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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高校继续教育由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组成，学历教
育包括成人高等学历教育、网络教育（即：现代远程教育）
和自学考试三类；非学历教育包括了各类培训班、各类考

试辅导和研修班等。一直以来高校的发展重点和主体是学
历教育，非学历教育只是补充。从近年的招生来看，成人高

等学历教育生源呈下降的趋势，自学考试各省情况不一，
网络教育只有教育部 68 所试点的高校有招生资格。

1 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和建设学习型社会是继续教育

的迫切需要

在新的时期下，成人教育将成为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和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
的必然要求；是提高国民文化素质和创业、创新能力的重
要途径；是持续开发人力资源和满足广大社会成员日益增

长的多样化教育需求的重要举措；是构建终身教育和建设
学习型社会的迫切需要。

经了解目前陕西大部分民办高校为响应国家提出的

“加快发展继续教育，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
会”的要求，构建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有机结合的多样

化办学格局，相继成立了继续教育学院。
2 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将同步发展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在构建终身教育体系
和学习型社会的时代背景下，终身学习、继续学习已成为

现代生活的一种方式。在知识经济时代，传统的高校继续
教育是以学历补偿教育为主的，人们的受教育观念已经

从传统的学校教育向终身教育转变，而继续教育是终身
教育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能够满足广大成人

学员的求知需求。在高校继续教育发展的新形势下，要实
现新时代的功能，必须实现发展模式的转型，因为它肩负
着学历弥补、职业培训、国民教育三大职能。近年来，随着
高校招生录取率的扩大，成人高等教育学历在高等教育
总规模数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少，且对我国高等教育总
规模贡献率的影响也在减低，但尽管如此，成人学历教育
依然在我国高等教育中占有一席之地，要想实现 2020 年
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40%的目标，成人学历教育的作
用不可忽视。

当前成人学历教育明显减少，但与此同时非学历教育
性质的继续教育反而越来越多，这类继续教育以非学历、提
升专业技能为主要特点，已成为了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2020 年）》，我国 2009 年有 1.66 亿人次的从业者参加了继
续教育。到 2015 年，参加的人次将达到 2.9 亿，至 2020 年，
该数字将升至 3.5 亿人次。2020 年，会有一半左右的从业人
员参与到继续教育中。由此可知，高等教育的继续教育在未
来依然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其作为高等教育的一种重要
形式必将为高等继续教育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3 现代远程教育的快速发展将为高校进入“慕课”时

代奠定基础

随着互联网的兴起，现代远程教育得到了飞速发展，
教学手段的灵活性、多样性和独特性，深刻影响着我国继
续教育的发展方向。其共享性、互交性、自主性和自由性
的特点，使学生们不受时间和地点限制自由自在地、便捷
地通过网络平台获取各种学习资源。据了解国内大部分
本科院校为实现学科间的交叉渗透，满足学生在校期间
宽知识厚基础的需求，增强社会适应性和就业、择业及转
换职业的竞争力，都开展辅修专业、第二专业教学活动。
因高校在管理上，受时间、地点限制，辅修、第二专业等教
学活动一直是教学活动的空白。现代远程教育的教学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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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将突破传统教学模式限制，有利于高校充分利用本校
教学资源以及办学优势和特色，开展辅修、第二专业等教
学活动。因此，高校继续教育要实现学员不受时间和地点
的学习要求，就必顺应互联网服务的新形式，实施终端模
式多样化、服务形式个性化、支付平台网络化等新型的继
续教育模式。

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智能手机等无
线网络终端设备的普及，借助互联网终端平台电脑和手
机，对以往以面授为主要继续教育的形式，无疑为在职
人员提供了最好学习平台。高校继续教育应适应社会发
展形势，由原来“面授”的教学形式，转向“网络授课”的
教学形式。这样可以实现教育资源的最佳配置，因为它
可以随时随地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的学习。个性、自
主、主动使学习更加灵活，更符合成人学习的特点。因
此，利用网络教育的技术改造传统的继续教育授课模
式，将会大大提高继续教育的生存空间，提高继续教育
教学方法和手段，这将为高校今后的“幕课”教育的发展
提供宝贵的实践经验。

