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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CONSTRUCTION

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潘允康    刘  娜

摘 要：结构性矛盾是民生问题研究的切入点。在教育问题中，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结构失衡是结构性矛盾的突

出表现之一，其中包含了人才培养的类型、规模和层次等方面的问题。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结构性矛盾的产生既有历史

上的原因，也有现实社会中的根据。构建科学的教育体制、规划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融通、培养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高

素质人才、实现企业与学校齐心协力参与人才培养是解决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结构性矛盾的重要方面。

关键词：结构性矛盾；普通教育；职业教育

教育是当今中国社会最受关注的民生问题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

利益问题时说要“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a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教育事业得到了巨大发展，也存在很

多问题，其中包括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之间的关系问题。研究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促

进它们的均衡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结构性矛盾是民生问题研究的切入点

中国的民生问题十分复杂，不同民生问题之间，每个民生问题的自身内部都存在结构性矛盾。所谓结

构是指事物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搭配和排列，以及由此发生的关系、联系和生成的模式。所谓民生问题的

结构，是指多种民生问题之间的相互关联与排列，以及每一种民生问题中所包含的各种问题之间的关联与

排列。所谓民生问题的结构性矛盾是指各种民生问题自身或相互关联中的矛盾。结构性矛盾是研究民生问

题的切入点。

民生问题的结构性矛盾源于民生问题存在和发生的客观现实。对民生问题结构性矛盾的分析和认识依

据于唯物辩证法的思路和理念。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文中，批评了“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之外，

都是鬼话”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他说，“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

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

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虽然在

相当广泛的、各依对象的性质而大小不同的领域中是正当的，甚至必要的，可是它每一次都迟早要达到一

基金项目：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民生问题中的结构性矛盾和社会事业的发展”（10AZD021）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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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界限，一超过这个界限，它就要变成片面的、狭隘的、抽象的，并且陷入不可解决的矛盾，因为它看到

了一个一个事物，忘了他们互相间的联系；看到了他们的存在，忘了他们的产生和消失；看到了他们的静止，

忘了他们的运动，因为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a
。

教育作为一个民生问题，不仅同其他民生问题诸如劳动就业、收入分配等密切相关，而且自身也包含

了许多不同的问题，以及由这些问题产生的结构性矛盾。这些结构性矛盾从宏观上说，包括教育发展类型

的结构性矛盾，职业教育发展滞后于普通教育；教育发展地域的结构性矛盾，农村教育落后于城市教育；

教育发展形式的结构性矛盾，社会教育落后于学校教育等。从中观上说，包括教育发展中人才培养的结构

性矛盾，学校创新型、实用型人才培养落后于学术性、学科性人才培养；教育资源配置中的结构性矛盾，

学校资源和布局不合理，学校与学校间差距大，发展不平衡，“择校热”、“高考移民”等困扰教育发展。

从微观上说，包括教育发展的个体性结构矛盾，对处境不利个体的教育救助体系不完善，民众的教育不公

平感强烈；教育发展的成才观结构矛盾，管理者、教师、家长等教育者的教育观念偏颇，压抑学生个性发展，

素质教育推进难，教育变成了单纯的考试教育、学历教育等。以下我们仅对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之间的结

构性矛盾进行具体探讨。

二、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结构性矛盾的基本表征

（一）从“就业难”和“招工难”同时存在说起

1. 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失衡带来的“就业难”和“招工难”

在就业问题上，“就业难”和“招工难”同时存在，是一对结构性矛盾，反映在教育问题上则是普通

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失衡。据 2007 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显示，在全国城镇失业人口中，毕业后未工作的

人口占失业人口总数的比例分别是：大专以上学历 27.9%，本科生 8.4%，研究生 0.3%，大学毕业生“毕业

后失业”已然成为事实。同时，在各级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却出现了高学历毕业生与低学历毕业生争抢同

