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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plays a special role in the major decision and arrangements made
by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 battle against the poverty. It is foun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provinces of poverty areas lags behind the provinces of non-poverty
areas and the national average level by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mparisons of the number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graduate, the number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enrolled
students, the number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undergraduate, student-teacher ratio,
and the per student budget of the public finance of the provinces in the poverty areas, non-poverty
areas and the all provinces of the whole country in 2018 and 2017. Aiming at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 development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poverty areas , there are some suggestions of improving the public finance investment, diversifying the education funding sources,
linking up the channels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general education and higher education, and promoting the status of teacher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the teaching sta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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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等职业教育在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打赢脱贫攻坚战这一重大决策部署中起到特殊作用。对2018年、
2017年贫困地区各省、非贫困地区各省、全国各省的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人数、招生人数、在校生人数、
生师比、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做了内部、外部比较后发现贫困地区各省中等职业教育发展水平落后于非贫
困地区以及全国平均水平。针对贫困地区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现状，提出了提高公共财政投入，多途径
教育经费来源，贯通中职、普教、高教流动渠道，提高教师地位、完善师资队伍的措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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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八大要求“到 2020 年贫困人口必须全部实现脱贫”，并且“将发展教育脱贫一批为五大精准
扶贫精准脱贫的重要途径之一”。而职业教育是实现精准脱贫、摆脱贫困的代际传播重要手段，同时也
是帮助贫困家庭学子提升人生价值最行之有效的方式之一。通过职业教育贫困家庭学子一方面可以学到
一技之长，增强致富本领，另一方面也可以实现一人高质量就业带动全家脱贫的效果[1]。《国家教育事
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强调“在人口集中和产业发展需要的贫困地区建好一批中等职业学校，
重点支持贫困地区建设好符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中等职业学校。”

2. 贫困地区中等职业教育现状数据描述
本文中贫困地区是指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2 年公布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所在
的 22 个省，分别为河北、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海南、
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所使用的数据均来自 2018 年《中国
教育统计年鉴》中的分地区中等职业学校情况(2017 年)以及各级学校师生比，2017 年《中国教育经费统
计年鉴》中的中等职业教育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经费支出(地方中等职业学校)。

2.1. 2017 年贫困地区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数
表 1 指出，2017 年全国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人数为 4,063,981 人，其中贫困地区为 2,789,231 人，非
贫困地区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数为 1,274,750 人，贫困地区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人数占全国中等职业教育
毕业生人数的 67%。贫困地区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数最多前三个省份分别为四川省 352,490 人、河南省
318,726 人、安徽省 279,668 人，最少的三个省份分别是西藏自治区 5599 人、青海省 19,455 人、宁夏回
族自治区 24,660 人。通过表 1 推算出全国省均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数为 131,096，贫困地区省均中等职
业教育毕业生数为 126,783 人，非贫困地区省均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数为 141,639 人。贫困地区省均中等
职业教育毕业生数与全国省均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数和非贫困地区省均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数之间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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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分别为−4313 人，−14,856 人。2017 年贫困地区所包含的 22 个省中有 14 个省的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数
低于贫困地区省均、非贫困地区省均以及全国省均。这 14 个省分别是西藏、青海、宁夏、海南、吉林、
新疆、内蒙古、甘肃、黑龙江、重庆、陕西、江西、山西、湖北。而河南、四川、安徽、河北、广西、
湖南、贵州、云南 8 省的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数高于贫困地区省均、非贫困地区省均以及全国省均。
Table 1. Situation of students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poverty areas in 2017 [2]
表 1. 2017 年贫困地区中等职业教育的学生情况[2]
地区

