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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从分析知识经济的基本特征出发, 阐述了现代旅游业导入现代管理理论和管理技术是实现知识

经济型产业化战略的关键所在; 在此基础上, 根据现代旅游业发展对高等旅游教育培养人才规格提出的新要
求, 探讨了我国高等旅游教育构建创新体系的选择维度和策略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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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a rting from ana lysing the ba sic fea tu re of the in telligence econom y, th is thesis sets fo rth tha t
b ringing travel indu stry in to the m odern theo ry and the techno logy of m anagem en t is the key to indu stria lize
the in telligence econom y. O n the ba sis of it, the au tho r advances a new requ irem en t to the h igher educa tion of
tou rism , in the ligh t of the developm en t of m odern tou rism and app roach, the o rien ta tion and m ethod of how
to bu ild the system of b lazing new tra ils.

江泽民总书记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 全党和全社会都要高度重视知识
创新、人才开发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大作用, 使科教兴国真正成为全民族的广泛共识和实际行动。 大家
要继续解放思想、深化改革、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在教育和科研战线上努力开创人才培养、知识创新的生机勃
勃的局面。这是对面向 21 世纪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提出的明确目标和要求。高等旅游教育是我国高等教
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必须整体跟进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和改革的步伐, 全面依靠知识创新和知识的创新应用
实现可持续发展。 本文仅就我国高等旅游教育应对知识经济时代挑战、构建创新体系的若干问题进行初步研
究。

一、知识经济的逐渐兴起与时代性挑战
( 一) 知识经济的基本涵义
知识经济的崛起发源于二战以来飞速发展的世界科技。早在 60、70 年代, 美国经济学家在进行经济增长因
素的研究与分析时, 就发现了知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人预言, 经济学的下一次革命将是新增长理论的革命;
这次革命将使知识和信息要素成为生产函数的内生变量, 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是知识存量的增长。高
科技革命不仅使人类知识总量迅速增加, 而且使人类获取知识、应用知识的能力大大提高。特别是近几年, 计算
机软硬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 网络技术、多媒体技术、面向对象等技术日益成熟, 国际上信息高速公路建设的升
温, 都使人们感受到社会信息化进程的加快。一些专家预计, 信息高速公路建成后, 知识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将可
能由本世纪初的 5～ 20% 上升到 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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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经济这一概念是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 即 O ECD , 简称经合组织) 首先提出来的, 随之在西方发达国
家引起很大反响。到 90 年代, O ECD 国家出现的知识产业或信息产业的 GD P 占全部 GD P 的 50% 以上。可以
说, 从本世纪 80 年代到下个世纪前 20 年, 甚至更长, 发达国家将处在知识经济的长用期内。
按照 O ECD 的定义, 知识经济是指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核心, 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传播、使用和消费
基础之上的经济。 知识经济又简称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
。 经合组织 1996 年发表的题为《以知识为基础的
经济》
的报告指出, 知识经济主要由知识创新体系、知识传播体系和知识应用体系组成。其中知识传播体系除了
包括信息高速公路等知识传播技术网络以外, 还包括以大中小学和企业等为基地的教育培训网络。知识经济三
大体系均离不开科技和教育。

( 二) 知识经济的基本特征
人类社会经历了数千年的农业经济时代和 200 多年的工业经济时代, 在跨入公元第三个千年的世纪之交,
科学技术革命正在把人类社会带入知识经济时代。 表 1 对这三个经济时代的基本特征进行了比较分析。
表1

农业经济时代、工业经济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基本特征比较

比较项目

农业经济时代

工业经济时代

知识经济时代

主要生产
要素

土地、阳光和水, 简单的
劳动工具和劳动力

资本、自然资源、机器设备与掌握工业生产
知识或技能的工程师、经营管理和产业工人

知识和信息代替资本和能源对经济增长起
决定性作用。 生产工具是计算机和网络, 知
识经济是建立在高科技基础上的。

主要生产
方式

农牧和家庭手工业

社会化工业大生产

知识信息的创造、加工、传播和应用正在成
为经济增长的最最重要的源泉。

经济活动
特征

地域性

主要的支柱产业是纺织、钢铁、机电、汽车、
化工、建筑等物质生产工业。 主要的基础设
施是交通、能源、通讯。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
及产业化已成为大规模的社会活动。