4 开展国际交流合作

经济全球化加速了产业化发展的国际分工和世界市
场的全球化，促使中国经济走向国际市场，必然参与国际
分工和国际间合作。开展继续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是
提高高校继续教育的国际化办学水平和办学层次，是增加
国际竞争力和提高国际知名度的重要途径，以适应社会和
经济发展对继续教育提出的新要求。继续教育的国际交流
与合作主要包括了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即：中外合作办
学、来华人员教育、出国留学、出国培训和合作培训等短期
培训项目。

4.1 开展中外合作办学
开展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学习其先进办学经验，同时

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学校还应积极面向管理人员开展
外语培训活动，着力提高管理人员外语水平和语言交际能
力。进一步营造全英语氛围学习环境，提高学生外语应用
能力和实践机会。高校应整合办学资源，积极开展中外合
作项目，提升学校综合办学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西安翻译学院立足于国际化办学，拓宽国际化视野，
国际合作交流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先后与加拿大菲莎河谷
大学签订了本科“3+1”社会工作国际班合作班项目和“3+
1+2”本硕连读项目。与韩国大真大学签订了“3+1+2”本硕
连读和“2+1+2”专升本项目等。形成了中外国际班合作项
目、中外学生短期交流留学生项目和带薪赴美留学实习项
目等国际合作办学体系。

4.2 搭建交换生平台
交换生项目就是普通高校与国外高校签署交换生培

养协议书，学生通过申请，可以去与学校合作的对方的学
校进行短期的交流学习，了解那里的文化、生活习俗，接受
合作方国家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在全外语环境下
学习合作方优质课程的人才培养模式。搭建交换生平台,
有效推进和深化继续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交换生项目可
以进一步提升人才培养的国际化水平。

西安翻译学院自 2015 年以来，开展了与韩国交换生
项目。双方互相派人员学习，韩方送到该校留学生来了二

批次 40 人，教师 3 人。采用全韩语或汉语授课方式，同学
们积极参加学校的文体活动，学习书法，了解中国文化，用
自己的学习实践成果印证了中华文明。高校继续教育交换
生项目无疑会为两国的合作搭建起一座友谊的桥梁，使两
国的友好关系更加紧密、合作更加深入。

4.3 出国留学生教育
高校应抓住机会，利用国外先进的教育资源和办学的

理念，加强国际间的交流，通过输出留学生，提高人才培养
的质量，增加高校办学形式的多样化和自主权，开拓输出
渠道，实现跨国培养人才。

自 2009 年以来，西安翻译学院有 18 名师生先后赴东
欧及澳大利亚做访问学者和国家公派留学。学院多次组织
师生参加国际青年发展峰会论坛，还聘请欧盟议会首席议
员 Robert George Karthus 博士等多位国内外专家教授来
院作报告，不断加强学术交流与合作。学院同美国地方政
府建立了学生带薪赴美实习的合作关系，先后有 1200 余
名学生赴美国实习。

5 培训项目

高校的继续教育除了学历教育外，还应该具有社会服
务能力，即：政府培训、企业培训、考试内培训和国际教育
等。利用普通高校的优质的教学资源，推进高校继续教育
与政府、企业、校内、校校和国际开展合作，通过政府对人
才的需求，城市的发展，社会服务等对接，提高继续教育的
区域服务能力。加强继续教育与国际合作培训，吸收国外
继续教育的先进的管理经验和发展思路，促使该校继续教
育的转型和创新合作模式，以实现优势互补。

作为以语言为特色的西安翻译学院，多年来注重中韩
文化交流、合作办学、校企合作等方面的工作，从 2013 年
开设韩语专业，同时将韩语课程作为第二外语供非韩语专
业学生选修学习。2014 年以来，多所韩国大学就校际合作
交流达成广泛共识，并先后与韩国大真大学、韩国东亚大
学、韩国庆星大学等院校开展留学生互派等合作项目。据
统计，近两年韩国到该院的留学生每年约有 60 人，西安翻
译学院每年也有 80 人被派往韩国学习。

西安翻译学院在西安市高新区建立了中韩语言培训
中心，为韩国人提供中文培训，并与三星（中国）半导体有
限公司、秀博瑞殷电子材料有限公司等知名大企业建立了
语言培训战略伙伴关系，目前已为韩国企业员工培训汉语
和韩语 200 多人次，收到良好效果，得到企业方面的认可
和赞扬。

