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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environment of implementation the strategy of rural vitalization, how to cultivate the design talents in the 

more practicing and effective way to serve rural vitalization for the economic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the whole 

society has become the major task of design education reform and development in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s. 

The concept of rural vitalization has posed new requirements and challenges to the cultivation pattern for design talents 

in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s. Under such a context, it is of great necessity to define the logic corresponding 

relations between design talent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rural vitalization. Efforts should also be made to 

optimize th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structure for design talents and the long-tern mechanism of talents cultivation 

which can promote design majors in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s to serve rural vitalization in terms of new teaching 

model, curriculum system and faculty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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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部署背景之下，如何以更具实践性、更具有效性的方式培养设计类人才，服务乡村振兴促

进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已然成为高职设计类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任务。乡村振兴视域之下，对高职设计类人才

培养模式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与挑战。厘清高职设计类人才与乡村振兴逻辑对应关系，优化设计类人才专业知识

结构，逐步建构高职设计类专业服务乡村振兴的新型教学模式、课程体系、师资队伍等人才培养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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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职艺术设计人才服务乡村振兴的历史契

机 

2017 年党的十九大做出乡村振兴重大决策，在此

部署之下，乡村的全面振兴需要实现乡村产业、人才、

文化、生态的全方位振兴。基于此，艺术设计与乡村

相关产业合作前行成为产业转型的重要推动力，乡村

建设规划和艺术设计融合发展成为一种时代趋势，乡

村全方位振兴更是对设计人才专业能力提出全方位

需求。 

在此基础上，进行乡村振兴视域下进行高职设计

类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以人才培养以服务美丽乡村建

设、助力乡村文旅产业升级、推动乡村经济发展为逻

辑起点,以实现高职艺术设计专业人才资源合理配置，

优化人才就业结构，促进设计人才服务乡村振兴全局

部署为总体目标，进行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实践，

逐步建立人才培养符合国家发展战略、人才输出为区

域乡村经济发展做贡献的新型高职设计类人才培模

式。 

2.国内高校设计专业人才服务乡村振兴的探

索与实践 

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推进，乡村景

观规划、乡村文旅融合发展、乡村乡土资源研发利用

等诸多项目开展都离不开专业艺术设计人才为其赋

能。在此基础上，众多艺术院校、高校艺术设计专业

就艺术设计人才服务乡村振兴的理论建构、路径方式

展开研究，主要成果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艺术院校、高校艺术设计专业探索艺术设

计人才服务乡村振兴的道路实践。四川工商职业技术

学院艺术设计系师生成立专项设计工作室，在都江堰

大观镇“小满村”开展乡村整体形象设计、特色农产

品包装设计、艺术扶贫教育、旅游文创产品设计等多

项设计工作助力乡村振兴；浙江农林大学艺术学院师

生借助 AR、VR、互联网技术搭建交互式虚拟乡村空

间社区，展示乡村特色文化旅游景观，让用户全视域

体验村落的人文、历史、地理、产业格局；湖南大学

自 2009 年着手实施“新通道”设计与社会创新项目，

在贫困少数民族地区、深度贫困地区再造民间美术、

非遗手工艺的视觉传播方式、重塑乡村公共环境，以

现代设计融合至乡村规划发展中；广州美术学院艺术

设计系师生开展乡村儿童户外游乐设施设计项目，用

现代设计的力量改善乡村儿童的娱乐生活；四川美术

学院艺术设计人才培养以“绿色设计与可持续发展”

为基础，以“创新设计＋乡村”为主线，以“产品体

系化、产业链条化、产能规模化、生态多样化”为抓

手，持续探索艺术设计人才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的机制

作用。 

第二，高校艺术设计人才服务乡村振兴人才培养

模式的建构探索。张玉山论文《基于乡村振兴背景的

设计类研究生教育模式探究》，指出国内设计类研究

生教育课程结构不合理、人才培养目标不契合社会需

求的诸多问题，提出将设计教学项目对接乡村建设发

展，课题研究、毕业设计融合乡村振兴战略的方案举

措；李启淑论文《以艺术设计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教

学方法研究》，以本科院校艺术设计专业对接乡村振

兴略为出发点，在课程理念革新、教学内容改革、课

程体系建构等方面提出建议方案。 

3.建构服务乡村振兴高职设计类人才培养模

式的积极意义 

3.1 在乡村振兴战略层面上，能够为乡村文化
建设、经济发展提供持续地人才动力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发展对艺术设计人

