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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班工坊”政校企多元职教
合作运营模式探究

姜　兰　胡华平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4）

摘　要　自 2016年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在泰国设立海外首个“鲁班工坊”以来，截至 2021年 12月底，国内近

70所高职院校先后在海外设立了办学点。海外办学合作方式呈现多样性，中国高职院校在境外整体认知度和传播

力不高，“鲁班工坊”所在国尚未完全体验到中国职业教育的价值。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对国内各高职院校已开

设的“鲁班工坊”，尤其是以“武汉城市职业学院乌干达培训中心”为代表的海外办学点进行分析梳理，对“鲁

班工坊”合作运营模式提出有参考性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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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制造 2025”和“一带一路”实施，中

国职业教育配合国家战略“走出去”，自 2016年天津

渤海职业技术学院在泰国设立海外首个“鲁班工坊”

以来，截至 2021年 12月底，国内近 70所高职院校先

后在海外设立了办学点。高职院校在境外办学已经成

为我国高职院校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的新支点、新名

片，起到了对外传播中国技术与中国标准，助推中国

制造全球化布局的作用，有助于提升中国职业教育国

际影响力。作者通过对国内多所高职院校开办的“鲁

班工坊”办学点的调研和学校自身多年从事援外培训

积累的办学经验，以最大程度地降低海外办学不可控

因素对于“鲁班工坊”建设工作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

为目标，按照“政府搭台、校企唱戏”，紧密合作、

多方共赢，初步形成了“政校企多元职教合作运营模

式”，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1 “鲁班工坊”建设现状

在教育部《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

年）》明确提出培育一批“鲁班工坊”之前，国内高

职院校在海外开设办学点，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时，没

有统一的学校名称，主要以以下几种命名方式和合作

方式开展工作：

1.1 以“鲁班工坊”命名

它是天津率先主导推动实施的职业教育国际知名

品牌，自 2016年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在泰国大成技

术学院设立海外首个“鲁班工坊”以来，截至 2022年

1月，天津地区高职院校先后在泰国、英国、印度、印

度尼西亚、巴基斯坦、柬埔寨、葡萄牙、吉布提、南非、

科特迪瓦和肯尼亚等 17个国家建成 18个鲁班工坊。[1]

按照《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教委关于推

进我市职业院校在海外设立“鲁班工坊”试点方案的

通知》，天津地区高职院校在海外开设“鲁班工坊”

办学运营方式有以下几种：依托校际合作建设“鲁班

工坊”，以天津职业院校国际合作办学、对外合作交

流为基础，选择海外合作院校共同建设“鲁班工坊”；

依托校企合作建设“鲁班工坊”；与承揽海外工程或

在国外办厂、收购的中国企业合作，在国外的适宜职

业院校或机构共同建设“鲁班工坊”；依托政府合作

建设“鲁班工坊”。结合国家外交和地方政府间合作

战略规划，融入对外人文交流机制，中外双方共同建

设“鲁班工坊”。

1.2 以“亚龙丝路学院”命名

它是由浙江省亚龙智能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参

与建设的高职院校海外办学项目。如柬埔寨温州职业

技术学院亚龙丝路学院、柬埔寨贵州水利水电职业技

术学院亚龙丝路学院、柬埔寨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亚龙丝路学院、重庆能源职业学院泰国格乐大学亚龙

★基金项目：武汉城市职业学院 2021年校级课题（硕博士专项课题）——《武汉城市职业学院“鲁班工坊”合作运

营及管理模式研究》（2021whcvcS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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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学院等。

这类海外办学运营的方式主要是国内高职院校和

浙江省亚龙智能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校企合作的衍

生品。高职院校在国内与浙江省亚龙智能装备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开展校企合作，购买浙江省亚龙智能装备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实训设备用于国内实训教学活动。[2]同

时，浙江省亚龙智能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帮助高职

院校在海外建立办学点，并免费为这些办学点提供满

足日常教学需要的基础的实训设备，海外合作院校负

责提供办学地点和生源。

1.3 以“海丝学院”命名

主要集中在我国福建省地区。作为“海上丝绸之路”

