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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职业教

育获得了长足发展，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职业教

育。然而，长期以来我国职业教育在改革发展中却

存在着诸多基本理论困扰，其中之一，即职业教育是

附属于普通教育的层次教育还是单独种类的教育？

研究并明确职业教育是不可替代的类型教育，有利

于我国政府明晰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联系与区

别，对两类教育进行分类指导和科学管理；有利于职

业教育系统更明晰自己的功能、地位和作用，进一步

探索和完善职业教育独特的办学模式和人才培养模

式，更好地支撑国家现代化建设。

一、职业教育类型论的提出

回顾我国职业教育理论的发展过程，21世纪初

就有学者零星提出了职业教育类型的思想，但所发

表的系统性研究成果不多。其中很明确地做过相关

研究的有姜大源，他在 2008年发表的《职业教育：类

型与层次辨》一文中指出：“教育类型和教育层次，是

两个不同的概念。教育类型不等于教育层次，教育

层次也不等于教育类型。厘清教育层次中的教育类

型与教育类型中的教育层次，对职业教育的定位和

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在教育部层面，最早做

出这方面论述的是袁贵仁。在 2010年年度全国职业

教育和继续教育工作会议上，时任教育部部长袁贵

仁在主旨报告中专论了校企合作，明确指出：“职业

教育区别于普通教育。现在往往很多人理解职业教

育是第二类的教育、第三类教育，这种理解是完全错

误的观念。这是一种类型的教育，不是一个层次的

教育。不能认为普通教育高于职业教育，这是传统

落后的有害的观念。”［2］习近平总书记一贯重视职业

教育,在 2014年对职业教育的重要指示中习近平总

书记着重指出：“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

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广大青年打开通往成功

成才大门的重要途径，肩负着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

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职责，必须高度重

视、加快发展”［3］。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指明了职业

教育作为一种类型教育的特殊使命。2015年，时任

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在接受人民网访谈时阐明了现代

职业教育的特点：“第一，它是一个教育类型，而不是

教育层次；第二，它是以就业为导向的教育，不是简

单以升学为目的。”［4］2019年，国务院印发的《国家职

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职业教

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

地位。”［5］正式明确了“职业教育类型论”。其后，2020
年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的《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

计划（2020—2023年）》，再次明确提出“坚持职业教

育与普通教育不同类型、同等重要的战略定位”。国

务院和九部门印发的文件正式确定职业教育在我国

教育体系中是一个单独种类的教育，标志着我国政

府在宏观层面对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不同的功能和

作用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职业教

育的改革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特色职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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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也在不断发展、完善。源于我国职业教育改革

