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张晨 见习编辑：唐琪 设计：吴岩 校对：唐晓华2014 年 10 月 22 日 星期三

新闻 综合· 10

现代学徒制如何“洋为中用”？

重庆师范大学庆祝六十华诞

本报讯 （记者 胡航宇） 10月19日， 重庆师范大
学建校60周年纪念大会在该校虎溪校区举行， 来自海
内外的校友、 师生代表2000余人参加了活动。 60年来，
重庆师范大学为国家培养输送了16万名毕业生， 一大
批毕业生已成为中西部教育、 经济、 文化、 科技等领域
的中坚力量。

首届全国中学生朗诵大会举行

本报讯 （见习记者 唐琪） 用诗歌朗诵的形式弘扬
经典， 首届全国中学生朗诵大会近日在北京一零一中学
举行， 来自全国的18所中学的师生参赛。 本次活动由
北京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和一零一中学共同
主办， 分初中、 高中两组进行比拼。

上海师范大学迎来60周年校庆

本报讯 （记者 董少校） 10月18日， 上海师范大
学举行建校60周年主题大会。 该校前身为1954年成立
的上海师范专科学校， 1984年更名， 60年来为社会培
养了20多万名各类人才。 校庆期间， 该校举办100多场
科技类和社科类研讨交流活动。

青海试点自学考试“专本衔接”

本报讯 （记者 王英桂） 记者从青海省招办了解
到， 今年该省将面向职业教育， 开展全国自学考试专科
衔接本科、中专技校衔接专科的试点工作。据介绍，该省
今年报考全国自学考试的考生总人数为4627人， 报考
10796科次，其中有2683人试点报考“专本衔接”和“中接
专”专业考试， 占全省自学考试报考总人数的58%。

既鼓励学生
上名校， 也鼓励
上技校， 这体现
了湖南长郡中学
对 “绿 色 升 学
率” 的追求。 长
郡中学通过增加
学 生 课 程 选 择
权、 丰富课外活
动， 引导师生从
只关注考试成绩
的镣铐中解放出
来。

湖南长郡中学增加学生课程选择权，丰富课外实践活动，提升学生综合素质———

一所中学对“绿色升学率”的追求
■本报记者 阳锡叶 李凌

“校长， 长郡出来的人非上清华
北大等名校不可吗？ 可以上蓝翔技校
吗？”

“当然可以。 国家不仅需要学术
型人才， 更需要实用型技术人才。 我
的侄儿、 侄女都在职业高中读书。”

这是今年开学后不久， 湖南省长
沙市长郡中学校长卢鸿鸣与学生的对
话。

既鼓励学生上名校， 也鼓励上技
校， 这体现了长郡中学对“绿色升学
率” 的追求。 卢鸿鸣说： “长郡中学
通过增加学生课程选择权、 丰富课外
活动， 引导师生从只关注考试成绩的
镣铐中解放出来。”

社团活动成为素质教
育“新课堂”

“高考升学率连续19年领跑湖
南， 学生肯定很苦。” 这是社会上很
多不明就里的人对长郡的传言， 几年
前， 社会上甚至还有“长郡是地狱”
的“传说”。

记者多次到长郡中学采访， 却发
现这所传言是“地狱” 的中学， 其实
很温馨。

午休时刻， 校长办公室外的走廊
里挤满了人。原来，又到了澄海文学社
社员每周活动时间。“我们的会议室几
乎天天被各类社团和兴趣小组的活动
占用。”学校党委书记杜慧笑着说。

高三 （1302） 班学生李颖迪说：
“放在以前， 我还担心参加社团会影

响学习。 但是参加了3年， 我的成绩
不降反升。”

这正是学校追求“绿色升学率”
想要的结果。 2008届学生徐帝雨性
格内向， 通过参加音乐社， 组建乐
队、 成为主唱， 通过各种表演， 他变
得善于表达了。 高考时， 他报考香港
大学， 其他学生面试只有5分钟， 他
却长达半小时———评委们听他的成长
故事入了迷。 最终， 尽管笔试落后，
但徐帝雨仍以面试第一的成绩考入港
大。

在长郡中学， 各类学生社团有
30多个， 学校将参加社团活动纳入
学生评价体系， 精心打造校园文化艺
术节、 体育节、 科技节等校内“五
节”， 让社团活动成为提升学生综合
素质的“新课堂”。

152种校本课程增加学
生选择权

在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明
天小小科学家”奖励活动两大赛事中，
来自长郡中学的31人分获全国一、二
等奖。田径队、体操队7次代表中国参
加世界中学生运动会，荣获金牌5枚、
银牌10枚、铜牌11枚……

