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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力发展职业 教育是改变现实中国 教育不能适应社会 劳动力素质和 结构的有

效措施。 目前许多贫困地区在制定扶贫开发的具体措 施上 ,都十分重视职业教育对缓解贫困
的积极作用。 凤城和龙胜的职业教育实践 ,证明加强学生的职业技能培训是贫困地区基础教
育改革的重要内容 ,适当的学校正规教育是进行职业教育的必要条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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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教育发展的重点之一 ,也是有效开发贫
一、研究背景

困地区人力资源的重要举措。 从教育必须
适应经济发展和贫困地区经济持续增长的

长期以来 ,人们普遍认为职业教育是

角度看 ,国民基础教育并非是提高人们知

对已受过一定的基础教育并已在工作岗位

识和技术存量的惟一形式。 随着现代化进

上从事各类有酬劳动人员进行的再教育活
动。 实际上 ,这是对职业教育的一种误解。

程的推进 ,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知识的更新
速度在不断加快 ;与此同时 ,社会分工也更

职业教育不 仅包括对在职人 员的教育活

加专业化和系统化 ,因而传统基础教育采

动 ,还包括对那些已接受了一定层次的基

取标准学科成套传授的方式 ,显然难以适

础教育、但尚未走上工作岗位的青年所进

应现代社会变化的节奏。 学校正规教育的

行的岗前教育活动。从长远的角度讲 ,后一
类的职业教育是我国教育结构调整的一个

结束 ,并不意味着个体教育的全部完成。事
实上 ,教育应该贯穿于个体生命的整个阶

重要方面。

段 ,尤其是劳动力阶段 ,因而教育的重要特

大力开展职业教育是改变现实中国教

点是终身性 ,职业教育也应该是这种终身

育还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劳动力素质和结

教育的具体体现。大量实践表明 ,职业教育

构需要的有力措施 , 它既是跨世纪前后中

是将理论的生产力转换为现实的生产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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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杠杆 ,因为职业教育可以完成从理论

