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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分析了“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下轨道交通类高职院校师资队伍建设的现状和制约发展的因素，从人才工程、兼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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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深入推进，中国高

从江苏某铁道职业技术学院近年来毕业生就

铁“走出去”步伐加快，轨道交通行业迎来新一轮

业去向来看，轨道类毕业生在高铁、地铁行业是供

的大发展机遇。由于我国轨道交通相比日本、德国

不应求，近五年来，年均 70%的毕业生通过订单式

等发达国家起步较晚，无论是技术储备、人才储备，

培养进入轨道交通企业就业，很多学生刚入大学校

还是规划、设计等行业产业链完整度的储备均有不

门已被各高铁、地铁企业预订。由于毕业生数量不

足。作为为铁路行业培养和输送应用型人才的轨

能满足轨道类企业的需求，根据用人单位要求，学

道交通类高职院校，师资数量和水平不能完全满足

院将相近专业的学生选拔重新组班，增加轨道类课

人才培养需求的矛盾凸显，因此提高师资队伍建设

程，进行订单式人才培养，由此可见轨道类专业应

水平，保障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成为轨道交通类

用型人才的短缺程度。但从用人单位反馈情况看，

高职院校亟待解决的问题。

部分毕业生从入职到胜任岗位还有较长的路要走，

1

轨道交通类高职院校师资队伍现状
近年来中国轨道交通行业的发展日新月异。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学校人才培养过程中，学生
专业知识、技术能力的掌握程度，与日益增长的社
会需求还存在一定的距离。师资队伍建设是轨道

最有代表性的是我国高速铁路的发展速度，2008

交通类人才培养目标实现的保障，本文立足江苏某

年，我国第一条高速铁路正式投入运营，到 2016 年

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数据资料，探析目前轨道交通类

末，全国高铁里程突破 2.2 万公里，中国高铁运营

高职院校师资队伍建设存在问题和解决路径。

里程占世界高铁运营总里程 60%以上，位居全球第

1.1

一。高铁“出海”在亚、欧、非、美等几大洲数十个

铁路专业教师数量缺乏
近年来随着轨道交通事业的大发展，社会对铁

国家也不断取得突破。根据《中长期铁路网规划

路专业技术人员需求量的不断上升，铁路相关专业

（2016 版）》，到 2020 年，高速铁路将达 3 万公里，覆

人才紧缺。高职院轨道交通专业师资来源面比较

盖 80%以上大城市。同时城市轨道交通建设也如

窄，作为专业人才重要来源的国内轨道交通类高等

火如荼，已获得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批复的城市有 44

院校，受到研究生培养规模的限制，每年培养的轨

个，在建项目总里程约 3100 公里，规划线路总规模

道交通专业硕士、博士研究生常常供不应求，尤其

4705 公里。到 2020 年，我国城市轨道交通规划总

是铁道信号等铁路相关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常常出

［1］

里程超过 8500 公里。 轨道交通行业的迅猛发展，

现一人难求的现象。在铁路专业教师招聘方面，高

伴随而生的是旺盛的专业人才的需求，同时也对轨

职院校相比各大铁路局等大型铁路行业企业，受到
发展平台、薪酬体系、晋升机制的制约［2］，以及事

道交通类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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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单位周期较长、程序繁多的进人流程的影响，招

高的要求，实践能力、动手操作能力和知识更新显

聘并没有明显优势。相比本科院校、科研院所，高

得尤为重要，传统的理论教学或实验室试验不能满

职院校在学术交流平台、科研课题申报环境和社会
总体认同度上也有差异，对高层次人才的吸引力不

足现阶段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实践能力的不足也
造成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短板效应明显［4］。据江苏

足。区域经济的发展也加速了人才交流和流动，高

某铁道职业技术学院近五年人才招聘的统计，专业

职院师资队伍中教师调动和离职频有发生。但在

教师招聘的主要途径是毕业生就业招聘，近 75%的

市场需求和就业导向的推动下，学校院系的专业设

新教师是从校门到校门（大学校门到高职院校门），

置和生源扩招都向轨道交通专业倾斜，高层次铁路

总体表现为学历较高，缺少一线实践，大多数专业

专业人才难以引进，而学生数量不断增加，双向叠

教师是从高等院校直接走上讲台，熟悉和掌握的是

加效应下，造成轨道交通类高职院校的生师比不协

书本知识和理论，在授课过程中，大多是书本知识

调，铁路专业的专任教师数量不能满足人才培养的

的传递，缺乏企业实践工作的理解和分析。专业教

需要。

师通过访问高级工程师、青年教师企业实践等省级

1.2

兼职教师队伍管理不足
因为铁路行业背景的限制，轨道交通类高职院

研修项目进行脱岗企业实践受制于名额、指标的限

校的兼职教师招聘渠道受限，兼职教师队伍的建设

岗实习缺乏考核机制，常常流于形式，未能起到应

和管理有一定的难度。铁路相关专业的兼职教师

有效果。

大多来源于铁路企业一线，为行业的能工巧匠和专

1.4

制不能大规模开展，专业教师暑期下企业实践和顶

［3］

业技术人员，或是有行业影响力的现场专家

。根

领军教师作用未充分体现
引领专业建设的专业带头人是高职院校师资

据江苏某铁道职业技术学院近几年数据平台显示，

队伍中的领军人物，在提高教学质量和水平中起

铁路相关专业兼职教师主要由行业中的车间主任、

到重要作用。专业带头人作为复合型人才，承担

工程师、技术员、工班长和技师等组成。来源于铁

着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设计、专业教学团队的组

路企业的技术人员虽然具有丰富的现场经验和解

织、专业学生管理、专业教育教学资源的整合等重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但是缺少高职教育理念和方法