一岗位的现象。而逐步市场化的劳动力市场则频频出现高技能应用型人才告急现象。据报道，我国长三角、

珠三角等企业开出高薪也很难招到各类高技能应用型人才。苏州市劳动就业管理服务中心发布的《苏州市 

2010年企业用工需求抽样调查报告》显示：目前，企业用工对文化程度的要求中，大专以上、高中及技职校、

初中和无要求的比例分别为 5.6%、72.2%、14.5%和 7.7%，高中及技职校文化程度已成主流需求。由此可见，

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很大的技能渴求。这一方面与我国目前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产业结构有关；另一方面

凸显出我国的传统教育结构与社会人才需求之间的尖锐矛盾。我国高等教育培养学术型人才，中等专业学

校培养中等层次的技术应用型人才、职业中学承担较低层次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任务，更低层次的应用型人

才来自文化程度较低的、基本没有技术培训的其他社会成员。目前，我国高等教育蓬勃发展，而职业技术

教育发展相对滞后，普通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之间结构失调明显，尤其不利于高级应用型人才的培养。
b

2. 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失衡造成“技工荒”

就业人员技能短缺在我国并非商业周期作用下的短暂现象。虽然没有一个可对比的标准，但 2001—2010

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 60-61 页。　

b李娣：《实现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均衡发展的思考——基于人才供需矛盾的视角》，《职业技术教育》，2010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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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劳动力市场的供求数据清晰表明，我国“技工荒”的程度在年年攀升，已经在持续时间内形成了一定规模。

我国已经面临较为严峻的技能短缺状况：总体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但高技能人才持续供不应求，技能短

缺覆盖范围不断扩大。

图 1 2001—2010 年分技术等级供求变化

（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

说明：数据来源于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2010 年度部分城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市场供求状况分析》。

图 2 2001—2010 年分专业技术职称供求变化

（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

说明：数据来源于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2010年度部分城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市场供求状况分析》； 魏晓燕等，《我

国技能短缺状况下高职教育改革探析》，《职业技术教育》，2011（16）。

3. 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失衡的源头

在我国，一方面是就业难，学历高者反而失业率高；另一方面是高技能人才缺乏，供不应求，我们可

以从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失衡的源头上找到它的原因。考察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

历程 , 可以看到中国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并不是直线式的 , 其发展经历了从 1998 年后连续 7年的回落 , 回落

的趋势直至 2005 年才开始有回转（见图 3）
a
。而在中职教育不平坦的发展历程中 , 始终伴随着中职与普通

高中教育价值的争议。相比普通高中教育 , 中职教育被大大削弱了。在中职教育中，面临着注重专门技能的

传授而削弱了适应力强的通用能力的培养以及学生可能获得短期收益而长远收益受到影响等多方面的置疑

与挑战。

a丁晓洁、李莹：《中国城镇中等职业教育就业状况分析》，《教育科学》，2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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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等专业教育在校生占全国高中阶段教育在校生比重

图 3 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占全国高中阶段教育在校生比重（%）

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失衡带来的就业难与择业难同时存在，而要深入解读这个

问题，必须认真研究当今教育中的结构性矛盾。

（二）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之间的三大结构性矛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专业人才的需求已经且正在悄然发生变化，正在从数量紧缺逐渐转向结构性紧缺，

即技能性人才紧缺，学术性人才过多。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发展不协调。

1. 人才培养类型上的结构性矛盾

当前我国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存在的最大结构性矛盾是人才培养类型上的矛盾，即普通教育培养的知

识性学科性人才过多，职业教育培养的技能性实用性人才过少。

从培养目标的角度看，现代社会的人才一般分为两类四型：科研类（学术型和工程型）；职业类（技

术型和技能型）。普通教育培养的是科研类人才，即培养学术型和工程型的高级专门“通才”，职业教育

培养的是职业类人才，即具有一定理论知识水平和较强岗位工作能力的“专才”。

普通高等教育以知识为人才培养目标，其目的是使学习者获得相关学历和学位，因此突出学科知识的

深度和系统性，培养的是学科性研究型人才，重在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教给学生的是对事物的深层次理解，

即教会学生研究和应用某学科知识的方法，更强调学科知识的相对完整性和系统性，充分体现了厚基础和

宽口径的培养目标。

职业教育则以能力为人才培养目标，培养的是生产、建设、管理、服务一线的专门性及技术性人才，

目的是要教会学生掌握某种谋生手段。职业教育培养人才以职业能力为本位，面向技术应用和开发能力，

强调岗位能力的培养。职业教育更强调学科知识的相对独立性和职业针对性及与生产的直接相关性。

在办学定位上，长期以来，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培养学科性人才的办学思想影响深远，高等教