毕业生数

招生数

在校学生数

全国

4,063,981

4,515,235

12,542,893

山西

111,375

109,692

329,291

内蒙古

67,326

67,913

192,620

吉林

38,899

44,566

131,774

黑龙江

74,655

64,975

203,828

安徽

279,668

287,852

760,672

江西

105,534

112,030

344,343

河南

318,726

420,404

1,065,231

湖北

114,889

127,224

371,206

湖南

194,901

250,215

686,467

重庆

94,965

109,163

308,252

四川

353,490

349,331

860,013

贵州

158,978

183,061

503,118

云南

144,267

187,900

501,015

西藏

5599

7462

19,300

陕西

95,895

98,383

262,136

甘肃

67,833

73,230

193,859

青海

19,455

28,004

75,047

宁夏

24,660

25,067

74,742

新疆

64,318

85,511

238,694

河北

220,087

287,128

706,167

广西

199,722

252,803

686,797

海南

33,989

45,413

118,819

贫困地区总计

2,789,231

3,217,327

8,633,391

非贫困地区总计

1,274,750

1,297,908

3,909,502

2.2. 2017 年贫困地区中等职业教育招生数
表 1 指出，2017 年全国中等职业教育招生数为 4,515,235 人，其中贫困地区中等职业教育招生数为
3,217,327 人，非贫困地区中等职业教育招生数为 1,297,908 人，贫困地区中等职业教育招生人数占全国
中等职业教育招生人数的 71%。
贫困地区中等职业教育招生数最多前三个省份分别是河南省 420,404 人、
四川省 349,331 人、安徽省 287,852 人，最少的三个省份分别是是西藏自治区 7462 人、宁夏回族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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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04 人、青海省 25,067 人。通过表 1 推算出全国省均中等职业教育招生数为 145,653，贫困地区省均
中等职业教育招生数为 146,242 人，非贫困地区省均中等职业教育招生数为 144,212 人。贫困地区省均中
等职业教育招生数与全国省均中等职业教育招生数和非贫困地区省均中等职业教育招生数之间的差额分
别为 589 人，2052 人。2017 年贫困地区所包含的 22 个省中有 14 个省的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数低于贫困
地区省均、非贫困地区省均以及全国省均。这 14 个省分别是西藏、宁夏、青海、吉林、海南、黑龙江、
内蒙古、甘肃、新疆、陕西、重庆、山西、江西、湖北。而河南、四川、安徽、河北、广西、湖南、贵
州、云南 8 省的中等职业教育招生数高于贫困地区省均、非贫困地区省均以及全国省均。

2.3. 2017 年贫困地区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数
表 1 指出，2017 年全国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数为 12,542,893 人，其中贫困地区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
数为 8,633,391 人，非贫困地区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数为 3,909,502 人，贫困地区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人
数占全国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人数的 67%。贫困地区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数最多前三个省份分别是河南
省 1,065,231 人、四川省 860,013 人、安徽省 760,672 人，最少的三个省份分别是是西藏自治区 19,300 人、
宁夏回族自治区 74,742 人、
青海省 75,047 人。
通过表 1 推算出全国省均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数为 404,609，
贫困地区省均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数为 392,427 人，
非贫困地区省均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数为 434,389 人。
贫困地区省均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数与全国省均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数和非贫困地区省均中等职业教育
在校生数之间的差额分别为−12,182 人，−41,962 人。2017 年贫困地区所包含的 22 个省中有 14 个省的中
等职业教育毕业生数低于贫困地区省均、非贫困地区省均以及全国省均。这 14 个省分别是西藏、宁夏、
青海、海南、吉林、内蒙古、甘肃、黑龙江、新疆、陕西、重庆、山西、江西、湖北。而河南、四川、
安徽、河北、广西、湖南、贵州、云南 8 省的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数高于贫困地区省均、非贫困地区省
均以及全国省均。

2.4. 2017 年贫困地区中等职业学校生师比
图 1 显示生师比最高的前三个省份分别是广西省 32、青海省 26、安徽 25，最低的三个省份分别是
吉林省 10、内蒙古 11、黑龙江 12。依据陈建伟等学者提出的“过高或过低的生师比对于教育教学质量
的提升都是不利的，合理的生师比应该控制在 15~20 之间较为合适”[3]的观点。贫困地区包含的 22 个
省份中只有陕西、新疆、宁夏、湖北、河北 5 个省的中等职业学校的生师比是合理的，而且其他 17 个省
份的生师比与合理范围相差比较大。但是非贫困地区的 9 个省(市)中有 5 个省份生师比合理，而且其他 4
个省份的生师比基本接近合理范围。

Figure 1. Diagram of the student-teacher ratio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schools in poverty areas in 2018 [2]
图 1. 2018 年贫困地区中等职业教育学校生师比示意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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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018 年贫困地区中等职业教育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经费支出
根据《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2018)数据计算得出 2018 年贫困地区省均中等职业教育生均公共财
政预算教育经费支出为 13,370.45 元，2017 年非贫困地区省均中等职业教育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经费
支出为 20,023.59 元，2018 年全国省均中等职业教育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经费支出为 15,302 元。图 2
显示贫困地区所包含的 22 个省份中有 12 个省份的中等职业教育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经费支出低于贫
困地区省均水平，20 个省份低于非贫困地区省均，17 个省份低于全国省均。贫困地区中等职业教育生均
公共财政预算教育经费支出最高的前三个省分别是西藏自治区 33,068.97 元、吉林 22,533.69 元、内蒙古
16,715.8 元，最低的三个省份分别是贵州省 6743.08 元、河南省 7489.37 元、江西省 8826.91 元。

Figure 2. Diagram of the per student budget of the public finance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schools in poverty areas
in 2018 [4]
图 2. 2018 年贫困地区中等职业教育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经费支出示意图[4]