知识经济将把物质生产和知识生产结合起
来, 充分利用科学技术知识和信息资源, 大
幅度提高产品的知识含量, 以知识和技术密
集型取代劳动密集型产业, 并成为创造社会
财富的主要形式。管理知识化和管理信息系
统化使管理更加科学化。

社会基本
形态

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和封
建制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继续发展和和演化, 我国
探索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影响范围

由于交通的阻隔, 古代的
科学技术发展是多源的,
主要发生在古埃及、古巴
比伦、古印度和古代中国

市场经济随着环球航路的开通和新大陆的
发现与开发, 拓展到全球范围

知识经济在本质上是国际性的, 经济的全球
化使市场容量和规模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
水平。

总之, 知识经济的兴起发展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 知识经济是建立在日渐发达的、成为未来经济
主流的信息产业之上, 形成产品和服务的数据化、网络化、智能化和虚拟化, 能够敏捷制造个性化商品的规模化
生产, 并能按用户需要进行有效生产和服务的劳动主体智力化、产值轻型化的创新性经济。

二、旅游业必须导入现代管理理论和管理技术
从 1841 年世界上第一家旅行社——通济隆旅行社 (T hom s cook & Son L td ) 的成立标志着世界近代旅游
业的诞生开始, 旅游业始终伴随着工业经济的发展而发展, 旅游经济的增长与科学技术的进步紧密相关。 在知
识经济时代, 科学知识的传播与科学技术的创新, 同样是决定旅游业在国际竞争和全球产业格局中地位的重要
因素, 是旅游业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坚实基础。
21 世纪知识的高速发展将会对旅游业提出更高的要求, 旅游业的企业行为、市场行为、战略管理行为将在

知识经济时代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现代旅游业管理已经开始了从产品经营到资本运营的踊跃性战略提升, 培育
企业核心能力和营造可持续竞争优势成为了现代旅游企业经营管理的精髓。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 尤其是计算机技术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 旅游业日益广泛地应用自然科
学和社会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 在重视生产管理和经营管理的基础上, 更加重视战略管理。我们知道, 生产管理
是对企业现有生产过程的管理, 以求成本最小化; 经营管理是对企业现有投入产出全过程的管理, 以求利润最
大化; 而战略管理是对企业长期内投入产出全过程的管理, 以求长期的财富最大化。 知识经济时代是一个以战
略致胜的时代, 现代旅游管理必然要以系统、科学、适应时代变革的管理理论和管理技术为指导, 才能促进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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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经营管理的现代化, 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表 2 反映了旅游企业管理导入现代管理理论和管理技术的
线索。
表2

旅游业管理与现代管理理论的相关性分析

旅游业管理

现代管理理论和管理技术

生产技术管理

计算机辅助设计、计算机辅助工艺规划、计算机辅助工程、工程设计集成系统、设计经济分析、工艺经济分析、价
值工程、并行工程、虚拟制造、正交试验法、优化生产技术等

物料资源管理

现场规范化管理、项目动态管理、成组技术、看板管理、准时生产制、缩短生产周期、最优生产技术、精细生产、最
优作业排序、物料需求计划、制造资源计划、企业资源计划、动态企业建模、智能资源计划、敏捷制造、绿色制造、
柔性制造系统、管理信息系统、制造自动化系统、供应链管理、经济订货批量、库存控制优化、
ABC 分类法等