者曾经多次赴上述两个县 (市 )进行过实地

到现实、从课堂到生产的根本性转变 ,从而

调查 ,对两个地区的反贫困实践有许多感

极大地提高生产力 , 这也是知识经济时代

性和理性的认识。

对教育的必然要求。
自 1985年我国提出开发式扶贫的战
略以来 ,许多贫困地区在制定扶贫开发的

三、贫困地区职业教育状况及比较经
济利益的分析

具体措施时都十分重视职业教育对缓解贫

80年代中期以来 ,职业教育得到了贫

困的积极作用 ,视其为开发贫困地区人力
资源的一项重要举措。 从贫困地区开展职

困地区的高度重视。我国政府也一贯强调 ,
科教扶贫的重点是大力开展对青壮年的职

业教育的实践上看 , 有效地推广和普及农

业教育 ,开展农业实用技术培训 ,力争贫困

民职业教育 ,对农户增加收入产生了不可
忽视的影响。 本文力图通过辽宁省凤城市

地区的劳动者都能掌握一两项实用技术。
笔者根据 1996年问卷调查资料计算

(县级市 )和广西壮族自治区龙胜县的实证

了凤城和龙 胜两个县 (市 ) 15岁及以上成

分析 ,对贫困地区农民职业教育开展的状

年人口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的发生率。 结

况、职业教育接受者的经济收益以及决定
农民参与职业教育的个体因素作定量上的

果显示 ,凤城成年人口职业教育发生率为
3. 57% ,而龙胜成年人口职业教育发生率

分析 ,深入地探究个体职业教育对增加其

为 15. 32% ,这表明 ,龙胜在 1985年以来的

持续反贫困的能力的作用 ,以便为贫困地
区彻底摆脱落后的社会与经济面貌提供一

职业教育方面无论在规模还是在水平上都
远远高于凤城 ,这也可以说是龙胜能在近

些政策思路。

10年中迅速解决全县人口温饱问题的有
效途径之一。笔者从凤城实地调查了解到 ,

二、调研县选择与数据来源

凤城近几年也加大了职业教育的力度 ,开
展了农村普通初中实行分流教育的试点。

本文选择了辽宁省凤城市和广西壮族

目前 ,全市 23个乡镇的普通初中都设置了

自治区龙胜县为调研县 (市 )。 前者是辽宁
省 1985年确定的省级贫困县 (市 ) ,而后者

“二次分流” ,对初三学生进行多种多样的
职业培训 ,现已取得了初步的效果。

是国务院 1985年确定的国家级贫困县。

根据 1996年调查资料统计 ,经过十几

本文研 究的主要数据资 料来源包括

年职业教育的发展 ,凤城和龙胜的职业教

1996 年凤城 和龙胜两个县 (市 ) 总计 410
户农户调查资料 ,其中凤城和龙胜分别为

育有如下几个明显特征。
第一 , 从接受时间上 看 ,大多数 是在

211户和 199户 , 本次调查的样本选择方

1985年后接受职业教育的。1985年是我国

法分三步: 第一步 ,在调研县 (市 )内选取 3

反贫困历史上的最重要的一年 ,国家在这

个相对贫困的乡 (镇 ) ; 第二步 ,在选取的贫
困乡 (镇 )再选取 3个相对比较有代表性的

一年明 确制定了反贫 困的各项政 策。 以
1985年为标志 ,凤城 73. 30% 的职业教育

行政村 ,行政村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要接

受益者是在这一年以后接受职业教育的 ;

近调研县 (市 )的平均水平 ; 第三步 ,在每个
选中的行政村中实施入户问卷调查 ,每个

而龙胜同一指标为 84. 15% ,其中 65% 的
人又是在 1990年以后接受职业教育的。这

村的平均样本量约为 22— 25个。 同时 ,笔

种状况标志着自扶贫政策确立以后 ,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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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90年代以来 ,职业教育受到了贫困地区

者的人均毛收入为 8766元 ,而非接受者的

的高度重视。

水平则仅为 3266元 , 两者相差一倍以上。

第二 ,从接受地点上看 , 80% 以上的人

龙胜县职业教育受益者不像凤城县那么幸

口是在学校正规教育结束后才开始接受职
业教育的。 凤城仅有 13. 33% 的人在学校

运 ,其个人收入水平略低于非受益者 ,两者
相差 378元。 我们对此作出的可能性解释

内接受了某种职业教育 ,而其他 86. 67% 的

是 ,龙胜职业教育受益者的经济影响还没

人是在学校外接受职业教育的 ,而龙胜县

有显现出来 ,因为无论是正规教育 ,还是职

仅 有 17. 07% 的 人在 学校 内接 受职 业教
育 ,因而如何在初中阶段完成一定文化教

业教育 ,其收益时间通常有着明显的滞后
性。 不过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从贫困地

育之后 ,进而加强学生的职业技能培训 ,是

区的长期持续发展而言 ,职业教育应该给

目前贫困地区基础教育改革中的一个重要
内容。

予充分的重视 ,它有利于农民经济收入的
长期增长和稳定提高。

第三 ,从接受种类上看 ,实用农业技术
是贫困地区职业教育的重要方面。 凤城有
46. 67% 的职业教育受益者学习了种植技
术、养殖技术 ,而其余则主要学习了驾驶、