起点，也是全国重点侨乡，有 1000多万闽籍乡亲分布

在世界 170多个国家和地区，该地区高职院校在海外

办学时统一选取“海丝学院”命名，如中国黎明职业

大学与印尼雅加达华文教育协调机构合作举办的黎明

（印尼）海丝学院、与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会、马

来西亚国际文化交流中心联合成立的黎明（马来西亚）

海丝学院、与瑞基（瑞逸）实业有限公司联合成立的

黎明（柬埔寨）海丝学院、与双喜制衣有限公司联合

成立黎明（缅甸）海丝学院等。

类海外办学运营的方式以服务海外华人华侨、地

方经济社会发展及国际产能合作为宗旨，以中外双方

共商共建为运行机制，以培养、培训“汉语 +技术技

能”的亲华友华本土人才为主要内容，以“海丝学院”

为载体，由国内高职院校提供师资、专业建设，依靠

海外华侨捐助海外办学点的建设资金、教学仪器设备，

海外合作院校负责提供办学地点和生源，并且这类学

校的生源也以海外华侨为主。

1.4 以“培训中心”或“分院”命名

如“武汉城市职业学院乌干达培训中心”“淄博

职业学院柬埔寨职业教育中心”“北京农业职业学院

泰国分院”“上海城建职业学院曼谷分院”等。

这一类海外办学合作方式呈现多样性。其中作为

高职院校海外建校排头兵的山东省教育厅也在 2021年

3月出台了《关于申报参建中国海外职业技术学院和校

区的通知》，推进中国职业教育“走出去”，服务国

际产能合作，赋能“走出去”企业，宣布将拟遴选 20

所左右优质高职院校优质职业院校，与 10家“走出去”

中国企业合作，在非洲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

设 13所以混合所有制为特征的海外职业技术学院和校

区。文件还明确提出了海外中资企业主要职责是办理

海外职业技术学院土地审批、基础设施建设、审批办

学资质、招聘当地教师、后勤保障等相关工作。国内

职业院校主要职责是制定专业标准、深化专业教学改

革、开展教学研究、选派专业教师赴海外职业技术学

院和校区任教、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实训设备采购等

相关工作。其中潍坊职业技术学院乌干达技术培训中

心就是由国内高职院校提供师资和部分满足基本实训

教学要求的旧仪器和设备，海外中资企业（创造太阳

乌干达石油学院）提供部分仪器设备和教学场所，乌

干达布卡拉萨农学院则提供部分办学场所和生源。

2 “鲁班工坊”建设中面临的困难

由于中国高职院校在境外整体认知度和传播力不

高，“鲁班工坊”所在国尚未完全体验到中国职业教

育的价值。不论是“武汉城市职业学院乌干达培训中心”

成立以来的实际运营情况，还是前期在国内多个举办

“鲁班工坊”高职院校的调研中，不难发现，目前已

建成的“鲁班工坊”，主要是以国内高职院校作为办

学主体，提供办学资金、师资和购买教学仪器设备，

国外相关院校仅提供办学场所和本校生源为辅；或者

国内高职院校作为办学主体，提供办学资金、师资，

由境外中资企业提供办学场所（企业自建或与当地学

校合作）及简易的教学条件和实训仪器设备，招募当

地青年人作为培训对象。[3]不论是哪种方式，就目前调

研看，国内高职院校对于“鲁班工坊”积极性远大于

境外学校、境外中资企业。这也就使得国内高职院校

在“鲁班工坊”办学过程中，要保持海外长期和稳定

办学行为，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也存在很多不

可控因素——“鲁班工坊”所在国政治、经济、外交、

文化等诸多不稳定因素、境外中资企业资金支持和参

与运营的力度、教学尤其是实训教学场地建设资金和

设备投入、海外院校支持的力度、招生渠道、高职教

育“走出去”，特别是在海外投建项目，虽然有国家

宏观政策支持，但在操作层面还缺乏相关细则规定，

如国内高职院校境外办学审批政策、经费投入政策、

相关人员的外事政策、设备投入政策、“鲁班工坊”

所在国办学准入制度、职业培训制度、居留规定、援

外师资队伍建设等还有许多空白，这些都严重影响到

“鲁班工坊”的生存与发展。[4]

3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乌干达培训中心”政

校企多元职教合作运营模式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作为一所由湖北省人民政府举

办、武汉市人民政府主管的公办高职院校，从 2016年

开始，借助武汉市和乌干达恩德培市缔结友好城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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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连续四年承办武汉市人民政府援外培训项目——