生产安全管理

全员生产维修制、动态规划、设备更新选择、故障分析法等

企业质量管理

质量圈、全面质量管理、零缺陷管理、自我管理小组、走动管理、基准比较法、ISO 9000 系列质量体系认证等

决策技术管理

组合矩阵、决策分析、决策树法、因果分析法、排列图法、相关分析法、投入产出法、德尔菲法、回归分析法、时间序
列分析法等

经营计划管理

目标管理、线性规划、滚动计划、应变计划、网络计划技术、经验曲线、计量经济模型、S 曲线与产品生产周期、有
限增长理论、长期战略计划等

企业财务管理

零基预算、量本利分析法、成本效益分析法、利润预算管理、利润信息管理系统、投资组合理论等

人力资源管理

科学管理、行为科学理论、XYZ 理论、权变理论、管理方格、集权策略、分权管理、授权管理、矩阵管理、T 小组、横
向管理、一分钟管理、重构管理、虚拟组织、企业精神 ( 文化) 等

企业战略管理

名牌战略、企业形象战略、多角化经营战略、关键竞争战略、企业过程再造战略、企业重组战略、企业 4L 战略 ( 联
合、联动、联系、联盟) 、虚拟经营战略等

现代管理信息技术

计算机模拟技术、网络技术、动态企业建模技术、管理信息系统、决策支持系统、专家系统等

作为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现代旅游业, 是建立在旅游资源系统、旅游客源系统、旅游通道系统和旅游支持
系统等四大系统形成的网络平台上的知识密集型产业。 现代旅游业要在应对知识经济时代挑战的过程中实现
知识经济型的产业化, 就必须导入现代管理理论和管理技术, 注重知识的积累和创新应用,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
略。 旅游教育是建立这种运行机制的源泉和根本, 高等教育是这个根本的关键所在。

三、高等旅游教育构建创新体系的维度结构和策略框架
21 世纪知识经济型旅游业的高速发展将会对高等旅游教育提出更高的要求, 培养和造就知识化管理人才

是时代赋予高等旅游教育的历史重任。 深化高等旅游教育体制改革, 构建高等旅游教育创新体系, 建立和完善
现代化的高等旅游教育体系结构, 为 21 世纪我国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已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
识和历史的必然。

( 一) 构建创新体系的选择维度
从目前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来看, 至少给我们提出了五个方面的选择问题:
一是培养模式的选择。 培养模式选择, 实质上是一个培养过程选择或过程控制问题, 它涉及知识、能力、素
质和环境等控制要素, 在这里, 由于对这四个要素相互关系的处理方式不同, 实际上存在不同的教育模式选择;
为了构建起一种新的教育培养模式, 必须处理好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传统文化与世界文化、科学教育与人文
教育等诸多“关系”
, 在整合上下功夫, 形成具有开放性、兼容性、可调节性和创新性的旅游管理人才培养模式。
二是培养规格的选择。 培养规格的相对统一性是规模化教育的必然要求, 从现在到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
普通高等教育的规模化, 恐怕还是一种高效育才的基本选择; 旅游高等教育要作出的选择就是在相对统一的基
础上为良好的个性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更多的选择余地和条件, 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知识化旅游管理人才。三是
教学方式的选择。以“图形用户接口 (CU I) ”
为基础的计算机人——机界面的发展, 更有利于教师在计算机网络
上开展教学; 计算机的硬件和操作系统已经形成了一种标准化的环境, 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为教师和学
生的交流提供了更加方便灵活的途径; 计算机网络上丰富的信息资源和快捷的信息传递方式, 极大地丰富了我
们的教学内容, 提高教学中单位时间的知识含量。 充分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 构建一种以计算机网络为教学平
台的教学方式, 在教学中使学生真正做到“学会学习”
, 具备共享和创新应用人类知识成果的自我提高能力;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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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是高等旅游教育面向未来在教学方式上的正确选择。四是课程体系的选择。这里所说的课程体系选择, 主
要就是课程体系基本设计思想的选择。 我国高等旅游教育应该建立这样的课程体系思想: 以“三个面向”为指
导, 以培养知识经济时代旅游业的核心创新能力为目标, 以造就知识化旅游管理人才为基础, 对课程体系实施
总体优化设计。 为此, 必须处理好诸如科学课程与人文课程、基础课与专业课、理论课与实践课, 以及课程之间
的相关性问题、课程体系的整体性与单一课程学科系统性的协调问题、专业课程设置与社会岗位接口问题等课
程设计过程中的各种关系。五是考核方式方法的选择。千百年来, 以知识的了解程度为核心的考试作为制度化
的教育评估方法, 貌似公正地运作, 而实际上, 是对个性培养和创新人才脱颖而出的制约。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
需要我们构建一种以素质考核为核心, 知识、能力、人格相结合的新的考核方法和制度, 赋予教育评估在时间
上、内容上、形式上和管理上有更大的灵活性和针对性, 更加重视基础、鼓励创新、发展个性和完善能力, 这应该
是高等旅游教育今后改革考试制度的必然选择。

