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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伴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和进步,计算机已经逐步实现了和人们日常生活的深度融合,
演变为人们日常生产生活无法缺少的重点组成要素,由此也对计算机专业人才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要
求,高校需要在计算机专业的人才培养工作上实现改革和创新。全球正处于信息革命时代,计算机行业也
需要大量的人才作为支撑,而技能型人才也成为行业发展所需和高校人才培育工作上的重点方向。但是
现阶段在高校计算机技能型人才培养和就业上,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和缺陷有待完善,人才培育暴露出来
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如技能不足,职业素养较低,岗位敬业精神差等等,高校的人才输出和企业人才需求
出现了脱节,在计算机技能型人才的培育工作上改革和创新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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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computer has
gradually realized the deep integration with people's daily life, and evolved into a key element that people
cannot lack in their daily production and life, which also puts forward higher standards and requirements for
computer professionals. Therefor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need to realize reform and innovation in the talent
training work of computer major. The world is in the era of information revolution, and the computer industry
also needs a large number of talents as the support. Therefore, skilled talents have also become needs of the
industry development and the key direction of the talent cultivation work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ut at the
present stage in computer skilled talents training and employment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re are certain
problems and defects to be improved, and the problems exposed by talent cultivation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prominent, such as insufficient skills, low professionalism, poor professional dedication, etc. There is a
disconnect between the talent output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the talent demand of enterprises. It is
urgent to reform and innovate in the cultivation of computer skilled talents.
[Key word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omputer major; personnel training; professional and skilled personnel;
talent emplo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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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了解到实践的乐趣所在,并通过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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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投入到计算机专业的教学中,以保

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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