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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制造

每当我出门时， 都会途经沿街矗
立的一排排醒目的广告牌， 上面时常
张贴着一张张电影海报， 而最先进入
眼帘的，无疑就是那些轰动一时的明星
了。你瞅着他们会觉得眼熟，陌生而又
亲近———陌生是因为他们最新隆重上
市的扮相，以及为了引人注目而摆出的
一种颇具明星气质的姿态；而熟悉则是

因为你会在报纸、杂志或电视上时不
时见到他们。

那些被刻意修饰或乔装打扮的
形象显而易见是经过一番精心策划
与谋略的，是为了引起公众对这一被
“策划”的形象产生惊艳之感，以致强
烈注入在他们的潜意识中。

公众很难知晓， 在一个明星制
造的背后所要耗费的巨资， 也很难
知晓， 在此过程中经纪公司为了满
足这一制造所经历的殚精竭力。 对
于明星策划者而言， 所有的这些耗
费与努力都是为了得到更大的补偿
与巨额的回报。

那么如何让善良而天真的公众
能心甘情愿地消费他们的“制造”呢？
时下有一流行话语道出了这个消费
时代的某类文化特征： 不怕臭名昭
著， 就怕默默无闻。 所谓臭名也是
名，而“名”又是与利益息息相关。于
是乎明星制造躬逢此世地顺应了这
一潜在的能满足人们窥视欲望的时

代潮流， 只不过他们制造得不那么下
里巴人而已。 例如， 当一个仿若空穴
来风的绯闻在不胫而走之后， 接下来
明星们又会不失时机地 （必须先达到
了声名远播之效果） 亲自出面避谣，
且信誓旦旦地宣称那都是一些多么无
聊的猜测与流言。 而在今天， 这一屡
试不爽的招数显然已不再那么灵验
了， 在一个自媒体风行的时代， 绯闻
已然不再足以吊起人们的胃口 （它太
多了， 所以不够刺激）， 于是策略性
的战略大转移成了明星制造者需要重
新研究的崭新课题，但焦点所在，依然
不外乎如何维持与保证明星的知名度
与出镜率。

当然， 这仅为一种类型的明星制
造， 还有一类是将明星几近塑造成完
人，被打造成了一个时代的偶像，一个让
热心的粉丝们愿意追随与效法的偶像。
在粉丝们看来， 偶像即为其真身的真实
版本—————虽然他们对他或她的了解，
仅仅是从影视作品或相关媒体上所获得

的。
其实， 任何镁光灯下的明星都难

逃被制造的阴影， 他们只是身不由己
地被裹挟，或者说被制造者所劫持。天
真的公众也只能在被制造的情境中去
分享他们所热爱的偶像。 一旦偶像在
他们的心目中完美无缺， 他们也就在
无形之中被这一形象所裹挟与劫持
了， 他们不再允许自己所追逐的明星
身上出现任何污点， 不再允许有人诋
毁自己偶像的洁白无瑕。 就是在这样
一种情境之下， 他们也身不由己地汇
入了明星制造的潮流， 与制造者一道
达成了潜在的不言而喻的共识， 形成
了一种合谋关系。 这种关系正是制造
者最为期待出现的。 因为只有这样，
明星制造才能真正地成为一个合格的
能满足市场需要的文化产品， 而且是
深入人心的产品， 而这个产品的含金
量恰恰需要这样一种共识与合谋。

被制造的明星从来不是一个真正
的人，这也是被制造的本质所在。他或

她只是那个看上去光鲜照人且惹人喜
爱的人物，那个频频出现在舞台上（广
义的舞台） 而从不会让人感到失望的
人物。于是在这里，被制造的明星就分
裂成了两种人格，除了敞开的人格，就
是被遮蔽的人格。 被遮蔽的那部分恰
是这个明星真实人格的一面， 他或她
有自己的七情六欲和在世为人之道，
有自己的喜怒哀乐。