( 二) 构建创新体系的系统结构
构建我国高等旅游教育创新体系, 不仅要把握旅游产业和科技发展趋势, 尊重旅游业和科技发展的规律,
更重要的是瞄准国家产业战略目标, 主动适应国家教育创新体系的需要, 建立能够使知识的创造、加工、传播和
应用有机结合起来的制度化的系统, 也就是一个能够使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人才培养与训练以及生产过程密
切结合起来的有效机制。
根据知识经济时代的特征, 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态势和旅游业跨世纪发展的需要, 我国高等旅游教育必然
更加基础化、综合化、社会化、网络化和国际化。高等旅游教育创新体系是由与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相关的高等
教育机构和社会单元组成的网络体系。 从功能结构上看, 高等旅游教育创新体系是由知识创新系统、技术创新
系统、知识传播系统和知识应用系统组成的整体系统。表 3 说明高等旅游教育创新体系是一个开放的有机整体
结构。
表3
名称

高等旅游教育创新体系的结构和功能组合表

动力核心

社会单元

主要功能

知识创新系统

专业研究型大学、国家科研机构

其他高校、企业 R &D 地方研究机构

理论研究、知识生产

技术创新系统

高新技术企业、旅游大
企业、高校研究机构

政府部门、教育机构、科研机
构、中介机构、上游旅游企业

传播知识、培养人才

知识传播系统

高校系统、职业培训系统

政府部门、教育机构、科研机
构、中介机构、企业

传播知识、培养人才

知识应用系统

高校系统、社会、旅游企业

政府部门、科研机构、下游旅游企业

知识、技术的实际应用和管理

( 三) 构建创新体系的策略框架
知识经济时代支撑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知识化管理人才的创新能力和旅游人才的数量、质量、结构
和整体作用的发挥。构建高等旅游教育创新体系是造就知识化旅游专业创新人才的支柱和基础。为此, 构建高
等旅游教育创新体系需要采取如下六个方面的具体策略:
1. 更新教育思想是构建创新体系的先导。面对知识总量的急剧增长和旅游产业化过程的加速凸现, 高等旅
游教育应该也必须突破传统教育思想的束缚, 实现从传统教育思想向现代教育思想的转变, 树立开放办学的思
想。 注重对学生道德情操和社会价值观念的培养, 塑造能够应对未来挑战的健全人格; 注重学生对知识的创新
和创新应用能力的培养, 造就知识化的创新性人才。
2. 深化教学制度改革是构建创新体系的核心。为了适应旅游高度综合化发展的趋势, 高等旅游教育要适度