育始终把培养“学术型”人才作为最终目标，在“研究型”思想指导下，人才培养模式重学历轻职业，重

理论轻实践，重学习能力轻技术能力，久而久之，出现了学生学有专业而无专能、社会有专岗而缺专才的

尴尬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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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才培养规模上的结构性矛盾

普通教育主要培养学术型人才，职业教育主要培养技能型人才，而长期以来的重普通教育轻职业教育

的现状，使得我国技能性人才培养没有得到应有重视，出现了学术型人才和技能型人才在培养规模上的结

构性矛盾。

2011 年，全国普通教育培养的人才数量（包括研究生、本科生、普通高中生）为 5501 万人，全国普通

教育学校数目（包括研究生培养机构数、本科院校数、普高学校数）为 17581 所；全国职业教育培养人才

数量（包括高职和中职）为 2205 万人（其中还含有部分普通专科毕业生数），全国职业教育院校数（包括

高职院校和中职学校）为 13093 所。
a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不论从人才培养数目还是

人才培养机构数目看，职业教育都处于弱势。除了绝对数目可以说明一定问题外，人才培养质量也值得我

们关注，由于长期重知识轻技能人才培养思想的深入影响，虽然职业教育理想的人才培养目标是技能性人才，

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职业教育普通化严重，不论是专业设置、课程结构还是师资力量，职业教育的知识化、

理论化倾向明显，这直接导致了我国职业教育培养的技能性人才不仅数量上不足，质量上也不能满足社会

发展需要。当前，我国的劳动力市场陷入一种怪圈：一方面是大量的结构性失业，许多无技术专长的下岗

职工难以再就业；另一方面高级技能型人才严重匮乏，高薪聘不到高级技工。随着我国由跨国公司的加工

组装基地向世界制造业基地的转变，今后一段时期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会越来越大，企业呼唤“能工巧匠”，

高技能人才的短缺将成为制约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3. 人才培养层次上的结构性矛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进入学历社会，文凭被追捧。这一方面是由于改革开放后我国逐步进入工业

化社会，对人才、知识的需求与日俱增，且劳动力市场也逐步走向成熟，文凭作为个人受教育与训练的凭

证，就像贴在商品上的商标或质检证，一定的文凭代表着拥有它的人具有一定的技能和知识，因此文凭在

劳动力市场上具有交换价值，成为获得理想职业的敲门砖。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干部人事制度也

加速了文凭社会的形成，也即只有拥有一定学历文凭的人才能在提干、晋级、福利待遇等方面拥有优先权，

拥有“高文凭”是获得“干部”身份的条件，这使得文凭的优越性更加凸显。

相对于文凭的被热捧，职业教育被冷落也在情理之中，因为就目前我国的教育体系而言，从人才培养

层次上看，职业教育是一种终结性的低端层次的教育形式，职业教育只有中等职业教育和专科层次的高等

职业教育；普通教育是一种可延伸的高端层次的教育形式，普通教育有从初等、中等到有着学士、硕士、

博士学位的高等教育自然衔接的体系。这样，在社会中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思想，接受职业教育就低人一等，

接受职业教育只能进工厂当工人，做一些又苦又累且报酬低廉的工作；而接受普通教育，就有希望获得高

文凭，有机会成为“人上人”、“天之骄子”，可以进入机关、事业单位、大企业，成为“干部”，坐办

公室，拿高工资。这一社会现实，使得人们在面临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选择时，首选是普通教育，只有

那些学习不好、能力素质稍微差一些或者家庭背景不太好的人，才会无奈地选择职业教育，这也使得职业

教育先天不足，不好发展，成为非主流的教育形式。

a教育部：《2011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央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gov.cn/gzdt/2012-08/30/content_221387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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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结构性矛盾的原因探析