正是在这里， 在这个明星制造的
璀璨舞台上， 明星与艺术家开始了他
们的分道扬镳。 艺术家是心甘寂寞的，
他们更愿意跻身在大众与朋友中间，混
迹其中而成为他们中的普通一员；他们
更愿意随性而为，为的是珍重自己心中
那份艺术的圣洁。

这是一个拒绝思想与道义的时
代， 是一个几近由明星引领的消费时
代。 我们无法阻止这个时代的长驱直
入， 但我们可以阻止自己参与到这种
嘈杂而又无聊的潮流中， 保持一份洁
身自好。

生活风尚·城市符号系列之二■

王斌，作家，文学编剧。1980
年代从事文学批评， 1990年代
进入电影界， 策划及编剧的电
影有 《活着》、 《满城尽带黄金
甲》、 《我的父亲母亲》、 《英
雄》、 《十面埋伏》 等。

■王斌

广州教育赋
■屈哨兵

客问： 广州春秋两千， 纳人百
代， 总为一城， 教育隐万端之中，
可有一赋乎？ 适广州诸校年度新
张， 众与某欲各叩其门， 愿借诸校
吐故纳新之际， 聊为一赋， 以张斯
地教育之所自也。

其往也， 斯地布穗一株， 化育
万民， 其为教也， 有坟典常继， 庠
序不绝。 出则有崇岭之要， 一通南
北之音， 入则有学宫数布， 再传先
儒之训； 钵泉之侧， 智慧当时， 风
蟠之间， 顿悟度人； 登则可凭舍封
院， 学海无涯； 居则可养木成堂，
学记长兴。 斯地斯城， 各得所以，
教之为教， 历朝替兵燹而屡存， 凡
此种种， 得无赋乎？

其近也， 斯地西风烈来， 强起异
径， 东风晏伏， 山河待征。 其为教也，
立格物致知之博， 雅华辈有所启， 倡
含英养正之真， 忠信代有所遵； 同城
之内， 来者不拒， 汪洋之间， 去者堪
寻； 更有文武相守， 岛遥不孤， 教学
相长， 江宽带情。 斯地斯城， 任尔西
东， 教之为教， 遇山川转折而未停，
此起彼伏， 得无赋乎?

其今也， 斯地满眼正在， 且勃且
腾， 数十年经营相继， 得薪火绵绵相
承。 其作育也，据原可树蕙千畦，傍水
则滋兰万顷；登堂则启蒙有自，入室可
日累日深； 大信不约， 好校长何止十
百，大爱无疆，好老师何止百千，大成
不反，好学生何止千万，大道不违，好
学校就在此间。斯城也，因民而学在，
斯地也， 因世而同奋， 教之为教， 虽

万难而犹趋， 民生所重， 得无赋乎？
其来也， 斯地春华在列， 秋实更

盛， 北望当有城比肩相邀， 南探愿有
方相拱为邻。 其作育也， 有德智体美
兼举， 立我山河健儿， 看南北东西诸
区， 达彼万家愿景； 依故成器， 自有
佳构， 因时而起， 便浮新韵； 山有灵
兮教相护， 可待后来居上， 水有魄兮
育相守， 何愁先声夺人； 豫时孙摩，
变新法各得其法， 起承转合， 候方家
点石成金。 斯城也， 因此而育达， 斯
地也， 因时而教成。 教之为教， 虽万
往而长留， 民生所求， 得无赋乎?

