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具有竞争力的技术和沟通技能

刘聪，早年求学于中国西北工业大学， 取得工程硕士

学位后， 在其整个职业生涯中都致力于（信息）与通

讯技术（ICT）的发展。目前，他供职于中华人民共

和国四川省教育厅，担任教育管理信息中心主任职务。

刘聪不仅对四川地区的信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做出了

卓越的贡献，其影响力甚至波及更广泛的地区。他曾

撰写多篇文章，包括《校园网操作全书》， 《21 世纪

学校信息技术教育全书》及《Setting up MIS in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正是因为刘聪始终致力于推

动信息和通讯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发展，着眼于从更高

层面审视教育信息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其专注的精神及卓越的贡献奠定了他在教育

及培训领域的崇高地位。也正是因为他的影响力，刘聪更获 W.K.Kellogg 基金会邀请远

赴美国进行学术研究。

刘聪解释为什么教育及培训对于所有行业的个人发展都十分重要，而非只是 ICT 行业：

“教育对个人的成长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教育的缺失，将导致无法最大限度的挖掘个

人潜能。因而，教育与培训应当贯穿个体的终身发展。

找到工作所需的技能

四川省有 94 所大学及学院。刘聪说 ：“每年大约有 300,000 名学生从这些大学及学院

毕业，他们都将面临求职的压力。然而，他们当中的大部分学生在学校学到的知识及

技能无法满足目前中国大多数企业对人力资源的诉求。因而，找工作难就变得司空见

惯了。”

刘聪提出了让四川的学生在信息和通信技术领域发展的三大重点：

1. 教育及培训必须更贴近中国社会及经济发展的需求。毕业生技能达不到这种要求，不

仅仅是缺乏技术专长的问题。刘聪指出：“很多毕业生缺乏最基本的沟通技能，这种技

能在求职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沟通技能的缺失在很大程度上将直接导致毕业生是否能

找到理想的工作。同时，他们也缺乏团队协作的技能。总而言之，毕业生们需要了解真

实的职场环境到底是怎样的。

2. 大学及职业院校必须与像思科这样的企业更紧密地合作。只有这样，教育机构才会了

解劳动力需要具备什么技能，才能培养出符合企业及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所需的合格的

人力资源。

3. 教师及教育管理人员必须继续接受培训及教育，让自己进步以适应中国的发展。

中国

刘聪先生，中国四川省教育厅教
育管理信息中心主任

情况

• 四川省 2009 年的人口为 

88,600,000 人。

• 该省有 94 间大学及学院。

• 每年有大约 300,000 名学生从这

些学校毕业。

挑战

• 中国很多毕业生没有具备企业所需

的技术能力。

• 很多毕业生缺乏找到工作应有的交

际能力。

• 不少学生欠缺协作能力，团队精神

及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都是现今

职场中必备的技能。

结果

• 学生通过网络技术学院课程，可学

习最新的信息科技知识及技能。

• 网络技术学院的实验室要求学生分

组合作，以培养必要的与人互动技

能，例如合作性，团队精神及解决

问题的能力。

• 毕业生若拥有信息和通信技术专业

知识及交际技能，将会有机会和优

势获得更好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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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与企业社会责任

思科长久以来致力于教育贡献，努力为社会创造更美好的生活。我们坚信，教育是个人实现理想、在社会占有重要地位的最佳途径，个人和社会更可因

此相得益彰。通过教育，生活将更丰富、更有意义。我们的企业社会责任（CSR）方针是与教育团体合作，展示出联合网络平台的能力，使大众有更多

机会接受教育并提高教育品质。我们多方关系合作伙伴包括政府、教育及私营领导企业，以及能满足教育基本需要并解决障碍的非政府组织。

了解思科对教育方面的社会投资相关详情: http://www.cisco.com/web/about/citizenship/socio-economic/index.html

了解 Cisco Networking Academy 相关详情: http://www.cisco.com/go/netacad/uscwww.cisco.com/go/netacad/usc

与教育系统领导者共同探讨教育改革: www.GETideas.org

解决技能不符合职场要求的问题

思科网络技术学院 ® 在 1999 年就进入了四川。刘聪解释：“网络技术学院的课程对我

们的学生有很大的好处，因为我们知道通过与企业的沟通，学院的培训及教学才能满足

他们的需求。”

刘聪相信，网络技术学院的最大好处是课程会反映信息和通信技术的最新发展 ：“网络

学院提供完善且最新的课程，不仅仅教授理论，也让学生有大量实验练习的机会。学

院有合格的教师，因为他们必须完成网络技术学院的教师培训才可以在学院中执教。这些培训提高教师授课的质量，也保证网络技

术学院毕业生的素质。”他补充说明 ：“网络技术学院的讲师告诉我，学院的培训不同于传统培训，思科的培训很系统同时也重视每

个人的参与。”因此，学生在工作市场中较容易找到好工作。

思科网络技术学院课程在开始时是独立的选修培训课程（最初，思科网络技术学院课程是独立的选修培训课程）。后来，许多人认

同这些课程的重要性，促使很多大学将网络技术学院培训纳入其必修课程。

成功案例：被报导的学生及获晋升的教师

最近，一名来自四川某职业学院的学生取得思科 CCIE® 认证。他在网络技术学院课程所学到的知识激发他对网络科技的兴趣，促使

他取得 CCIE 的认证。学院报章在特刊中特别报导他的成绩。不久后，该名学生获得许多网络工程师职位的工作机会。

另一个成功故事来自成都信息工程学院讲师，他是网络技术学院的优秀讲师也是负责人。后来，因为他在网络技术学院做出的出色成

绩，他获晋升成为计算机工程学方向的副教授。

刘聪说：“思科与中国大学及学院之间的合作，可帮助学生为毕业后就业作好准备，并提高讲师的授课技巧。网络技术学院教授技术

及与人互动的技能，同时也教授学生工作及满足企业所需的技能。”

「Networking Academy 教 授
技术及交际方面的技能，同时
也教授学生工作及满足企业所
需的技能。」

— 刘聪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