要职责。按照专业建设的要求，高职院校每一个

的培训，教育技术和课堂把控能力不足，从学历结

专业至少应有一名专业带头人。我国高职院校大

构和职称结构来看，硕士及以上学历和副高级以上

多数由中职升格而来，教师队伍薄弱，专业带头人

职称比例不高。同时这些人员在企业也是骨干中

缺乏是普遍现象。同时由于专任教师总体数量不

坚力量，承担较为繁重的工作任务，专兼职之间存

足，专业教师课程任务量总体较大，专业带头人也

在矛盾。从他们承担的课程任务来看，大多是顶岗

限于繁重的日常教学任务，与行业一线的交流不

实习和短时间的集中实践性教学，因此也有一定的

够，不能及时掌握、了解行业前沿的发展状况，发

局限性。学校对兼职教师的管理，虽然用协议等方

挥领军作用不明显。相对于承担的较重的工作任

式明确工作任务和聘期，但对于质量把控缺少切实

务，专业带头人的补贴标准和绩效激励机制不健

有效的抓手，管理职能部门不明确。专兼职教师的

全，
“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样”，也影响了专业带

教学相对独立，未能很好融合形成资源互补共享，

头人积极性的发挥。

同时缺少培养提高机制，兼职教师积极性未能充分
调动，兼职教师队伍总体上不稳定，不能充分发挥
对教学任务的补充作用。因此，兼职教师队伍建设

2

轨道交通类高职院校师资队伍建设方向
依据国际城市轨道交通职业人才配备标准，每

管理中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亟待解决。

公里城市轨道交通的建设，需要的管理及技术人员

1.3

专业教师企业实践薄弱
选派专业教师到行业企业实践可增强职业教

不少于 60 名。按其计算，今后一段时间我国对轨

育教师的实践能力，是构建高职院校“双师型”教

类高职院校的发展面临历史性的机遇和挑战。强

师队伍的重要途径。随着轨道交通新技术装备的

化师资队伍建设是实现学校办学目标的基础和保

快速发展，新技术、新应用层出不穷，行业标准不断

障，也是提升办学水平的关键，因此要从战略上高

更新，对轨道交通类高职院校专业教师也提出了更

度重视，采取多种措施创建和稳定一支结构合理、

道交通类实用人才需求将进一步加大。轨道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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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优良的师资队伍。

培训和教学指导，建立专兼职教师交流平台。规范

2.1

和完善兼职教师制度，严把入口关，建立兼职教师

强化人才工程建设
实施“高层次人才引进工程”，引进新鲜核心

激励机制。促进教师与兼职教师联合开展教学改

力量充实队伍，提升队伍总体水平，实现人才驱动。

革与研究，组建专兼结合的项目组，联合开发专业

创新人才引进的方式方法，在传统的公开招聘、调

综合实训项目，联合立项申报，进一步提高专业综

动的方式外，增加“柔性引进”的引才方式，即在不

合实训项目与企业工作实践的契合度。

改变人事、档案、社保、户籍等关系的前提下，引进

江苏某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深化校企合作，创

不同类型的高层次人才，发挥优秀专家学者和杰出

新了兼职教师队伍建设的模式，由本校专任教师和

人才对学校教学、科研工作和学科建设的指导、推

“订单”企业某地铁公司技术骨干组成的兼职教师

动作用。同时出台相应引进人才的配套保障制度，

按照 1∶1 的比例组成专业混编教学团队，作为城轨

对柔性引进人才的工作职责、待遇、管理、激励措施

专业的师资，共同开展订单人才的培养工作。专业

等做出规定。因为轨道交通行业的特殊性，铁路专

混编教学团队实行“双负责人”制，校企各有一人

业高层次人才的引进一直以来是较难突破的瓶颈，

承担专业负责人，实行“一体化”的运行机制，共同

通过“不为所有，但为所用”的柔性引进的方式，力

承担专业课程的教学工作，共同开展人才培养方案

争从本科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一线，直接引进教

的修订工作、教学督导和评价工作等，很好地实现

授、行业领军人才和正高职称的专业技术人才充实

了专业教学要求与人才培养目标、专业课程设置和

师资队伍，带动和激活现有人力资源。

职业标准的有效对接。团队专任教师和兼职教师

在加强引进的同时，加大校内专业带头人和骨

的共同教学、岗位互换也加大了融合力度，提升了

干教师培养，
“引培并举”保障人才工程建设实效。

团队“双师”素质的培养，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引进可以改变师资队伍结构，短期内提升师资队伍