语曰： 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 斯
城斯育， 一赋难尽， 新客再问， 且待
后生。

（作者系博士、 教授， 现任广州
市教育局局长）

杏坛雅韵■

■文化速讯
中华传统音乐教育高端论坛举行
近日， 作为第六届北京传统音乐节的重要

组成部分， 由中国音乐学院和国家社科基金教
育学“十二五” 重点课题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教育研究》 工作委员会共同主办、 北京教科院
基础教育教学研究中心与中国美育网协办的中
华传统音乐教育高端论坛及教师培训在京举
行。 来自全国各地的大中小学负责传统文化教
育和音乐教育的校长及专业教师约二百余人，
围绕国学传承、 经典吟诵、 传统戏曲、 乐教创
新等多个议题展开了交流。 （文慧）

高校博物馆与学生价值观培养教育
论坛召开

近日， 由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联合中
国高校博物馆专业委员会、 北京市文物局博物
馆处、 北京市中小学生社会大课堂管理办公
室、 北京市海淀区中小学生大课堂管理办公
室、 中央民族大学附中、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
小学和民族小学联合主办的“高校博物馆与学
生价值观培养教育论坛” 在京举行， 深入探讨
了有效利用高校博物馆类资源培养和提高中小
学生综合素质的理念和方式方法。 （文慧）

“东方葵·许江艺术展” 在国家博物
馆展出

近日， 由中国美术家协会、 中国国家博物
馆、 中国美术学院共同主办的“东方葵·许江
艺术展”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 此次展览共
展出许江近十年创作的“葵园” 主题的大型油
画作品五十余幅、 系列水彩作品一百余幅， 以
及系列大型雕塑作品多件。 （余灵）

《中国汉字听写大会》 获2014全球
华人国学大典奖

近日， 由凤凰网、 凤凰卫视联合岳麓书院
主办的“致敬国学———2014首届全球华人国
学大典” 在长沙进行。 正在央视热播的 《中国
汉字听写大会》 获首届国学大典“年度卓越传
播大奖”。 （黄薇）

第十一届全国青少年才艺电视展演
活动启动

近日， 由中国教育电视协会、 中国教师
报、国际舞蹈家协会、国际艺术家音乐与舞蹈协
会联合举办的第十一届“校园时代———相约北
京·香港·韩国” 全国青少年才艺电视展演活动
在京举行启动仪式。 活动中， 主办方针对专业
教师增设了主题为“中国儿童舞蹈艺术发展现
状与未来·如何展示儿童艺术的美的五彩之梦”
的教师培训会。 （却咏梅）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本报记者 赖红英 供图

五十载潜心职教育英才 倚彭城产教融合铸辉煌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五十周年校庆巡礼

AD

1964年学校初创 ， 时为 “徐州市轻
化工职业学校”， 企业办学， 学制四年，
半工半读； 1965年改名为 “徐州化工中
等技术学校 ”。 “文革 ” 期间 ， 学校于
1970年停办。

1978年筹备恢复建校 。 1979年获省
主管部门批准， 恢复徐州化工中等技术
学校 ， 首个班级在简陋的条件下开学 。
1980年， 经省政府部门批准， 学校定名
为 “徐州化工学校”。 1993年， 学校通过
合格中专办学评估， 实现了办学从技工
校向中等专业学校的提升。 1998年成为
省 （部） 级重点中专校。 2000年成为首
批 “国家重点中专校”， 2001年选址新校
区， 开启了学校发展新篇章。

2002年6月 ， 徐州化工学校独立升
格， 更名为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2006年通过 “国家教育部门高职高专人
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 获优秀 ； 2012年
又以优异成绩通过第二轮人才培养工作
水平评估； 2014年6月， 以 “优秀” 等级
通过江苏省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项目验
收， 学校发展跨入崭新阶段。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从诞生的那
一天起， 就与地方经济社会的需求与发
展紧密联系在一起。

五十年峥嵘岁月， 徐工职院人紧跟
时代步伐， 勇于开拓创新， 深入探索高
职教育的办学规律 ， 秉承 “质量立校 、
特色强校 ” 的办学思想 ， 走出了一条
“德技并重、 产教融合、 实境育人” 的现
代高职院校特色之路。