发展的丰富实践，不断总结提炼自我国政府和职业

教育工作者，适应新时代我国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

育的客观需要，“职业教育类型论”应运而生。

“职业教育类型论”是中国特色职业教育理论的

一个科学论断，是对世界职业教育的理论贡献，具有

重要的政策指导和实践意义。

二、从逻辑起点看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分类

（一）历史逻辑起点

教育的逻辑起点是人类的生产劳动。物质资料

的生产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而生产的过

程就是劳动过程。从猿到人的转变是由于生产劳

动，人类和人类社会的延续和发展也有赖于生产劳

动的延续和发展。人类要得到更多更丰富的物质生

活资料就要不断提高生产效率，因此，就需要不断积

累和丰富劳动经验并发展出劳动生产技能，且劳动

生产技能还必须传授给下一代以利于经验和技能的

延续、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和族群的发展。我国

战国时期的《尸子》一书中记载了有关原始氏族社会

生活的实况：“燧人氏之世，天下多水，故教民以渔；

宓羲之世，天下多兽，故教以猎”［6］。渔猎是人类最早

的生产方式，而在水乡就要传授捕鱼技能，在山林就

要传授狩猎技能。这说明远古人类将教育与谋生技

能的传播和应用结合在一起，这是我国对远古教育

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最早记载。

从历史的逻辑起点看，最初的人类教育活动就

由此萌生和发展起来，而且最早出现的人类教育是

职业教育。以后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文字逐步出

现，模糊的文化渐次清晰，普通教育得以产生和发展

起来。更重要的是，从猿发展到人类伊始，在劳动中

逐渐形成以大脑和手为核心的主体机制。劳动促进

了大脑思维，思维促进了动手操作劳动经验的总结

和生产技能的形成。脑可以思维，手可以操作，动脑

和动手的分工、融合和相互促进在生产劳动中形成

了正向机制。随着劳动生产率的不断发展、物质资

料的不断丰富和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动脑与动手

的分工也在不断强化，从最初的融合到开始分离，再

到形成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这两个最大的社会分工

的种类，人类教育也因此逐渐形成以发展大脑思维

为主的普通教育和以发展动手操作为主的职业教育

两大教育种类。换句话说，人类为追求物质资料的

极大丰富和社会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以认识世界为

主的学科型教育和以改造世界为主的技术技能型教

育两大教育种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历史长河

中交相辉映。这是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出现和逐

渐分类的历史逻辑起点。

（二）教育分类逻辑起点

我国教育界传统的教育类型分类，在 20世纪 80
年代大致分为四类：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

和成人教育。21世纪初大致分为六类：学前教育、基

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和特殊教育。

该分类的优点是基本对应教育行政部门的划分，有

利于实施行政管理，是基于阶段性的行政逻辑，而不

是基于人才培养的逻辑。这方面，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能给我们以启示［7］。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 2011年通过的《国际教育

标准分类法》，凝聚了国际社会对于教育标准分类的

共识。其界定教育标准分类的依据除教育入口标

准、教育年限、学位或文凭结构外，最主要的分类标

准就是“课程分类”。而课程的“学习目标，一般与为

学习深造和/或从事某个职业、行业或某种职业或行

业做准备相关连，但也可能与个人的发展或闲暇娱

乐相关”。还进一步明确课程“定向有 2个类别：普通

和职业教育”。为不产生理解歧义，《国际教育标准

分类法》再次界定了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普通教

育系指为发展学习者的普通知识、技艺和能力以及

读写和计算技能而设计的教育课程，通常为参加者

进入《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同级或更高级阶段的教

育课程做准备，并为终身学习奠定基础”；“职业教育

系指主要为学习者掌握在某一特定的职业或行业或

某类职业或行业从业所需特有的知识、技艺和能力

而设计的教育课程”。

《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将教育体系划分为 9个
层次，即学前教育、小学教育、初中教育、高中教育、

中等后非高等教育、短线高等教育、学士教育、硕士

教育、博士教育，以及未做阐述的“别处未分类”。这

是教育的纵向分层。

再看如何将各个层次的教育按各自不同的课程

计划在学科型和技术技能型两大类上作横向划分。

1.在培养阶段上，明确以“普通和职业”作为“课

程定向”的集中在初中、高中、中等后非高等教育、短

线高等教育四个教育阶段。学前教育、小学教育和

博士教育阶段没有做此课程分类。这说明技术技能

的劳动教育和职业启蒙教育在初中就开始了，学科

型人才和技能型人才的分流从初中阶段开始。到学

士和硕士教育阶段，同样有“普通和职业”两类课程

定向，只不过“在高等教育级中，术语‘学术’和‘专

业’分别用来代替‘普通’和‘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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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初中、高中、中等后非高等教育阶段对学科型

和技术技能型两个方向的课程分类，在人才培养规

格上是“准备性”的。所安排课程，一是纯为升学做

准备的普通学科型，二是纯为进入劳务市场做准备

的直接就业型。中等后非高等教育阶段，其特点是

表现出选择弹性，为高中毕业而未做出“职、普分流”