（一）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历史的分裂——传统教育文化的影响

我国具有源远流长的教育传统，传统教育文化的价值观已经深植于人们的思想意识，成为中华民族的

一种潜意识流。传统教育文化不在于一技一艺，而是培养经典文化人，培养人文精神。传统教育文化中一

个最显著的价值观念是“反职业主义”。

第一，传统教育文化的培养目标是从政君子，而不是生产劳动者。我国传统主流教育文化提出由平民

中培养德才兼备的从政君子的教育目标，这可以概括为“学而优则仕”。传统主流教育文化认为学习是通

向做官的途径，培养官员是教育最主要的目的。而一介草民要想飞黄腾达，光宗耀祖，只有刻苦攻读，金

榜题名，这样学习成绩优良就成为了做官的重要条件，甚至是唯一条件。我国传统教育文化重要代表人物

之一的孔子对“学而优则仕”的态度非常明确，他指出：先学习礼乐而后做官是平民，先有官位而后学习

礼乐是贵族子弟。学习与做官之间有了密切的联系。传统文化培养统治型人才这一教育目的的确立对我国

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极大地冲击了我国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间健康和谐有序地发展。

第二，传统教育文化的教学内容重伦理道德教育，轻科学技术生产劳动教育。传统教育培养的既然只

是君子，而不是生产劳动者，那么教育内容就只需伦理道德知识，而不需要科学技术知识和劳动生产知识了。

传统教育文化代表人物孔子继承并发展西周贵族“六艺”教育传统，即“诗”、“书”、“礼”、“乐”、“易”、

“春秋”。这些文化典籍主要教育学生要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其次才是学习以提高文化知识，即“学有余力，

则以学文”。道德教育居于首位，通过文化知识的传授，灌输道德观念，为道德教育服务，最终为巩固统

治阶级的政权服务。封建教育文化中，作为最重要的选拔人才的方式——科举制，也是主要以“四书”、“五经”

这些文化典籍作为考试内容，这些典籍都是政治化的伦理和伦理化的政治的集中体现。至于科学技术知识、

劳动生产知识在传统文化教育中涉及很少，甚至还受到轻视。因为传统教育文化培养的是“治人”的从政

人才，不是从事农工的劳动者。

第三，传统教育文化在教学方法上重论辩，轻社会生产实践。传统教育文化的主要内容是一些伦理道德、

治国方略，不是科学技术知识；在教育方法上也主要是进行课堂灌输与讲解，进行理论思辩，而不是进行

生产实践和科学实验。如，孔子认为道德修养不是依靠外在强制，而是依靠自觉努力，要“立志”、“克己”、

“内省”。在传统的教育文化经典中，涉及到科学实验、劳动实践等具体操作性的教育方法很少。孔子虽

然也强调知行统一，学以致用，但孔子所说的“行”主要指“为政”和个人的人生经历。当谈到生产劳动时，

孔子立即把它贬为卑贱的活动，他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长期存在的阻碍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鄙薄认识不是一蹴而就的，更不是无源

之水，无本之木，是与我国传统教育文化对职业教育的轻视相关联的。传统教育文化中轻视劳动实践和科

学技术生产实践的思想严重束缚了人们对职业教育的正确认识，阻碍了其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普

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平衡发展，是造成当前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结构性矛盾的重要历史原因之一。

（二）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现实的分裂——复杂社会环境的影响

首先，社会上存在偏差的人才观。由于“文革”十年对知识分子和教育体制造成了毁灭性打击与破坏，

改革开放后，国家百业待兴，需要大批的管理型、知识型人才，1977 年高考制度的恢复，在知识型人才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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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上具有里程碑意义。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邓小平提出了干部要“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

组织人才标准。此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逐步成为社会风气，一改“文革”时期知识分子是“臭老九”

的局面，这些教育政策和人才政策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这种对高学历人才的重视

和渴求久而久之使社会中出现了一种偏见，即轻视专业技术，重视高等学历。

其次，国家政策导向失调。国家在对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资金支持、人事支撑、招生政策等方面的

