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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校企合作的旅游人才培养思考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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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校企合作的研究视角出发．基于校企合作的旅游人才培养思路为：建立校企合作市场调研小

组、成立旅游专业指导委员会，适时调整专业设置和课程体系；推行校内实训教学环节、校外实>-j基地建设；

树立“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的主题思想、提升“双师型”教师能力及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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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随着中国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加强旅游人才的

培养．构建适应旅游业发展的新型人才培养模式迫

在眉睫。而旅游院校与旅游企业的共同合作，fllM-z／

能从根本上实现学校和企业资源共享。达到校企合

作的互利双赢的目的，这也是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

课题。

纵观国内外校企合作现状．国外旅游高等教育

的“校企合作”是一种深层次双向合作，集教学和科

研于一体，校企资源共享。从师资队伍的情况看，发

达国家从事旅游教育的有实践经验的教师占教师

总数的50％以上。有的达到100％。学院课程设置包

括三期专业课和三期带薪实习。如酒店管理专业教

学楼就是一家酒店。学生每天都置身在一个酒店氛

围中。潜移默化中养成了一种职业习惯。国外旅游

教育在“校企合作”上形成了一个全方位、多形式、

交叉式的培训网络结构。我国旅游高等教育“校企

合作”目前还只是一种浅层次的的单向合作。从旅

游院校师资情况来看，一半以上教师是从高校毕业

后直接到校任教，或“半路出家”、从其他专业“转

行”的。有实践经验的教师占专业教9币总数不到

15％。校企合作的主动方往往是学校，合作的内容也

只局限于学生实习时间长短、实习岗位的安排等浅

层次上。学生得到的只是一种技能锻炼而非解决实

际问题的管理能力、处理突发事件应变能力的实践

机会。因此，在我国旅游教育的校企合作只是一种

后期的操作实务的合作，一种简单的劳务合作。在

实习基地的建设上。学校缺乏稳定的实习基地，企

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不愿意投入过多的人力、

物力参与学校计划的制订与安排，有的企业甚至只

是因为接受了廉价的实习生而被动地与学校签订

了合作协议。因此。研究校企合作的旅游人才培养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基于校企合作旅游人才培养的专业设置

和理论课程体系不断完善

旅游院校与企业合作成功与否，一个关键的因

素就是专业和课程体系的设置。为了推动校企合作

向深层次发展，根据我国目前的国情和条件，成立

校企合作机构。共同合作调查研究，制定符合企业

需求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和教学计划等。呼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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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立校企合作市场调研小组