选择的部分学生提供再次选择的机会，即往后是接

受高等教育或直接就业的非学历技术技能的准备

教育。

3. 在不同教育层次形成了完整的学科型、技术

技能型课程分类、衔接、升学的人才培养贯通体系。

初中阶段在通识教育的同时开始职业启蒙教育和劳

动教育，打好分流基础。高中和中等后非高等教育

阶段，已经有了学科型和技术技能型课程两个类型，

学生自主选择今后往学科型或技术技能型方向发展

而为接受高等教育做知识和技能准备，或为直接就

业做准备。学士和硕士教育阶段，虽然其用语按高

教惯例有调整，但也明确“在高等教育级中，术语‘学

术’和‘专业’分别用来代替‘普通’和‘职业’”，说明

其课程仍是分为纯学科型教育和应用型教育两类。

这样就构成各层次教育全链条性学科型和技术技能

型人才培养规格，形成了学科型和技术技能型既独

立又互相交叉融通的两大培养体系。

总之，教科文组织开发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

法》，在课程内容安排、课程体系设计上始终循学科

型和技术技能型两个发展方向。其开发理念、内容

设计、体系铺排的逻辑起点，就是将职业教育和普通

教育视为两大种类教育。“类型教育”提法呼之欲出。

三、以矛盾法则分析职业教育类型论

马克思主义用以认识世界、解决矛盾、推动事物

发展的基本方法是唯物辩证法。1937年，毛泽东撰

写了光辉的哲学论文《矛盾论》［8］1，全面而深刻地分

析了矛盾法则和矛盾运动的规律。毛泽东论述了矛

盾是普遍存在的，即矛盾具有普遍性，还着重论述了

不同的矛盾其个性是不一样的，即矛盾具有特殊性。

“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

殊的本质”［8］14。这就告诉我们，事物的特殊的本质是

由事物矛盾的特殊性决定的。研究职业教育何以成

为类型教育，应该运用毛泽东的矛盾分析法，从职业

教育的特殊性入手。也就是说在职业教育和普通教

育的矛盾具有共性的基础上，从职业教育的特殊性

即矛盾的本质规定性入手。

（一）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有着不同的培养目标

教育的培养目标，指的是按照国家提出的教育

目的和各级各类学校的性质、任务而形成的具体培

养要求。不同种类教育的目的与培养目标是普遍与

特殊的关系。如果用矛盾分析法来看问题，矛盾的

普遍性就表现为各级各类教育的目的都是为国家培

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矛盾的特殊性

则是不同种类的教育在培养目标上有差异。概括地

说，普通教育的培养目标所集中指向的是学科教育，

所着重解决的是让学生基本掌握本专业的基础理论

和专业知识，具备从初级到高级不等的科学研究能

力；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所集中指向的是技术技能

的学习、训练和动手操作。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主

要包括两部分：一是培养方向，也就是学生在未来社

会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凸显“职业人”的定位；

二是培养规格，即学生的文化等综合素质和各方面

的技术技能操作能力达到就业岗位的相应资质，凸

显技术技能水平。

从宏观上看，国家对职业教育培养目标有明确

的要求，即突出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培养技术技能人

才两方面。199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

育法》提出“对受教育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职业道

德教育，传授职业知识，培养职业技能，进行职业指

导，全面提高受教育者的素质”。2005年国务院印发

《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以服务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宗旨，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

动者和数以千万计的高技能专门人才”。2014年国

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同

样提出“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

人才”。2019年，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

施方案》，再次明确指出：“着力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

技术技能人才”。尽管各级各类职业教育在不同的

培养阶段，其培养目标在科学文化含量和技术技能

含量的比例上有所差别，但其目标指向无一不是与

普通教育的学科型人才培养有明显差异的技术技能

人才培养，并且根据技术进步和生产方式改变在培

养规格上不断调整，但其一个共同的基点就是以就

业为导向，立足于在生产第一线服务实体经济和现

代服务业的发展。

（二）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所培养的是先天擅长

领域不同的两大人群

经济学的“要素禀赋”理论是由瑞典经济学家赫

克歇尔于 1919年提出来的。简言之，“要素禀赋”指

的是一国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两个最基本的生产

要素的充裕与匹配程度［9］。在一个国家财富创造过

程中，自然资源要素在该国是先天的既定的，而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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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要素是可以发展的增厚的。如果先天欠缺自然