这得益于长郡中学多年来致力于
打造丰富多彩的校本课程， 增加学生
的课程选择权利。在长郡中学，学生们
有一座丰富的“校本选修课程超市”。

“每个学生都有各自的特点、 特
长， 只要引导得当， 所有的学生都能
获得不同程度的提高。” 卢鸿鸣说。

长郡中学构建了人文素养和科学

精神相结合的“两类四型” 152种校
本课程， 必选类包括关注心理健康的
《成长导航》、 突出理想教育的“长郡
大讲坛”、 普及乡土文化的 《湖湘文
化撷英》 3门课程。 自选类分为“兴
趣型”、 “研究型”、 “拓展型”、

“实践型” 四个类别。 特别是“兴趣
型” 课程共有28种， 涉及了音、 体、
美、 国学、 外语、 科技等学科和领
域。

10多年前， 长郡中学就开始搞
“绿色之旅夏令营课程” 的开发， 学
生利用每年暑假， 走遍了青海格尔木
戈壁滩、 齐齐哈尔扎龙自然保护区等
地探索动植物。 学生搜集各类动植物
标本， 自建了全省最大的中学“动植
物园”。 许多人正是通过旅行学习萌
发了对生物科学的兴趣， 其中， 又有
多人获得生物科技创新大奖和生物奥
赛金牌。

连续10年走进农村开
展社会实践

在长郡中学， 校外的社会实践更
是精彩。

2013年暑假， 柳雅卓与同学们
来到了湘乡市， 吃住在当地农村学校
宿舍， 调查湘乡村民的消防安全意
识。

白天， 他们走村串户进行调查，
晚上回来埋头写稿。 通过调查， 他们
形成了近万字的调查报告。 而在整个
长郡中学， 10年来的社会综合实践
已累积了上千篇调查报告。

自2004年起， 长郡中学就构建

了系统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 每年组织
学生开展以“走进军营”、 “走进大自
然”、 “走进社区”、 “走进工厂” 和

“走进新农村” 的“五走进” 体验活动，
让学生在社会大课堂中学习、 探究。 尤
其是“走进新农村” 活动， 所有学生必
须参加， 与12所农村高中结对进行， 半
个月时间吃住劳动都在农村， 真正地体
悟农村生活。

学生来到农村， 不仅要走村入户开
展调研， 更要参加农村劳动， 插秧、 割
稻谷等农活， 很多城市学生真正过了

“一把瘾”。
不过， 学校开展“走进农村” 的社

会综合实践， 也受到个别家长的质疑，
还承受着巨大的安全压力。 2013年暑
假， 第9次“走进新农村” 的课程第二
天， 就有3名学生在道路之外的地坪上
被一辆面包车撞倒， 2名学生伤情严重。
校长卢鸿鸣火速赶往当地， 联系多方配
合， 最终把学生抢救过来。

经历了这件事情后， 有人劝卢鸿鸣
不要再搞这种课程了， 卢鸿鸣却说：

“我当然知道， 我也可以把学生关在教室
里、 关在家里， 但是我也有教育使命、
社会责任感， 我们培养—群温室里的花
朵、 考场里的机器， 有什么意义呢?”

不过， 令卢鸿鸣欣慰的是， 学生们
对参加社会综合实践很支持， 也很有收
获。 教师刘虹告诉记者， 学生到农村劳
动调查一段时间， 回来都有显著的变化，
更加懂事了。 更让她高兴的是， 通过调
查， 学生提高了综合能力， 对社会有了
更深的理解和认识， 体现出强烈的人文
精神和责任担当。 /每/日/传/真/ ■

武汉大学：

“三创”教育夯实学生实践平台
本报讯 （记者 程墨 实习生 汪梦丽） 近日， 武

汉大学第四届大学生“三创” 成果展在该校大学生创新
创业实践中心举办。 本届成果展的650多件作品， 包括
国际、 国家、 省部各类学科竞赛获奖项目， 大学生自主
创业项目等， 全部来自该校30个学院。

据了解， “创造、 创新、 创业”， 是武汉大学提出
的深化综合改革的教育理念。 近年来， 该校积极整合资
源， 努力构建“三创” 教育平台， 为大学生创新创业实
践提供服务。

据介绍， 该校每年投入300万元专项经费， 用于支
持大学生各级各类学科竞赛、 创新创业实践活动。 今
年， 学校还专门设立1000万元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专
项资金， 投入560万元对大学生创业实践中心进行全面
装修。 该中心可容纳近100个创新创业团队， 所有学生
均可带项目申请免费进驻。