五十年风雨兼程， 学校精神不断光
大。 初始建校、 恢复崛起， 均时逢国家
经济复苏期， 资源匮乏， 条件艰苦。 但
几代人正是凭着艰苦奋斗、 务实进取的
精气神， 凝心聚力， 不懈拼搏， 实现了
学校一次次跨越； 徐州化校人秉承 “求
真、 求实、 求精、 求新” 的校训， 薪火
相继、 弘扬光大， 形成了 “自强、 务实、
协力、 争先” 的学校精神。

五十年奋勇争先 ， 初创筚路蓝缕 ，
恢复厚积薄发， 升格再创辉煌， 书写了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从无到有、 从小
到大、 从弱到强的历史篇章。 目前， 学
历教育在校生1.2万人， 占地1100亩， 南
依风景迤逦九里山， 北望碧波荡漾九里
湖， 山水相连、 底蕴深厚， 务实创新的

文化气息和朝气蓬勃的时代气息在这里
和谐相容、 相得益彰， 让浸润其中的莘
莘学子汲取营养、 茁壮成长。

创新为魂 办学实力不断提升

创新是发展之源， 是学校进步的灵
魂和不竭动力。 学校把改革创新作为发
展的源泉， 用新观念研究新情况、 用新
思路落实新任务、 用新办法解决新问题、
用新举措开创新局面。

创新办学机制 ， 构建 “政行企校 ”
合作平台。 2009年6月， 为构筑校企高度
融合的创新及人才培养平台， 徐州工业
职业技术学院在全省率先成立了以在徐
企业为核心、 102家规模以上企业参加的
“校企联盟 ”， 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完善 、
充实， 探索 “合作办学、 合作育人、 合
作就业、 合作发展” 的理事会办学机制，
于2011年12月18日成立了由徐州市政府
部门、 行业协会及全国近400余家知名企
业参与的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第一
届理事会”。

学校理事会下设人才培养工作委员
会 、 科技合作工作委员会 ， 以及机电 、
化工、 材料、 信息管理四大类专业共建
共管委员会等八个分委会， 主要负责研
究政、 行、 企、 校合作的机制和地方产
业发展对人才的基本需求， 讨论学校办
学思路、 发展规划， 审定学校专业设置
和校外实训， 实习、 厂中校等基地建设
规划， 推进中高职教一体化体系建设。

创新内部管理机制， 激发办学活力。
为了适应产业技术升级， 学校不断创新
内部管理机制， 面向材料应用、 生物化
工 、机械制造 、信息技术 、商贸物流等行
业，成立了材料工程技术学院、化学工程
技术学院、机电工程技术学院、信息管理
技术学院，有效促进了专业群的建设和发
展，实现了专业与产业、行业更加紧密地
对接。 同时，增设了就业与校企合作处等
部门，与二级学院分管就业副院长、就业
辅导员共同形成了就业服务与校企合作
工作体系，搭建了有利于校企共育人才的
管理平台，有效推进了大行业背景下学校
办学理念与企业文化的融合。

创新 “双专业带头人” 制度 ， 打造
了一支互兼互聘的 “混编型” 师资队伍，
共同建设课程、 共同编写教材、 共同申
报科研课题。 近三年来， 学校聘请企业

专家担任专业带头人， 以及70余家企业的
238名工程技术人员担任兼职教师， “双师”
教师比例达85%以上， 硕士及以上学历教师
比例达到51%， 一支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专
家型教师队伍逐渐建成。

创新人才培养机制， 实践产学互动的培
养模式。 学校一直把人才培养作为根本任
务， 把人才培养质量作为生命线， 创造性实
践和创新了 “双能并重、 三元融入、 四层递
进、 产学互动” 人才培养模式， 构建了 “通
用能力与专业能力” 并重的课程体系， 把企
业元素、 行业元素和国际元素融入到教育教
学全过程， 开展了 “认知—模拟—生产—创
新” 的实践课程体系， 并通过订单培养、 工
学交替、 工学结合等形式推进了 “产学互
动” 的深度融合。 同时， 学校推行了以激发
学生学习兴趣为出发点、 以学生为中心的课
程学习模式， 进一步提高了学生的技术应用
能力和职业综合能力。