资源要素，那么可通过后天增厚人力资源要素来改

善“要素禀赋”。先天的既定的自然资源制约着该国

产业经济的发展方向，其对人才的需求也制约着人

力资源发展增厚的方向，以此获得该国在生产和外

贸上的比较优势。

借鉴经济学“要素禀赋”理论，在职业教育领域，

可以解释某种人的生理和社会现象。具体来说，人

一生下来，由其基因和成长环境所决定，在成长过程

中，不同的人先天有着不同的学习和能力擅长领域。

在以后的学习和职业生涯中，如果某一个人刚好在

他所擅长的、兴趣爱好所在的领域，那么他的专业发

展会顺利得多，他的职业生涯会有适合于他更好发

展的环境。这种人先天具有的能力擅长，是人后天

选择其学习和职业方向的生理基础。

人的能力是什么？是完成一项目标或者任务所

体现出来的素质。人的能力有多少种？学界一是有

细分法，有学者分为记忆能力、观察能力、动手能力

等 17种；二是大类分法，有学者认为：“能力是由组织

能力、定向能力、适应能力、操作能力和创造能力五

个基本因素组成的。”［10］不同的分类法，是为研究主

题服务的。如果最抽象地划分，那么对应着普通教

育和职业教育，人的“能力禀赋”有两大类，就是适合

于抽象思维的学科发展能力和适合于形象思维的技

术技能动手能力两大类。正是因为同龄人有先天具

备的这两大类能力，或因为他们的“能力禀赋”不同，

如果我们着眼于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关系来分

析，那么得出如下两个结论。

1.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并无优劣之分。这两类

教育只有功能之分，是政府和社会为满足不同擅长

能力或“能力禀赋”人群所提供的教育种类。其目的

是让社会成员都能有适合自己的受教育机会，都能

基于他们的先天条件在后天增厚其“能力禀赋”，让

他们都能有最适合自己的生涯规划和专业发展，都

能在自己的能力擅长和兴趣爱好领域实现事半功倍

的发展。这样才能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人

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

彩的机会”的要求。

2.我国需要在中小学尤其初中阶段开展职业启

蒙教育。我国现在的“职普分流”是以考试定分流，

即以中考来定学生上普通高中或中职学校，以高考

分数来定学生上普通高校还是高职学校。这是不科

学的分流方法，科学的方法应以职业启蒙教育来发

现学生的“能力禀赋”并科学分流。每一个学生究竟

适合学科发展还是技术技能发展，需要由系统的观

察和引导来确定。学校需要开展职业启蒙教育，由

教师对学生进行一个时期的观察、交流和沟通，挖掘

他们兴趣爱好之所在，给他们提供动手操作的机会，

让他们到普通高校和企业参观体验，开展职业性格

测试。看他们擅长于抽象思维还是形象思维，观察

他们的特长、专长以及兴趣爱好属于哪一个领域，引

导他们确定自己未来的职业方向。在这个过程中还

需和家长沟通，由教师、学生、家长共同讨论和确定

学生的未来发展方向。如此开展扎扎实实的职业启

蒙教育，让每一个学生在初中阶段就能根据自己的

擅长领域，确定从高中阶段起是接受普通教育还是

职业教育，做好分流，才能真正做到对每一个学生的

职业生涯负责任。遗憾的是，我国中小学的职业启

蒙工作十分薄弱，到目前还没有开发出系统的方法。

（三）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有着不同的办学模式

与人才培养模式

所谓人才培养模式，指的是人才的培养目标和

培养规格及其实现的方法或手段，包括教学内容、课

程体系，也包括管理制度、评价方式，是人才培养的

教育教学过程的总和。从矛盾的同一性来讲，职业

教育和普通教育都有需要共同遵循的教育规律，如

教育发展受经济发展制约的规律、人的认知规律、教

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规律，等等。从矛盾的特殊

性来讲，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有不同的人才培养模

式。这里有许多细化的内容，但如果用质的规定性

来表现，那么普通教育以学科型发展为基本方向，培

养学科型人才；而职业教育以技术技能型发展为基

本方向，培养技术技能人才。因此二者还有着不同

的或自己独有的特殊的教育规律。

职业教育独特的教育规律，首先表现在“产教融

合、校企合作”的办学模式上。应该指出，产教融合

与校企合作不是同义反复的概念，而是并列概念，所

适应的范围有宏观和微观的区别。产教融合的基本

含义是职业教育体系与国家产业体系的融合，是政

府在宏观和指导思想上，明确职业教育与国家经济、

社会发展互相促进的基本关系，明确对职业教育的

定位、培养目标、办学方式等方面的总体要求，制定

出配套的支持政策体系，解决改善社会融合环境、增

强国家核心竞争力以及促进民生等问题。我国目前