“中国武汉 -乌干达恩德培职业教育培训项目”，学

校始终贯彻“因人施教”“因地施教”的教学方针，

突出“实效、实用”原则，采用“理论培训和动手能

力培训相结合、理论教学和实践考察相结合”的培训

模式，精心确定培训课程、遴选工匠级授课专家、组

织专业教师编撰中英文对照的教材和讲义，把扶贫与

扶智结合起来，聚焦受训学员的能力养成和自我发展

潜力培养，注重素质能力的提升和新思想新观念的更

新，作为服务国家“一带一路”重要举措，每年投入

专项经费为乌干达恩德培市免费开展职业技能培训。[5]

每期培训 30天，参训学员来自乌干达职业院校师生、

企业高管、专业技术人员等各行各业。培训项目从最

初的学前教育、旅游服务技能、手工艺产品研发设计、

电子信息技术、木工技术、汽车维修等逐步拓展至工

程测量、太阳能发电（保养和维修 )、电子商务等 20

多个领域，4年来累计培训乌干达恩德培学员 79人。

2017年 12月 7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以“南

南人权发展新机遇”为主题，综合报道了我国为相对

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提供脱贫经验和技术支持，帮助其

保障生存权、发展权的成功做法，就包括 2016年培训

学员珍妮特，她通过推广在武汉城市职业学院学习的

食用菌栽培技能，发动村民成立合作社，教授村民蘑

菇种植技术，不仅实现了自己的脱贫致富，也帮助村

民走上了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道路。

2019年 5月，武汉城市职业学院在乌干达恩德培

市政府和在乌中资企业（乌干达华测岩矿工程有限公

司）大力支持下，在乌干达设立了“武汉城市职业学

院乌干达培训中心”。乌干达恩德培市时任市长文特

森先生出席中心揭牌仪式暨 2019年“中国武汉 -乌干

达恩德培职业教育培训项目”开班仪式时，对武汉市

在恩德培城市建设方面的支持与帮助给予高度赞扬，

对武汉城市职业学院连续三年成功承办武汉市人民政

府援外培训项目“中国武汉 -乌干达恩德培职业教育

培训项目”表示衷心感谢：“他们在武城院学到的技

术是领先的、当地没有的！”

通过对国内多所高职院校开办的“鲁班工坊”办

学点的调研和学校自身多年从事援外培训积累的办学

经验，最大程度降低海外办学不可控因素对于“鲁班

工坊”建设工作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武汉城市职

业学院乌干达培训中心”，按照“政府搭台、校企唱戏”，

紧密合作、多方共赢，初步形成了“政校企多元职教

合作运营模式”：

政——武汉市政府与乌干达恩德培市政府将武汉

城市职业学院与乌干达恩德培市的国际合作交流工作

作为双方友好城市建设重点工作之一。武汉市财政局、

市外办、市教育局分别在经费、外事政策、人员培训

等方面予以支持；乌干达恩德培市长作为乌方项目负

责人，安排专门政府部门官员负责为办学点提供办学

条件保障和培训学员选派工作。

校——武汉城市职业学院负责课程开发、培训实

施和考核评价。同时联合学校主导成立的武汉学前教

育职教集团、武汉汽车职教集团、武汉城市建设职教

集团等职业教育集团，参与培训方案制定和课程开发，

并选派“双师双语”教师队伍赴“武汉城市职业学院

乌干达培训中心”开展教育教学工作。

企——在乌中资企业（乌干达华测岩矿工程有限

公司）负责提供满足基本需要的教学场所和简易的实

训教学设备。“武汉城市职业学院乌干达培训中心”每

年也根据企业用人需求，帮助在乌中资企业培训急需

的当地员工，解决在乌中资企业人才短缺燃眉之急。

今后，“武汉城市职业学院乌干达培训中心”还

将拓展非学历职业教育和实践技能培训项目数量，扩

大培训学员规模。待条件成熟，经中乌两国相关部门

批准后，以进一步扩大武汉市和恩德培市友好城市间

合作范围和领域为目的，招收以乌干达恩德培为主，

辐射东部非洲主要国家和地区学员并开展包括学历层

次在内的办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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