服务为基 相生相伴协力共赢

新产业的不断涌现， 传统产业的升级，
技术的不断创新， 高端技能型人才的巨大需
求， 为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的发展提供了
勃勃生机。

在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与地方 “相
生相伴、 同生共长” 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上世纪60年代， 学校的前身 “徐州市轻化工
职业学校”就是根据社会需求创建，实行企业
办学。到80年代、90年代，围绕地方产业，学校
重点发展了化工、材料、机械等专业。 进入新
世纪，学校始终坚持校企合作、服务地方的办
学思路，紧扣徐州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中国
工程机械之都技术升级、振兴老工业基地、新
能源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崛起等历史性机遇，
探索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高职院校发展服务
地方经济转型、 产业升级之路。

服务地方， 实现 “同生共长”。 学校紧
紧抓住徐州争创 “全国电子商务示范城市”
的契机， 与徐州市鼓楼区政府部门合作， 利
用黄河校区， 共建了电子商务和文化创意产
业集聚的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大学科技
园暨淮海文化科技产业园”。 目前园区一期
已建成， 聚集了阿里巴巴诚信通、 百度、 腾
讯等现代服务类企业60余家、 教师创办企业
15家、 大学生创业企业46家， 共吸纳创业就
业人员650人， 年产值约8000万元， 年税收
约650万元。 园区同时为教师提供管理、 研
发岗位110余个， 为学生提供生产性实训和

顶岗实习岗位370余个， 已成为电子商务 、
软件技术、 动漫设计与制作等11个专业的
“生产性实训基地”， 是省级大学科技园、 省
级大学生创业示范基地。

服务中小企业， 实现互动双赢。 学校建
成了基本完备的中小企业技术服务平台体
系， 包括2个国家实训基地、 5个省级工程技
术研究开发中心、 18个市级研发平台， 以及
省级大学科技园、 省级区域开放共享实训基
地、 技术服务网站、 协同创新中心、 技术转
移中心。 学校启动了服务中小企业的 “三百
工程” 活动， 即由100位以上的教授 （专家）
为100家以上的企业开展100项以上的技术服
务。 当前， 73名教师与50家企业签署了 “科
技人才与企业对接协议”， 147位老师开展了
“教师下企业锻炼” 工作。 如， 张雷博士帮
助江苏晋煤恒盛化工有限公司彻底解决了造
气湿煤灰污染环境的问题； 肖亚杰老师与徐
州君兴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共同研发 “基于物
联网远程抄表管理控制系统”， 被新沂市作
为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引进。

开展培训服务， 满足社会需求。 学校将
为企业、 社会开展培训服务作为办学质量的
重要指标。 为了提高煤化工行业的人才培养
质量， 学校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建成了石油与
化工职业教育领域首套煤化工综合实训装
置———煤制甲醇仿真实训工厂。 为适应徐工
集团“设备+技师”的创新营销模式，校企共同
出资共建“旋挖钻技师培训中心”，首期学员
全被经销商录用，日薪300元以上，有效缓解
了社会和企业对该类紧缺人才的需求。 学校
面向徐工集团、 晋煤集团等94家紧密型合作
单位开展数控操作和维修、橡胶塑料加工、化
学工艺及检测和计算机技术等51个技能项目
的职业技能鉴定，每年开展新知识、新技术和
新工艺培训一万人次以上， 社会服务辐射到
了苏鲁豫皖沪浙等十余个地区。

适时调整专业， 伴随产业发展。 职业院
校专业设置须依据区域行业产业人才需求的
动态和趋向， 为此， 学校每年召开专业共建
共管委员会， 在认真分析产业行业企业发展
现状和趋势以及各专业的报到率、 就业率等
指标的前提下， 适时调整专业 。 2011年以
来， 学校停招专业8个， 调整专业方向6个，
新建地方经济发展急需的光伏材料生产技术
等专业10个。 当前， 学校44个招生专业基本
覆盖了徐州先进制造业、 现代服务业两大产
业体系， 实现了专业链和产业链对接。