校企合作调研小组由学校负责学生就业的工

作人员和旅游企业入力资源部的成员构成。负责收

集旅游企业对教学内容、对企业用人标准等方面的

反馈信息。分析旅游企业对旅游专业学生的能力、

知识、素质的需求。及对旅游企业人才需求预测调

研。从而掌握本地区经济发展对旅游企业人才的新

要求。通过分析旅游市场对人才需求数量及结构的

研究和预测，为旅游专业建设改革方向及专业课程

调整提供参考数据。使毕业生更加符合社会的需

求。

2．成立旅游专业指导委员会

委员会的成员由学校、旅游管理部门、酒店、旅

行社、景区等单位负责人、学者和专家共同组成。旅

游专业指导委员会成员定期来学校研讨学校旅游

专业建设与发展，为专业改革、课程改革、校内外实

训基地的建设提供决策咨询。旅游专业教学在旅游

专业指导委员会专家成员的直接参与下制定指导

性教学计划，修订和完善实施性教学计划，使旅游

企业对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要求在专业设置、课程设

置和课程内容上得以充分保证。

3．旅游专业及课程体系适时调整

(1)根据市场需求设置专业及制定课程体系。在

专业设置方面，把市场的周期性需求和人才培养的

长远性有效地结合起来，以解决毕业生的出路、满足

社会需求的变化为基准，不断完善现有专业的内涵

建设，突出专业特色，开发与拓展专业方向．积极申

办旅游产业迫切需要的新专业。针对旅游企业、行业

的特点，以企业需求为基础，以学生在校时间为限

制，对课程体系进行合理的调整与组合，构建一套企

业所需、学生能学的教学计划。囹4枷在旅游院校专业

课程设置中，既要重视学生的个人兴趣和爱好，又要

重视学生未来的就业机会和职业方向。重组课程结

构，提高学生选课自主性．通过压缩必修课程增加选

修课程的方法。对课程结构进行重组。根据现代旅游

服务的需要，适时调整课程计划，完善课程体系，更

新课程内容，淡化学科界限，实现课程设置的科学

性；适当增加符合地方旅游经济发展和反映区域旅

游资源特征的教学内容。主动适应我国旅游产业发

展和人们旅游行为变化的新趋势，实现旅游专业人

才的实用型、复合型人才的培养目标。

(2)根据调查研究制订切实可行的实旋计划。

着手编写配套教材和考核标准。组织专业教师进行

调查研究，走访企业、行业工程技术人员征求意见，

研究企业、行业所需要的技能：结合职业岗位分析、

确定教学内容、方法和教材。建立定期研讨、与行业

需求同步调整的保障机制。保证校企共同参与研究

制定课程体系，每年定期举行会议。对人才培养标

准、人才培养质量和人才培养方案进行研讨并制定

整改方案。搠m埔为确保教学各个环节的工作得以顺

利进行，成立在学校领导下的教学管理及考核机

构，负责制定相应的管理办法和考核标准。

三、基于校企合作旅游人才培养的实训

实习基地建设

从“双赢”的基本原则出发．主动同当地政府

加强联系．争取当地政府的支持，并以此为基点建

立校企合作的实训实习基地的保障机制，使校企

合作更加规范合理。利用科技优势，主动、热情地

为企业服务，成为企业的良师益友，使学校的培养

方式和实训空间的拓展与企业生产的实际需要结

合起来o 15】悱坫

1．校企合作的校内实训教学环节

在校企合作校内实训环节中，主要对学生的基

本技能、专业技能、综合能力三个方面进行培训，由

简单到复杂。由单项操作训练到综合系统设计，使

校内实训更贴近旅游企业实际，做到“零距离”上

岗。如在校内日常授课过程中，涉及到实际操作知

识时请旅游企业从业人员为学生讲解和示范，同时

定期邀请旅游企业高层管理者、校外专家来校讲

学。使学生在短时间内掌握相关技能。在校企合作

的实训过程中，专业教师和企业管理者共同培养学

生解决实际问题的技能。强化其对职业规范的认

识；建立校企共管的管理、监督制度，在保证学生圆

满完成实训内容的同时，也将职业操守内化到学生

的思想之中．提高学生职业综合能力和就业竞争

力。在旅游旺季，旅游从业人员资源紧缺时，旅游企

业可以借助校企合作优势．及时从学校调用大量人

力资源，缓解企业短期人力资源的短缺，从而提高

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和知识的应用技巧，同时也实

现先进设备、先进工艺、生产环境和创新机制等物

力硬资源的共享，解决了实训教学环境、设施和手

段的真实性。I卿
2．校企合作的校外实习基地建设

学校应根据国内旅游资源的分布状况及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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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结合学校的专业特色，总体规划学校实习基