2.3

能力，从长远发展来看，核心还是要靠培养，培养

实施双师素质培养工程
《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
（国发［2005］

是壮实师资队伍的根基。制定专业带头人遴选与

35 号）指出 ：
“建立职业教育教师到企业实践制度，

管理实施办法，加强与专业建设成果相结合的考核

专业教师每两年必须有两个月到企业或生产服务

和激励机制。支持专业带头人参加国内外培训、学

一线实践。”

术研讨活动，参与行业企业技术研发和技术标准制

高职教育的高教性与职教性要求轨道交通类

定，提升教学和科研水平，扩大专业带头人在行业

高职院校教师必须对接行业发展需求，掌握行业企

和专业领域的影响力。积极支持参加各类学术交

业的前沿动态，具有较强的实践动手能力。因此师

流活动，开拓视野，加强继续教育，提升学历学位，

资队伍要具备双师素质，既具有从事高职院校专业

鼓励骨干教师深入企业一线实践锻炼，提高实践技

教育教学的能力，又有较高的技能和较丰富的行业

能，为骨干教师的发展创造条件。在推荐国家、省

企业工作经验。因此，学校要鼓励专业教师企业实

级专家及相关学术团体的会员、学习培训、教科研

践，进一步深化校企合作，健全校企联合培养师资

立项、学术交流、培养经费、申报科研科技成果以及

队伍的机制。制定双师素质教师认定管理办法，落

职称晋升等方面，优先考虑骨干教师。

实教师密切联系企业的责任，鼓励教师参加科研与

2.2

加强兼职教师队伍建设
兼职教师是高职院校师资队伍的重要组成部

技术服务。明确双师素质教师在实践课程教学、指

分，根据教育部示范评估的要求，高职院校专任专

责，充分发挥其引领作用。将工程实践、企业生产

业教师与兼职教师的比例要求达到 1 ：1。我国高

实践要求列入工作考核，作为申报职称晋升的必备

职教育以就业为导向的定位和“双师型”教师队伍

条件。加强铁路局、地铁公司等双师素质教师培养

的需求也赋予了主要来源于行业企业一线的兼职

基地建设工作，为学校“双师”素质教师搭建良好

教师重要的使命。因此，加强兼职教师队伍建设，

的成长平台，使双师素质专业教师达到 90%以上。

提高兼职教师队伍教学能力，根据专业规模建立一

2.4

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的稳定的兼职教师队伍尤为
重要。建立兼职教师教学能力培养体系，注重岗前

导学生毕业设计、参与企业项目研发等方面的职

实施国际化师资队伍建设工程
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的应用型人才是服务“一

带一路”国家战略和中国铁路“走出去”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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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及时发现、及时解决。

在国际化师资队伍建设中应坚持“引进”和“派出”

（3）经费保障。加大经费投入，提高师资队伍

并举，建设一支具有国际化背景的教师队伍。每年

建设经费在学院预算中的比重，设立引进培养专项

按计划引进高水平外籍教师，承担合作办学项目的

经费，培养名师、高层次人才和双师队伍。同时吸

专业教学和全校的外语教学工作，引进海归人员充

引、利用各种社会资源，设立各类人才基金用于师

实教师队伍和国际项目管理队伍，提升学校的国际

资队伍建设。

化办学水平 ；组建具有海外大学留学背景为主的中
青年骨干教师和国外合作院校派遣的高水平专家

4

结语

组成的国际化师资团队，全面提升教师团队的国际

“一带一路”战略视角下，各国之间的竞争最关

化水平 ；加大现有教师国际化培训力度，每年选派

键的是人才的竞争，而培养人才的关键在教师。轨

专业教师和外语教师赴境外学习培训，培养具有双

道交通高职院应深刻领悟“一带一路”战略的意义

语能力的教师 ；鼓励教师参与国际性的学术研究和

和内涵，明确人才培养目标，从学校实际出发，制

研讨会，更新教育观念和教学方法，提升教师的科

定师资队伍总体发展战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

研能力和国际交往能力。

高人才培养水平，增强人才竞争力，为我国轨道交

3

通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轨道交通类高职院校师资队伍建设保障
（1）组织保障。明确学院党政主要领导为师资

队伍建设的第一责任人，把师资队伍建设作为学院
发展战略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制定实施计划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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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f Constructive Ideas of Teaching Staff Construction in
Rail Transit Vocational Colleges
YIN Xia
（Nanjing Institute of Railway Technology, Nanjing 210031,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eaching staff construction in railway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the restricting factors under the“One Road, One Belt”strategy, and from four aspects of talents projects, parttime teachers, double quality teachers and international teachers’projects, explores the direction and new ways of
teaching staff construction, and supporting measures of organization, system and funds in these colleges.
Key words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eaching staff; rail transit category; construction id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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