才需求呈井喷式诉求，乡村文化振兴、乡村文旅融合、

乡村传统艺术挖掘再造都离不开艺术设计人才的顶

囊相助。研究乡村振兴视域下高职艺术设计人才培养

模式的重新建构，是将艺术设计人才培养与区域乡村

经济文化发展结合的有效尝试，是转变传统人才培养

定位，将高职艺术设计人才输送乡村服务乡村的全新

探索，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意义。 

3.2 在高职院校定位人才培养目标方面，能够
将人才培养与社会现实需求紧密结合，完善
人才培养建构机制 

现阶段，高职设计类人才培养结构与培养目标，

是为成熟的设计市场培养设计人才，是为城市经济发

展、城市消费产业、城市设计市场输送设计人才，存

在着与本科院校艺术设计人才培养目标同质化、人才

输送渠道同类化等诸多问题，造成高职艺术设计专业

人才资源过剩等现实问题。将高职艺术设计人才培养

置于乡村振兴的发展战略之下，将人才培养模式的建

构紧密连接最现实的社会需求，研究视野跳出人才培

养的一般范式，将新兴的乡村产业、乡村文旅开发、

乡村特色文化建构纳入到人才培养的规划中来，开拓

了更为宽广的人才培养模式研究领域。能够突破传统

高职艺术设计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助力乡村振兴发

展的专业人才，培育出能够服务乡村、建设乡村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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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人才，在完善人才培养机制方面，有重要的理论建

构价值。 

4.高职设计类人才服务乡村振兴的逻辑分析 

乡村振兴的根本目的是：推进乡村产业、生态、

文化、生活的全方位振兴，农民物质生活精神风貌得

到全面提高，实现全民小康与全民共同富裕。在此全

局规划中，乡村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与艺术设计之间

存在天然的共生关系，乡村产业、生态、文化、生活

的改造重建都离不开现代设计为其赋能并为其注入

发展动力，艺术设计专业人才在乡村规划、乡村公共

空间设计、乡村景观改造等诸多项目都发挥着不可替

代的作用。 

厘清乡村振兴产业结构类型、乡村产业项目种类，

明确乡村规划、乡村文化传承等概念，明确乡村振兴

与设计需求、乡村产业结构升级与设计人才的逻辑关

系，以此作为研究高职设计类人才培养模式的起点与

分析基础。[1] 