近三年来， 学校共承担科研项目256项，

完成横向技术服务协议107项， 鉴定项目119
项， 专利授权153项 （其中发明专利授权22
项）， 专利技术转让18项， 各类科研项目到
账费用共计3205万元， 科技成果获省市科技
进步奖6项。 根据江苏省教育部门2013年公
布的 “高等学校科技工作为江苏服务情况”
数据， 学校专利的申报数和授权数、 科技成
果转化及科技项目验收鉴定项目数、 纵横向
科研项目总数， 分别位列全省高职院第3位、
第6位和第8位。

树人为本 实践育人桃李满园

教学生以技能， 更要塑学生之人格， 徐
工职院以树人为教育的根本目标， 坚持学生
为本， 素质为先， 在培养高技能高素质专业
技能型人才的道路上锐意进取， 砥砺前行，
为社会培养了一大批栋梁之材。

学以致用， 贵在实践。 徐工职院人在五
十年的办学历程中不断整合社会各方面资
源， 为学生搭建了专业实践、 社会实践、 身
心教育、 创新创业、 竞技竞赛等多个成长平
台。 学校大力推行边讲边练、 学做结合、 产
学研用一体的教学模式， 把教学场所由单一
的教室转向实验实训室。 学校通过建立长效
机制， 开展心理健康、 志愿服务、 科技创新
等形式多样的校园和社会实践活动， 让学生
走下课堂、 走出校门、 走向社会。

实践育人， 能力为重。 正是凭借对实践
育人的执着和坚持， 助推着徐工职院人把创
业创新能力作为培育新时期职教英才的重要
内容思考并实践着， 构建了 “创业认知—创
业模拟—跟随创业—自主创业” 四层递进的
创新创业教育模式， 培养出了一大批 “想创
业、 会创业、 能创业” 的创新创业型人才，

学校被评定为 “江苏省大学生创业教育示范
校”， 以丰硕的育人成果赢得了社会的认可。

实践育人， 德育为先。 徐工职院人把实
践育人作为一种理念和追求， 融入了灵魂，
嵌进了生命。 学校支持师生参加国家、 省市
举办的各类职业技能大赛， 做到了 “专业全
覆盖， 师生齐参与”。 近三年来， 学校师生
先后在各级各类技能大赛上取得个人一等
奖、 团体金奖等410个， 并荣获 “2011年江
苏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先进单位” 称号。 学
校鼓励师生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
打造了 “博雅通识文化讲堂”、 “体育文化
节” 等系列品牌文化活动。 今天的校园里处
处彰显着文化与技能并重， 素质与能力齐飞
的教育风格和独特魅力， 实现了校园文化与
职业教育文化、 企业行业文化的相互融合，
使这所积淀了厚重历史的学校迸发着青春的
朝气和智慧的火光。

实践育人， 任重道远。 在几代徐工职院
人的摸索总结和共同努力下， 历届毕业生受
到了社会与用人单位的广泛认可， 用人单位
满意率达95%以上， 就业率始终保持在98%
以上， 学校连续五次被评为 “江苏省毕业生
就业工作先进集体”。 五十年来， 徐州工业
职业技术学院英才辈出， 桃李满天下， 已为
社会培养、 输送了近五万名专门人才。

关山初度尘未洗，策马扬鞭再奋蹄。在五
十华诞之际，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继续秉
承内涵发展理念，实施品牌发展战略，创新办
学特色，创优人才培养质量，增强服务社会能
力，进一步解放思想，抢抓机遇，开拓创新，加
快步伐，为把学校建设成为实力较强、特色鲜
明、国内一流的高职名校而努力奋斗！

（朱慧芹 阮 浩 仲文婷 陈 竹）

大学科技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