2015 年 11 月 30 日，上海金纬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来
西安翻译学院进行为期三个月的英语强化培训。在三个月
的培训中，学员们从口语、听力、专业知识等各方面能力都
得到了很大提升，从而提升了员工对企业文化的认同，形
成了凝聚力，团队建设得到了很大提升，在今后的生活和
工作中，将以百倍的努力和优异的成绩回报公司。

西安翻译学院特色的外语教学环境、严格的管理模
式、优秀的师资队伍吸引了三星公司、上海金纬公司等单
位来学校培训。培训课程安排合理，管理严格，培训效果极
佳，都达到了预期的效果，这对西安翻译学院的教育教学
改革、转型发展及“双一流”创建工作都提供了很好的依
据，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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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高职院校自主单独招生，简称“高职单招”，是教育部
为进一步完善具有中国特色高等职业教育体系和高等教
育多元化选拔机制的重大改革，从 2007 年起，教育部在
全国示范性职业院校中进行单独招生试点，目前全国大
部分高职院校都拥有独立招生资格。单独招生政策的出
台使学校的生源结构发生了变化，为了更好地适应单招
生源的特点，河北地质职工大学提出创建“四个基本”和
专业综合能力培养为核心的专业教育教学体系, 建筑工
程计量与计价课程在“四个基本”指导下进行了教学内容
和教学模式的改革探索。

1 单招生源特点

该校实施单招已有 3 年的时间，工程造价专业单招生
源占 40%以上。通过课堂及平时表现发现，单招生源具有

以下三个特点：
①文化基础较差，对知识学习的自信心不足，学习积

极性不高。他们大部分中学阶段学业成绩不理想，无法通
过高考，但有一些特殊才艺，通过自主单招考试进入高校。
所以他们文化课基础薄弱，对知识学习没有自信心，部分
还有厌学现象，入学后不能适应高校的课程学习，特别是
专业课的学习。学习效果不理想，影响了学习的积极性，进
入了恶性循环。

②自控、自律能力较差。一方面，由于高中阶段没有养
成很好的学习习惯；另一方面，远离了家长的监督，大学宽
松的学习和生活环境，导致到大学后上课散漫，迟到、旷
课、上课睡觉、玩手机等现象屡见不鲜。有的甚至沉迷网
络，不能自拔。

③思维活跃，喜欢实践操作。在上课中感触最深的是，
单招生源对理论课不感兴趣，觉得枯燥也听不懂。但是对
于案例分析讨论或是实践操作，单招学生的积极性明显提
高，不仅发言活跃，回答问题见解独特，且在实践操作时，
跃跃欲试，有较强的求胜心理。

2 课程改革思路

对于自主单招的学生特点，要有清醒的认识，课程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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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束语

在新的教育环境要求下，继续教育工作者，要重新认
识自己，积极应对时代的挑战，不断提高自身发展，学习国
外的先进教育理念、管理模式以及人才培养模式，加大继
续教育的宣传力度，增强人们对继续教育的认识，使继续
教育稳步发展。因此，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国际分工的背
景下，多样化的办学形式，国际化的人才，才能适应社会的
发展需求，更加有利于社会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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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单招背景下建筑工程计量与计价课程内容
设计与组织

The Content Design and Organization of the Measurement and Valuation Course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eparate Enroll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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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更好地适应单招生源的特点，建筑工程计量与计价课程对教学内容及教学模式进行改革探索，通过调研、研讨，提炼课

程“四个基本”，细化、精简教学内容，明确教学目标，并对课程进行任务驱动式的项目化改造，更好地适应了高职单招学生特点，提高

了社会需求符合度和人才培养质量。
Abstract: In order to better adapt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udents from separate enrollment, the teaching content and teaching mode

of curriculum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Measurement and Valuation should be reformed. Through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to refine the
"four basis", to refine and simplify the teaching contents, to clear teaching goals, and to take a task driven project transformation for the
course, so as to better adapt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from separate enrollment, and improve the social demand
degree and personnel training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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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separate enrollment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measurement and valuation course；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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