乡村产业项目与艺术设计的共生结构可归纳为：

“乡村区域非遗资源＋文创衍生产品开发”，“乡村旅

游资源项目＋文旅产品设计研发”，“乡村农副产品＋

产品包装创意再设计”等，乡村规划与艺术设计的共

存状态可归纳为：“乡村整体规划＋视觉 VIS 设计”，

“乡村整体风貌建构＋文化景观设计”，“乡村乡土建

筑改造＋建筑景观设计重构”等，乡村文化建设与艺

术设计的共存机制可归纳为：“乡村特色文化传承＋

艺术表现视觉化”，“乡村文化活态传播＋艺术设计图

像化”等。 

5.现阶段高职设计类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的问

题 

目前国内高职艺术设计人才培养机制学制常设 3

年，课程结构包含人文素质课、拓展选修课、专业基

础课、专业核心课、专业选修课几大模块，专业课程

板块包括校内专业技能课程、设计企业观摩实习课程、

跟岗顶岗实习课程等架构内容，师资结构主要分为校

内专任教师、设计行业专业带头人两大板块，教学模

式多为以学院内部教学为主体，企业教学实践教学为

辅的一般方法，以培养具备基础设计理论、掌握一般

设计知识、具备一定水准应用技能的设计行业从业者

为一般培养目标。[2]数年来，高内高职设计类专业人

才培养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随着经济文化的迅猛发展

与国家一系列战略部署的推进，社会对设计人才结构

提出了更多维度的需求，高职设计类人才培养模式凸

显出以下几方面问题。 

5.1 高职设计类专业教育模式缺乏创新 

在新时代，设计教育是一项突破设计技能范畴，

涉及到诸多产业领域的综合性专业教育。我国高职艺

术设计专业虽然纳入到国家学科建设体系，但由于受

西方传统设计教育、受本科院校设计教育模式的刚性

影响，导致所形成的高职设计专业教育模式缺乏针对

性与创新性。长期以来设计教育未能形成差异化、个

性化的育人模式，人才培养缺乏与国家大政方针政策

对接的时效性，造成高职设计专业育人模式未能全面

高效发挥职业教育优势的现状。 

5.2 课程结构设计单一化 

课程形式设计单一。高职设计类专业课程内容局

限在设计理论、设计基础应用、设计操作一般技能，

课程内容结构过于陈旧，课程形式结构趋于封闭化，

课程设计相对社会需求愈发滞后。课程架构缺乏与相

关专业的融合衔接，课程内容局限在设计专业知识讲

解，未能将专业课程设计置于更广领域的专业群中，

课程结构规划设计未能全面将专业知识结合社会新

动向新需求，从而造成课程内容缺乏创新，未能有效

发挥将设计专业知识的应用效能。 

5.3 设计人才培养目标与社会需求存在脱节 

高职设计类专业培养了大量设计行业从业人员，

职业教育与本科研究生教育人才培养目标、人才培养

就业渠道存在同质化现象，从而造成高职类设计人才

就业竞争力不强，毕业生不得转投其他行业的现实现

象。在此情形下，培养符合乡村振兴战略需求的设计

专业人才，实现高职设计人才就业分流势在必行。 

6.乡村振兴视域下高职设计类专业人才培养

路径建构方案 

6.1 明确乡村振兴视域下高职设计类人才培养
目标 

转变高职艺术设计人才培养定位，转变以培养单

纯设计技能、单一化知识结构、单维度向城市输送设

计人才的人才培养方式，将设计人才培养目标与国家

战略结合起来，将人才培养定位与乡村振兴对设计人

才的真实需求结合起来，建构教学体系、教研科研、

产学研一体化等融合至乡村振兴轨道的长效机制。 

确立能够符合国家乡村振兴战略需求、能够契合

乡村文旅融合开发需要、能够为区域乡村经济发展贡

献专业知识的新型设计人才培养目标。建构切实可行

的高职设计人才培养模式，从而充分调动高职艺术设

计专业人才在乡村公共空间设计改造、乡村文创产品

研发设计、乡村文化品牌建设等方面的专业效能，实

现高职艺术设计人才培养目标多维化与乡村振兴战

略部署对设计人才需求的双赢。 

6.2 建构乡村振兴背景下人才培养机制 

6.2.1 推动高职设计类专业教学模式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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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以学院内部封闭式授课为主体的教学模式，

充分对接区域乡村振兴设计项目的真实需求，推动以

改造乡村旧存村落生态为目的、承接乡村设计实战项

目为驱动、师生共建乡村设计研发课题组为导向的新

型教学模式改革。 

6.2.2逐步推进高职设计类专业课程体系架构
革新 

打破艺术设计专业课程单一化、封闭化的建构体

系，寻求乡村振兴与高职设计人才培养在课程建构上

的逻辑对应关系。课程架构视野迈出艺术设计本专业，

将乡村振兴所涉及的文旅政策、非遗传承、人文生态

等有关内容纳入到艺术设计类课程的建构体系，将与

乡村振兴所契合的文化管理、商业经贸等相关专业课

程内容统筹到课程架构的规划中来。[3] 

6.2.3 探索高职设计类教师队伍的重构方式 

改变校内专业设计教师为主体的教师结构，建构

乡村振兴背景下多元化的教师队伍结构。在乡村振兴

背景下，设计人才需要多层次、多维度、多方位的知

识架构，艺术设计人才的培养不仅需要专业类设计教

师传授专业知识，更需要多元化知识结构的师资队伍

为人才培养注入新鲜血液。[4]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

以校内专业设计教师、文化旅游专业教师、乡村振兴

设计项目企业设计师、乡村规划改造政策研究导师共

同培养人才的特色教师队伍。 

6.2.4转变传统校企合作方式，研发新型高职
设计人才实习、择业、就业方案 

将校企合作项目、设计实习项目从中心城市拓展

到广大乡村，院校与设计企业共同推进优质乡村振兴

设计实战项目，乡村与院校共乡村建“设计师工作站”，

引导将学生择业目标从城市转向乡村，拓宽高职艺术

设计人才实习、择业、就业渠道，推广设计人才参与

乡村振兴的设计成果，促使更多高职艺术设计人才将

设计才能贡献到乡村振兴的宏图中来。 

6.2.5建构以乡村振兴实战设计项目为主导，
高职设计人才考评、评价、学分认定方式 

转变以专业课程成绩认定为核心的考评机制，将

学生参与乡村设计项目类目次数、设计成果经济效能

转化、设计项目实用评价纳入到人才的考评、评价中。 

7. 总结 

随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推进，专业设计人

才服务乡村振兴的成效性日益凸显。积极展开高职设

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逐步建构符合乡村振兴

需求符合时代需要的人才培养方案迫在眉睫。[5]面对

现阶段高职设计教育存在的若干问题，需积极推动教

学模式改革，逐步推进高职设计专业课程体系架构革

新，探索高职艺术设计教师队伍的重构方式，转变传

统校企合作方式，研发新型高职技术设计人才实习、

择业、就业方案，建设以乡村振兴实战设计项目为主

导高职艺术设计人才考评、评价、学分认定方式等具

体实施内容。厘清高职艺术设计人才对接乡村振兴战

略的具体工作岗位与设计工作职责，明确乡村产业振

兴、文化振兴、文旅融合振兴与艺术设计人才间的对

应关系，构建起高职院校在乡村振兴视域下设计类人

才培养的范式。通过完善高职设计类专业人才培养模

式 ，进一步提高设计类专业教育质量，培养符合国

家战略需求、为区域乡村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专业设

计人才，为我国全面实现乡村振兴发展战略提供强有

力的专业人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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