四、决定职业教育参与者的个体因素
分析
笔者在对贫困地区职业教育参加者的

财会等 ,龙胜县接受种植技术和养殖技术

一些特征以及其比较经济利益做了一般的

者高达 65. 13% 。 如果从贫困地区生产力
水平和产业结构上看 ,加强实用农业技术

分析后 ,还研究了个体年龄、性别和教育年
限对个体参与职业教育会产生的影响以及

的职业教育 ,对彻底改变贫困面貌是有现

各种因素所具有的显著作用。了解这些 ,对

实意义的。

今后贫困地区开展职业教育的普及是可以

从各地实践上看 ,个体职业教育水平
的提高对其收入的增加是勿庸置疑的。 但

提供一定的政策思路的。
Logistic 回 归不 仅可 以 找出 这些 因

从理论上讲 ,职业教育的成本收益分析是

素 , 而 且 能 够 预 测 个 人 的 参 与 行 为。

较难做到的 ,其原因主要有三个: 一是现存
的统计数据一般并不包括个体在结束正规
学校教育之 后又接受多少职 业教育的内

Logistic 模型可用 公式表示: Pi= F ( Zi )。
等号左边的 Pi 是一个应变量 ,表示某个事
件发生的概率 ,它仅取 0或 1两个值 ,即事

容 ; 二是职业教育一般根据现实需要来设

件发生只有两种可能性: 0代表事件不发

计教育周期 ,因而其周期长短参差不齐 ,为
职业教育成本收益的可比性分析带来一定

生 , 1代表事件发生。 在下面的分析中 , Pi
即为个体参与职业教育的概率。 等号右边

的困难 ; 三是在进行职业教育的成本收益

的 F ( Zi ) 是累积 Logi sti c分 布函数 , 它用

分析时 ,一般都比较难以分割正规学校教

来解释 Pi 所发生的变化。 Zi本身需要自变

育和职业教育对收益的影响大小。
尽管如此 ,我们利用 1996年调查资料

量解释 ,它一 般可写成: Ziβ 0+ β 1 X1+ β2 X2
…… β nXn ,其中 β0 是一个常量 , Xi… … Xn

比较了凤城和龙胜两县 (市 )职业教育接受

为自变量 ,βi… …β n是自变量的系数。在下

者与非接受者的个人收入水平变化。 分析
结果表明 ,凤城职业教育的受益者人均收

面的分析中 ,笔者选择了年龄、性别和教育
年限三个自变量 ,其指标函数可以写成:

入水平远远高于非受益者 ,职业教育接受

Z= β 0+ β 1 年龄+ β 2 性别+ β 3 教育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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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利用 1996年调 查资料 , 并通过

战术运用 ,因为后者对于贫困地区消除贫

Logi sti c 模型 , 对凤城和龙胜 个体参加职
业教育的可能因素作了估算。如下表所示 ,

困进程的影响更为直接和显著。 从对凤城

凤城和龙胜受教育年限越多的个体 ,其参
加职业教育的概率越高。 这也从另一个角

地区个体职业教育与其人力资源开发以及
个体收入水平的增加有着很大的关联性。

度表明 ,国民基础教育与职业教育二者并

从总体上讲 ,参与过职业教育者的收入水

不矛盾 ,抓好学校正规教育是职业教育的

平一般要高于未参加过职业教育者的收入

必要提前 ,没有良好的文化基础知识 ,职业
教育就无从谈起。 虽然年龄因素对凤城和

水平 ,尽管这种比较经济效益在龙胜并没
有反映出来。 此外 , Logi sti c分析结果还显

龙胜个体职业教育参与状况影响的方向相

示出 ,适当的学校正规教育是进行职业教

反 ,但它却没有显示出年龄因素对职业教
育参与概率的显著影响。另外 ,性别因素对

育的必要条件之一 ,这同样为大力发展贫
困地区的基础教育提供了充分的证据。 如

两县 (市 )职业教育参与的概率并没有显著

果没有必要的基础教育作为后盾 ,任何职

的影响。

业教育都很难得到令人满意的社会经济效

凤 城和 龙 胜 个 体 参 加 职业 教 育 的
Logi sti c 模型估算

益。 根据贫困地区基础教育发展现状以及
国家确定的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目标 ,

凤

城

龙

变量

系数

Z值

年龄

0. 011

0. 456

- 0. 002 - 0. 150

性别

0. 279

0. 486

- 0. 118 - 0. 490

0. 611* * *

3. 673

教育年限

系数

胜

0. 162* * *

Z值

3. 269

注: * 表 示置信 区间 为 95% 显 著 ;* * * 表
示置信区间为 99% 显著。

和龙胜两个调研县 (市 )的实践上看 ,贫困

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二次分流”最好是在
初中阶段进行 ,初中前两年应根据国家或
者地方的基础教育大纲施以相应的初中基
础知识教育 ,初中最后一年则根据当地农
业生产条件施以必要的农业技术教育 ,这
样既可以提高贫困地区的整体文化素质 ,
又可以带动地区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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