地建设，大体划分为两大类，即短距离实习基地和

长距离实习基地建设。短距离实习基地建设要面向

地方及周边城市，主要是利用“黄金周”和寒暑假的

时间与旅游企业签订短期合作协议．让学生到旅游

企业从事旅游实践，使学生对旅游企业的运作有更

为深入的理解，增强学生对旅游行业特点及文化的

感知；长距离实习基地建设是面向全国经济发达城

市的大型旅游企业，主要是针对学生第八学期的实

习和就业来寻求实习基地，通过一个学期的实习让

学生感受到旅游行业发展的前沿知识，使旅游学生

对旅游专业有深层次的感悟，从而帮助学生确立自

己的就业倾向，在这期间也可以实现企业和学生的

双向选择，从而减少企业和学生择业的盲目性．实

现学校、企业、学生三赢。

高度重视校企合作校外实习基地的制度建设．

建立与完善校企合作校外实习教学质量监控体系

与评价标准。吸收IS09000质量管理体系原则和方

法，建立人才培养质量监控体系：学生在旅游企业

实习期间，按照《企业教学学生管理办法》，扎实开

展教学工作，完善相关基础性合同文件的建设，例

如，《合作教学协议》、《顶岗实习协议》、《企业技术

骨干教师聘任考核办法》、《校企合作科研开发管理

办法》、《合作教学各环节基本要求》、《企业教学学

生管理办法》等。

四、基于校企合作旅游人才

培养的“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

校企合作是“双师型”教p币队伍建设的纽带，是

实现学生双重角色的桥梁。高等旅游教育的教师不

仅要有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还要具备与实际生产

相关的工艺能力与技术服务能力。一定的专业实践

经验和技术创新能力等。

1．-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的主体思路

为提高“双师型”教师的比例。优化结构，教师来

源要多元化。在积极引进有一定学历层次、具有丰

富实践经验的专业技术人员来校任教的同时，还可

聘请部分校外专家、旅游企业的老总、有丰富实践

经验或操作技能、具备教师基本条件的专业技术人

员和管理人员担任学校的兼职教师或实习指导教

师，这不仅优化教师队伍整体结构，提高“双师型”教

师的比例，而且能够改善实习指导工作成效。r玎m19

但是，在优化教9币队伍结构时，还要注意与学校总

体发展思路相结合，按照学校专业设置、课程结构

和师资结构总体发展规划要求进行调整，使其保持

与学校发展的动态平衡。加强高校旅游专业教师对

企业技术改造和项目创新的支持力度，鼓励和推动

高职称高学历的教师与企业合作。通过大量横向课

题的研究，提高高校旅游教师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不断丰富教师的工作阅历和实践教学内涵，同

时也解决了旅游企业高级人才短缺问题。

2．提升“双师型”教师能力的途径

“双师型”教师是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得以实现

的关键和保证，特别是旅游教育行业，它不但要求教

师要有丰富的理论知识、灵活多变的教学组织能力，

而且还必须具有丰富的旅游从业经验。为促进“双师

型”教师能力的提升，可通过定期选派专业教师到宾

馆、旅行社、景点景区参加一线工作，深入企业调查

研究．采用岗位培训、下厂锻炼、挂职顶岗、跟班研

讨、导师带徒等方式了解生产设备、工艺技术等。在

与企业合作开发、服务中积累实训教学需要的技能

和实践经验。通过大学与旅游企业合作研究的方式。

使大学的科研方向适应市场走向，科技成果直接转

化为现实生产力，tslas-贷促进理论与实践结合。使教师

由单一教学型向教学、科研、生产实践一体化的“一

专多能”型人才转变。同时。也让教师从企业的一线

实践中学习到企业的理念、先进文化、前沿技术和管

理方法，并将其带回学校，写进教材，引进课堂，融入

教学。促进“双师型”师资队伍的形成。flit7。19并以此为

契机，增进专业教师与企业的沟通与联系，及时协

调、解决校企合作中存在的问题。

3．完善“双师型”教师队伍的管理制度

完善“双师型”教师的评职、聘任和考核制度。

职称评定标准应向“双师型”教师倾斜，从政策层面

保证“双师型”教师的切身利益。完善教师职务聘

任、考核制度，在用人制度上，引入竞争机制，择优上

岗。打破教师职业的“身份制”和职务聘任的“终身

制”。变教师“身份管理”为“岗位管理”。以市场需求

为导向，制定动态的教师考核制度，规范管理程序，

运用多种形式的激励手段和方法，调动教师提升自

身能力的积极性。

五、总结

从校企合作的研究视角出发，提出从成立校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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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市场调研小组、旅游专业指导委员会和以市场

调研为基础的旅游专业及课程体系的调整方法；阐

释了校内实训教学和校外实训基地建设的具体措

施；从“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的主体思路、能力提

升途径和管理制度三个方面提出了“双师型”教师

队伍建设的系统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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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Based Talent Training：Thinking and Exploration
Zhao Shide，Qi叭Liping

(School of Economies and Management，Huangshan University，Huangshan24504 1，China；

School of Biology and Environment，Huangshan University，Huangshan245041，China)

Abstract：This article suggests a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based talent training do the following：

A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based market research team should be set up and a steering committee

should be established to adjust the academic programs and curriculum，practice training within the school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fieldwork bases outside the schooI should be enhanced。the construction of a dou．

ble-quality teaching faculty should be strengthened．

Key words：tourism talent；training；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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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期刊论文 应铭华.YING Ming-hua 实施多元化国际合作培养旅游人才的探索与实践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0,23(2)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旅游管理专业在示范院校建设过程中,对国际合作进行了探索与实践.通过与荷兰INHOLLAND应用科技大学的合作证明:在国际合作

与交流中应转变观念,创新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模式,要依托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平台,引进国外的教学资源,提高旅游人才的培养水平,从而在国际合作与交流

方面达到双赢的目的.这种多元化的交流与合作,可以提高师资队伍的建设水平,改革教学模式,促进旅游人才的培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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