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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职业教育对于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而言,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职业教育可以为我国培养更多
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而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首先应当明确其现代意蕴,然后明确调适我国职业教育的
策略,从而使我国职业教育能够培养出更多高素质的、具备较高技术水平的技能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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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Vocational education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our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Vocational education can train more high-quality skilled talents for China, and in the process of talent training,
it should first make clear its modern implication, and then clearly the adjustment strategy of Chinese vocational
education, so that China's vocational education can cultivate more high-quality skilled talents with higher
technical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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