正在构建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其最主要的目标，就

是与国家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充分对接和融合。校企

合作的基本含义则是在微观上，在具体办学过程中

职业院校与企业的合作。概言之，就是作为办学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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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单位的具体的院校，与具体的行业、企业开展的特

定项目的合作，以期在专业设置、课程设计、教材开

发、学生实习实训、专兼职教师培养聘用、技术成果

开发和转化、校企文化融合等方面，形成校企优势互

补、相互促进的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链条。阐明产教

融合和校企合作的关系，可以说产教融合是校企合

作的前提抑或基础，校企合作是产教融合的基本途

径抑或微观表现。

职业教育独特的教育规律，其次表现在“知行合

一、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上。2014年习近平总书

记在对职业教育的重要指示中，提出了职业教育人

才培养模式改革要求：“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坚

持工学结合、知行合一”。实际上“知行合一”是职业

教育人才培养的一个重要理念，其中反映的技术技

能人才培养规律已为我国职业教育改革的实践所充

分证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另一个场合阐述了“知行

合一”的辩证关系，说明“知”与“行”是相辅相成的：

“知是基础、是前提，行是重点、是关键，必须以知促

行，以行促知”［11］。这就揭示了“知”与“行”之间辩证

统一的关系，阐释了二者何以必须“合一”的道理，对

职业教育教学改革有重要指导意义。《国家职业教育

改革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坚持知行合一、工学结

合”，要求促进产教融合校企“双元”育人。

多年来，我国职业教育遵循自身基本规律，加强

改革创新，使职业教育独特的人才培养模式趋于成

熟。在教学要求上突出知行合一、教学做合一；在能

力培养上加强德技并重、理实一体；在教学场合上将

课堂教学、校内实训与企业真实生产环境中顶岗实

习结合。专业设置对接产业需求，课程内容对接职

业标准，教学过程对接生产过程，毕业证书对接职业

资格技能等级证书，职业教育对接终身学习，让学生

在专业领域全面发展基础上实现技术技能成才。在

改革中职业院校和行业企业不断深化合作内涵，探

索并形成了诸多校企合作的实现形式。此外在软环

境建设上，行业企业已经参与到学校教育教学的诸

多环节，如共同开发课程、编写教材、改革课堂教学

和实习实训的方法和手段等。基于我国职业教育在

校企合作中的经验和成就，《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

方案》进一步提出了加强教师、教材、教法“三教改

革”的任务，明确了我国职业院校今后教育教学改革

的重点领域。

四、几点认识

1.“职业教育类型论”有着充分的科学性，是我

国对世界职业教育的一大理论贡献。明确职业教育

是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的教育种类，有利于职业

院校在办学中明晰自己的定位和作用，自觉地探索

和完善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规律，更彻底地摆脱长

期以来不同程度地存在的“职教办学普教化”“高职

办学是本科教育的缩小版”等倾向；有利于教育行政

部门明晰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本质区别，对两类

教育实施分类指导，摆脱长期以来存在的“比照普教

管理和评价职教”的倾向。我国是人口大国、经济大

国，有完整的经济体系和应对全产业链的完整的就

业体系，明确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分属不同的教育

种类，坚持教育双轨制，一方面有利于更好地为国家

现代化建设提供学科型人才，推动国家科学技术的

发展，更好地开展行政管理、社会管理和企业管理；

另一方面有利于大面积提高劳动者素质、提供更多

更好的德技双馨的技术技能人才支撑国家实体经济

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2.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的基本运行