放开专业及专业方向选择权, 积极为学生提供跨校、跨学科选修、主辅修、双学位、课外活动等多种教育形式和
机会, 形成培养创新性人才成长的制度和氛围; 要实行文理渗透和理工结合, 导入现代管理理论和管理技术, 强
化旅游专业课程体系的开放性 ( 管理学和经济学是旅游管理专业的基础学科; 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人文学
科是旅游管理专业的边缘学科; 建筑学、规划学、生态学等理工学科是旅游管理专业的交叉学科) , 形成适应知
识经济时代大规模横断科学发展需要的旅游学科群; 以三种模式 ( 以学群、学类、学科综合化为原则组织教学的
筑波大学模式, 以跨学科选课为主要特征的麻省理工学院 (M IT ) 模式和通过复合课程将文理学科融为一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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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大学模式) 为基础, 建立我国高等旅游教育的有效模式。
3. 导入弹性管理运行机制是构建创新体系的关键。为了加快知识经济型旅游业的发展, 就必须发挥市场规
律和政府行为的合理作用, 将科研系统、高等教育系统、产品开发和生产系统彼此隔离、条块分割、部门所有的
传统体制解决好, 建立起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三位一体”
的高等旅游教育功能体系, 更好地整合知识的创造、
加工、传播、共享和应用, 全面推进高等旅游教育管理体制创新; 在这种创新过程中, 建立起一个能够使科学研
究、技术开发、人才的培养与训练以及生产过程密切结合起来的高等旅游教育运行机制, 实现产学研一体化, 就
成为当前我国高等旅游教育改革的关键。 依托虚拟行政组织原理, 加强对这种创新过程的弹性管理, 是一种理
性的选择。
4. 应用新的科学技术是构建创新体系的基础。 面向 21 世纪知识经济的高等旅游教育, 应该更快捷地共享

和创新应用人类的知识成果, 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网络技术、虚拟现实技术等现代科学技术, 在不太长的时间
内, 基本改变传统的以黑板加粉笔为主的教学模式, 建立起依托计算机网络环境支持的多种教学模式; 同时, 以
教学“内联网”( 利用因特网的学院内部教学信息体系) 和“附加网”( 利用因特网的院校之间旅游教学信息双向
交流体系) 为基础, 建立高等旅游教育管理信息系统, 最大限度地发挥教育资源优化配置的整体效应。旅游业要
整体跟进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首先是高等旅游教育必须适度超前, 把转化和应用新的科学技术作为构建创新
体系的基础。
5. 优化教育环境是构建创新体系的保证。 这里的教育环境, 是指相对大教育而言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
优化内部环境, 就是要加强教育政策的配套建设, 为产、学、研三者的相互渗透与结合创造条件; 要加大教育资
金的投入, 配套建设软硬件, 促进旅游教育对传统的课堂教学格局的突破和终身学习体系的建立。 要加强高等
旅游教育的发展战略研究, 构建旅游院校内部支持系统和跨越校园的外部支持系统以及相互之间构建成弹性
化的整体系统, 形成我国高等旅游教育创新体系的依托基础和操作平台。 优化外部环境, 就是要加快推动旅游
业向知识经济型产业转化的进程, 强化现代管理理论和管理技术导入旅游企业管理的力度, 实现旅游可持续发
展战略, 扩大对高等旅游教育创新性成果和创造性人才的需求, 形成在情报信息交流、科技成果转化、人才培养
规格等方面的资源共享机制; 同时, 政府部门和社会机构要正视知识经济时代的挑战, 促进科技知识和技术知
识转变成现实生产力, 积极为高等旅游教育创新活动创造良好的文化氛围、社会环境和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
构筑起支撑作用的社会化环境。
6. 加强国际合作是构建创新体系的条件。知识经济时代, 旅游业发展的国际化和全球化趋势客观上要求高
等旅游教育有效地与国际接轨, 形成资源共享性的国际网络化教育体系。 与国际接轨是实践邓小平同志“三个
面向”教育方针的具体行动, 必须要在学科建设、师资培养、学术交流、科研成果共享、教材教法更新、管理制度
改进等方面整体推进和持续深化, 只有这样, 才能成功构建具有开放性、兼容性和时代性的高等旅游教育创新
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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