不平等，致使改革开放以来在普通教育大发展、大繁荣，节节攀升之时，职业教育资源不断流失，职业学

校不断下放，甚至停办。如在招生政策上，中考时，考分高的学生进入普通一、二、三类高中，所有普通

高中录取完毕后，剩下的低分考生才进入不同的职业中学（职高、中专、中技）。同样，在高校招生中，

本科层次几乎没有职业教育，职业教育基本只能参与专科阶段的录取，这一政策最严重的后果是，职业教

育只能录取低分考生。这种带有倾斜性的招生导向，实际上进一步强化了“重普轻职”的思想。另外，职

业教育长期以来是一种终结性教育。普通教育有从小学、初中、高中、专科、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

究生的完整的教育发展路径，而职业教育只有小学、初中、高中（中专、中师、中技）、专科（虽然近年

来有了专升本这一高职专科生的继续升学的途径，但只有很少部分学生能继续攻读，且主要考察知识性内容，

而不是高职生擅长的技能性内容），这种双轨制的教育体制对职校生来说是不公平的。

最后，人才激励机制不够完善。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企事业单位的人才激励政策存在一些偏颇，

工资待遇明显偏向于或有学历或有地位的“干部”，而普通的技术工人甚至是高级技术工人的收入与“干部”

差别较大。有学历的“干部”分别由组织部门和人事部门管理，而工人则由劳动部门管理。不同的管理形

式所包含的则是工作岗位、政治待遇、工资福利、住房、个人升迁乃至退休后的各种不同待遇。这些不同

的要素构成了干部和工人社会地位的巨大差别。这样的社会环境是不利于技术工人的培养、培训、教育和

发展的。

四、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结构性矛盾之解决

（一）公正与平等共进——构建科学的教育体制

长期以来，人们对教育的认识局限于普通教育体系，还没形成符合时代特征的人才观、教育观。现代

的人才评价标准应该不唯学历，不唯职称，不唯身份，不唯资历，评价高级人才的标准在于创新能力和实

践能力；评价一般性劳动者的标准，则是具有的适应性能力和可教育与培训的基础。只有在正确人才观的

指导下，教育的组织者和接受者才能形成正确的教育观，才能改变尊崇普通教育、鄙薄职业教育的观念，

才能把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放在平等地位，认识到他们只是教育类别的差异，没有尊卑之差。目前我国的

职业教育只有中等职业教育和专科层次的高等职业教育，是一种终结性的教育。这是使职业教育与普通教

育不能协调发展的原因之一。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应在教育结构融通的基础上，建立职业教育自身的更高

层次的学制体系，改变目前在客观上形成的职业教育是终结性或非主流性教育的形势。另外，还应该构建

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平等招生的体制：首先，改革职业高中和普通高中分等级、分时间段的招生录取方式，

鼓励学生按照自身的发展兴趣选择学校；其次，将目前高职院校主要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改为以中职毕

业生为主、普通生及其他毕业生为辅的招生政策，使高职招生主要面向“高考落榜生”转向中职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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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中、高职衔接的政策优势，拓宽中职学校毕业生升学的渠道；最后，建立高职学生升入本科院校的更

宽广的渠道，构建职业教育的学士、硕士、博士顺畅而自然的学位体制。

（二）历史与现实并重——规划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融通

全面推行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融通的教育体制，是中国特色教育模式的创新与发展。普通教育与职业

教育的融通涉及教育的众多方面，包括制度融通、学制融通、课程融通等。制度融通涉及普通教育管理、

职业教育管理、职业资格管理间的关系协调和政策认同问题。首先是管理体制融通，从教育部来说，普通

教育由基础教育司、高等教育司主管，职业教育由职成司主管，职业资格由劳动与社会保障部主管，这种

分而治之的局面严重限制了职业教育、普通教育和职业资格制度之间的融通、互认，加强三者的融通与合作，

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其次是学制融通，在学制上，我国一直实行“双轨制”，即普通教育一轨——小学、初中、

高中、学士或高职、硕士、博士，职业教育一轨——小学、初中、中职（少部分升入高职）。两轨各行其道，

互不干涉，互不交融，这严重影响了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协调发展。因此建立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之间

的学分互认、学制衔接是当务之急。最后是课程融通，从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性质和特点出发，整合教材，