3. 贫困地区中等职业教育现状数据分析
1) 从总体来看我国贫困地区中等职业教育整体发展规模相对非贫困地区和全国水平还比较落后。虽
然河南、四川、安徽、河北、广西、湖南、贵州、云南等 8 省的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数、招生数、在校
生数高于贫困地区、非贫困地区以及全国各省平均水平。但是西藏、宁夏、青海、海南、吉林、内蒙古、
甘肃、黑龙江、新疆、陕西、重庆、山西、江西、湖北这 14 个省份的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数、招生数、
在校生数远低于贫困地区、非贫困地区以及全国各省平均水平。特别是西藏、青海、宁夏等民族地区和
边疆地区。归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国家经济社会形势变化的外部原因，以及生源质量不佳、中等职业教育
上升渠道不畅通、普职割裂导致的成长性问题、师资落后、课程设置不佳等内部原因，[5]使得贫困地区
学子及其家庭对于选择就读中等职业学校产生了顾虑。
2) 整体看来贫困地区中等职业学校生师比不合理情况比较明显。22 个省份中仅有陕西、新疆、宁夏、
湖北、河北 5 省的生师比在在合理的范围内。这说明中等职业教师资源区域分配的不公平，贫困地区将
近一半的省份中等职业教师资源匮乏。主要原因是社会对中等职业教育持有负面的态度，中等职业学校
教师的经济待遇低、社会地位不高等使得中等职业院校大量流失优秀的师资力量，中等职业学校教学质
量难以保证。
3) 贫困地区中等职业教育投入总量不高，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经费支出处于相对落后水平。同时
教育经费存在使用不规范，监督不健全，分配不合理，预算管理机制粗放，预算执行效率低，预算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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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透明度低的现象。由于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发展内外部原因使得地方政府、社会各界以及学生家长重
视普通教育、轻视职业教育的思想意识还未及时转变，不能够完全认识到中等职业教育对于地方经济发
展影响重大。这导致中等职业学校负债的状况屡见不鲜，学校硬件和软件都和非贫困地区存在较大的差
距，基础设施建设不够完善，教学设备不充足等现象在中等职业学校呈现“常态化”的趋势。

4. 对策措施
依据上述对贫困地区 2018 年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现状的分析，笔者在本部分提出教育脱贫背景下中等
职业教育发展的相关对策措施。

4.1. 提高公共财政投入、多途径教育经费来源
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最有力保证是财政支持。因此需要增加对贫困地区中等职业教育的财政投入强
度，各级政府要调整教育经费分配的架构，提升贫困地区中等职业教育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总支出的
占比。要让各级政府的财政能力，以及在资金筹措、统筹、规划、安排等方面的资源配置优势得到充分
的发挥，提高各级政府财政承担的比例，让贫困地区中等职业教育的经费得到切实的保障。
同时各级政府应该积极宣传并鼓励有条件的社会团体、组织或者个人对贫困地区中等职业教育的无
偿资助，通过政策红利吸引企业对贫困地区中等职业教育进行投资。借助政府的手将贫困地区中等职业
院校与企业之间牵线。最终形成多元化主体资助办学，多渠道筹集教育经费的格局，提高贫困地区中等
职业院校的生均经费。

4.2. 贯通中职、普教、高教的流动渠道
顾明远认为我国学制首先要遵循因材施教的原则，其次也要适当考虑学制设置的多样性与灵活性。
建立“中级、高级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互相衔接，互相沟通。同时要建立沟通职业技术教育和普通教
育的“立交桥”，使学生有更多的选择，学制设置要体现终身教育的精神”[6]。只有当学生在就读中等
职业教育过程中、完成中等职业教育后可以根据自身的兴趣与经济水平来决定是否向普通中等教育流动
以及继续深造高等教育的过程是畅通的，才可以保证更多家庭贫困的学生及其家庭选择中等职业教育。
因此要让中等职业教育在普通教育和高等教育之间的横向与纵向通道全面贯通，增强彼此间的流动性和
渗透性使得学生在选择学习与就业方向时更加自由，打破彼此间现存的壁垒就要要做到如下几点：第一
要公平看待中职、普教、高教，从根本上认同三者间具有同等的重要性；第二要切实实施职业资格证书
与学位证书效果同等的制度；第三构建学分积累和互换制度实现职教与普教的衔接；第四完善多样化招
考模式[7]。

4.3. 提高教师地位、完善师资队伍
为满足贫困地区中等职业教育教师数量和质量需求。第一国家要做好“职教兴国，技能兴邦”的宣
传工作，给予表现突出的“双师型”教师更多的社会荣誉与物质奖励，提高中等职教教师的社会美誉度，
大幅提升群众对这一职业的认可。第二可向社会公开聘请实践经验丰富的一线专业技术人员成为贫困地
区中等职教院校的兼职或专职教师，但要为其成为“双师型”教师做好职前培训工作。第三“双师型”
教师的培养制度要做到“量体裁衣”，使其既要具备理论教学的素质，同时也应具备实践教学的素质。
第四完善“双师型”教师的资格认定标准，考核评价的主体要向多元化发展，社会、企业以及相关行业
组织等都可以参与到“双师型”教师的考核中来。第五将“双师型”教师是中等职业教师自身专业发展
要求的观点根植于其思维中。只有通过外界刺激变量(社会地位的提升)的作用下，使内在变量(专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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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持续不断的兴奋，从而引起中等职业教育教师做出积极的行为反应，最终实现贫困地区“双师型”
中等职业教育教师的数量与质量稳定、持续的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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