创
新中心主任刁文认为， 项目的独
特性在于涵盖了经济资助、 校企
合作、推动精准就业三个方面，即
对学生进行经济资助， 又在其基
础上有校企的互动、 给学校提供
课程等支持。

展望未来，汽车职业教育任重
而道远。大众汽车集团（中国）执行
副总裁、公共事务与合资企业事务
部负责人刘云峰表示，“我们希望
与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相关政府
部门和所有有识之士携手并肩，各
尽所能，全力帮助同学们成长和进
步，让大家收获一技之长，学到行
业里领先的知识，掌握工作中实用
的本领，日后成为推动中国汽车行
业可持续发展的精兵强将，共同为
美好的未来赋能加油。 ”

正如刁文所言， 促进这些孩
子真正地留在汽车行业就业、让
他们喜欢这个行业， 才能真正实
现“赋能未来”的深层意义。

（王勇）

“在我学途艰难的
时候，大众汽车

集团的助学项目为我增添
了希望和前进的动力。 ”合
肥职业技术学院汽车工程
学院学生刘家杰饱含感激
之情地说道。

刘家杰口中的助学项
目 ，是由大众汽车集团 （中
国 ） 与中国乡村发展基金
会联合发起的 “赋能未来 ”
－大众汽车集团 （中国 ）助
学项目 。

继 去 年 为 来 自 四 川 、
湖南 、 江西三省的 1000 名
品学兼优的学生提供支持
后 ， 今年该项目进一步覆
盖了河北 、安徽 ，在五省同
步 支 持 新 一 批 1000 名 学
生 。 除获得经济支持外 ，这
些学生还将接受项目提供
的定制化专业汽车理论文
化和实践培训 。

9 月 22 日 ， 项目 2022
学年启动暨开班仪式在安
徽合肥举行 。 新学年的开
启，意味着该公益项目覆盖
到新的一群受助学生 。 “通
过经济资助 、 能力提升 、就
业指导多方面赋能 ， ‘赋能
未来’项目不仅为家庭经济
困难同学提供了实现梦想
的舞台 ，还有效助力了教育
事 业 发 展 和 乡 村 人 才 振
兴 。 ”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
心 副 主 任 涂 义 才 在 参 加
2022 学年开班仪式时表示。

“赋能未来”－大众汽车集团（中国）助学项目 2022 学年启动

“赋能未来”－大众汽车集团（中国）助学项目 2021 学年开班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