进行综合评价。因为当前普通教育设置的专业大类中包含着诸多专业方向，同样在职业教育的行业分类中

有适应多种岗位群的培训包，两种教育的专业课程具有许多共通之处，重点是平衡专业文化理论知识与专

业技能的权重分配、建立科学的能力标准与国家资格证书等级相对应的教育体制。

（三）理论与实践结合——加强培养高素质人才

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最根本的区别在培养目标方面，而培养目标主要通过课程得以实现，“职业教育

普通化、普通教育职业化”是今后的趋势，在职业教育中加强基础课程、在普通教育中加强职业课程势在

必行。为了培养出高素质的、具有高就业能力的人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即“工学结合”是可以选择的现

实路径。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融通既要研究系统理论知识传授的课堂教学，同时还要研究专业技术和应用

能力培养的实践教学，从学校课堂到生产一线，实现“工学结合”。除了职业教育为实现高质量、可持续

发展，要加强工学结合、培养合格的实用人才外，普通高校毕业的大学生要实现与行业的无缝对接，从根

木上解决就业难和技术人才缺的矛盾，普通高等教育也要把“工学结合”纳入其发展体系中。

（四）企业与学校齐心——调动多方力量参与人才培养

企业作为用人单位，对人才培养最有发言权，因此，调动企业参与人才培养的积极性具有重大意义。

有企业的指导，学校可以按照社会需求办专业 , 让教学主动为经济服务、为企业服务。学校要建立定期调查

企业需求的制度 , 建立“产教结合委员会”, 邀请各大企业人力资源负责人参加 , 分析产业动向 , 了解企业对

员工的需求状况 , 提出专业调整的意见。学校人才培养要坚持以就业为导向 , 以能力为本位 , 突破办学模式 ,

坚持产教结合 , 校企联合 , 携手育人。

五、结语

总之 , 在中国民生问题中存在着复杂的结构性矛盾。研究和认识结构性矛盾是科学解决民生问题的切入

点。在教育问题中由于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结构失衡造成的结构性矛盾就是突出表现之一 , 其中包含了人

才培养的类型、规模和层次等方面的问题。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结构性矛盾的形成既有历史上的原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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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传统文化的影响，也有现实社会中的根据，比如社会人才观的偏差。构建科学的教育体制、规划职业教

育与普通教育的融通、培养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高素质人才、实现企业与学校齐心协力参与人才培养是解决

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结构性矛盾的重要方面。

The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general education 
and occupation education

PAN Yun-kang, LIU Na

Abstract:The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 is the entry point to research the problem of people's wellbeing. The structure imbalance between 

the general education and occupation education is one of the outstanding performances, including the type, size and level of personnel training. 

The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 between ordinary education and occupation education has history reason and realistic society reason. Solving 

the problem from three important aspects:Constructing scientific education system, planning the combination between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general education, cultivating high-quality talent of combination theory with practice, realizing enterprise and school to participate in the 

personnel training.

Key words:structural contradiction; general education; occupation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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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些因素是改革开放过程中，因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形成的，短时期内难以完全消除，从这个角度看，

一些社会问题的出现是现阶段难以完全避免的。但是，如果对这些社会问题长期视而不见，放任不管，就

可能养虎为患，破坏社会秩序，危及社会的正常运行，最终影响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和经济社会的健康发

展。因此，必须在全面调查摸底的基础上，客观分析社会问题的表现形式及产生原因，研究制定针对性的

对策措施，针对突出的社会问题拿出具体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工作方案，经常开展有针对性的专项治理工作，

努力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并逐步消除社会问题产生的社会土壤。总之，综合治理既要大力“治标”，也

要努力“治本”；既要解决好社会问题，也要逐步消除社会问题产生的原因。

Comprehensive Governance in the View of Soci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YUAN Zhen-long

Abstract:Comprehensive governance is a concept with China characteristics, which mainly be used in dilemma situations of public, law 

enforcement, and cross-district. The main functional fields of comprehensive governance include social security maintaining, resolving social 

contradictions, renovation of public security key areas, etc. The theore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omprehensive governance were refined from four 

aspects which include subjects of governance, means of governance, objects of governance, and may of thinking.

Key words:comprehensive governance; application situation; main Field ; theoretical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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