规律。如果寻找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本质特征的

外在表现，也就是社会公众能直接感受到的职业院

校的办学方式，最直观的就是办学上的产教融合、校

企合作，以及育人上的知行合一、工学结合。职业教

育作为类型教育的运行规律，蕴含在公众能观察到

的职业院校的日常办学和育人工作之中，体现在广

大学生在专业领域全面发展基础上的技术技能成长

成才的过程之中。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

中指出：“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这是基于职业

教育的规律，对职业院校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出的

明确要求。要从职业教育价值观、功能观的高度看

待“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将其作为职业教育所必须

遵循的办学规律和育人规律。要将产教融合与校企

合作贯穿于办学体制与机制、培养目标与标准、培养

模式与过程、教育教学评价和人才评价等各个环节。

3.在我国中小学应全面开展职业启蒙教育。明

确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的教育类型，其

重要作用之一，是改变我国对新生代国民“职普分

流”的方式，帮助不同“能力禀赋”的人群选择适合自

己的教育种类和未来职业发展的方向。在中小学阶

段开展职业启蒙教育的意义，不仅仅是让学生从小

培养出劳动习惯，养成劳动素质，具备生活的必备技

能；更重要的是让他们发现自己先天擅长和兴趣爱

好所在的领域，以此规划自己的未来发展方向，确定

自己在以后的两个学习阶段，是进入学科型发展轨

道还是进入技术技能型发展轨道。一是在初中阶

段，确定自己以后是进入普通高中侧重于学科性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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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轨道，还是进入中职学校侧重于技术技能发展轨

道。二是在普通高中阶段，确定自己今后的高等教

育阶段，是选择高等职业教育或应用技术本科教育，

还是研究型的大学教育。对新生代实施“职普分流”

是每个国家都要做的，在这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已经

普遍实施。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以考试定分流”，

固然有方便行政实施的好处，但其不足之处也很明

显，容易造成招生矛盾特别是初中后分流的矛盾。

我国应该实行更科学合理的学生分流方式，即在中

小学特别在初三年级开展职业启蒙教育，用系统的

方法发现每一个学生的“能力禀赋”，以此引导并由

学生自愿选择适合自己的教育种类和未来职业方

向。选了之后也不是“一选定终身”，有因时转换机

制。可以预见，在中小学普遍开展了职业启蒙教育

并以此作为分流依据之后，学生分流将建立在自觉

自愿、理性选择基础上，也就是建立在科学和谐的基

础上，中国的教育面貌将有很大的改观。

（赵 伟，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编

审，中国成人教育协会副秘书长，北京 100026；孙

英，四川兴合田职业教育研究院理事长，四川成都

61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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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cational Education Type Theory

ZHAO Wei1 SUN Ying2
（1. Central Institute of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of the Chinese Ministry of Education, Beijing 100026;

2. Xinghetian Research Institut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Sichuan Province of China, Chengdu 610041）

Abstract: The“Vocational Education Type Theory”has been affirmed as the Chinese State Council clearly
states that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general education are two different types of education and have equal
importance. This constitutes a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to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development. The present article
analyzes the connection and difference between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general education from the dimension of
history and of education classification in education development by using Mao Zedong’s law of contradiction,
explores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s a type of education, and studies the basic operating law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such as the mode of school management based on“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and the mode of training based on“integration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integration
of work and study”, with a view to enriching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accele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Key words: vocational education typ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education standard classification;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