苏州大学：

设专项基金开设传统文化讲座
本报讯 （记者 缪志聪 通讯员 丁珊） 苏州大

学“弘化社传统文化讲座专项基金” 日前正式设立，
该基金将专项用于聘请专家为苏大学生开展传统文化
讲座。

据介绍， 该项基金由苏州弘化社慈善基金会定向
捐赠50万元人民币设立， 连续3年专项使用。 传统文
化讲座内容以中国书法艺术为主， 同时包含中国绘画、
中国音乐、 中国舞蹈、 中国戏剧、 中国建筑、 中国武
术等中国传统文化门类， 平均每年专家讲座的次数将
达到40次以上， 系列讲座讲义也将整理为课程教材出
版。

苏州大学中国传统文化工作坊成立于2013年， 旨
在大力推行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与传承。 目前， 工作
坊的10门课程已纳入学校的公选课学分体系。

/院/校/新/闻/ ■

云南建高校少数民族预科教育基地

本报讯 （记者 李配亮 通讯员 张金灿） 近日，
云南省高等学校少数民族预科教育基地在云南民族大学
揭牌成立。 基地按照“分校招生， 集中办学， 集中管
理” 的办学模式， 将少数民族预科教育由分散型向相对
集中型转变。 据了解， 今年基地共招收了全省25所高校
的2986名预科学生。

广东实施高校思政课“四大工程”

本报讯 （记者 赖红英 通讯员 万力） 记者从在
广州举行的第六届粤桂琼赣滇五省 （区） 高校思想政治
理论课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上获悉， 广东实施“优
质资源整合工程”、 “教师结构优化工程”、 “名教师辐
射工程”、 “理论成果创新工程” 四大工程， 思想政治
理论课建设取得新进展。 目前， 全省共有思政课专任教
师2474人， 副高以上职称964人， 占总人数的38.97%。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学历、 职称均高于全省高校专任教
师平均水平。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初次就业率连续20年超九成

“内外兼修”让学生高层次就业
本报讯 （记者 孙军 通讯员

杨安 王晓琼） “除了英语口语不
错以外， 还去过这么多地方， 参加
过如此多的项目， 你的知识储备和
实践经验都很丰富啊。” 这是中国
石油大学 （华东） 机电工程学院硕
士毕业生袁景日前参加世界500强
企业———斯伦贝谢公司面试时得到
的评价。 袁景在校期间参加了多项
科研课题、 工程项目和国际会议，
练就了良好的现场分析问题和实际
解决问题的能力。 有着如此深厚的

“内功”， 她在来自全国高校的上千名
应聘者中崭露头角， 顺利找到工作。

近年来，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坚持以“提高学生培养质量为基础，
引导学生献身事业” 为主旋律， 加强
毕业生就业工作。 从组织、 工作、 保
障、 反馈四个方面全面构建适应市场
需要的“四位一体” 大学生就业体
系， 不断提高毕业生就业的质量和层
次。 自1995年实施“供需见面、 双
向选择” 就业以来， 学校毕业生初次
就业率已连续20年超过90%。

“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 中
国石大 （华东） 学子不但‘内
功’ 深厚， 专业技能扎实； 而且
‘外功’ 强劲， 言谈举止、 仪表
行为等展示出的综合素质名副其
实， 这为他们将来在企业中的成
长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专场招
聘会上， 中石化胜利油田招聘主
管刘忠涛对石大学子印象深刻。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理学
院2010级本科毕业生耿桥就是
其中的代表。 2013年中石油大

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来校招聘， 耿桥
作为学生助理负责提供志愿服务。 4
天时间里， 她“办事尤其认真， 服务
特别热情”， 招聘主管“对此十分满
意”。 不仅如此， 在得知她将工作机
会让给另外一名女生后， 企业又调整
了招聘计划， 跟她签约。 “她专业素
养不错， 所表现出的优秀品质更让人
欣赏。” 中石油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
司人才引进科科长夏克明对耿桥赞不
绝口。 长期以来， 该校毕业生受到用
人单位广泛赞誉， 用人单位普遍认为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毕业生勤
奋踏实、 爱岗敬业， 基础理论扎
实， 技术水平高， 适应能力强。
扎实的专业理论实践能力及全面
的综合素质让毕业生成为人才市
场上的佼佼者。

据介绍， 今年4027名签约
毕业生中， 有2365人与中国石
油、 中国石化、 中国海油、 神华
集团等75家世界500强企业签订
就业协议， 占签约毕业生总数的
58.73%。

（上接第一版）
职业院校与德企合作困难重

重， 与中国企业合作的麻烦更多。
先说企业， 德国企业有参与职

业教育的传统， 他们是现代学徒制
的主角。 企业负责选拔招聘学徒，
再送到学校进行学习。 从课程内
容、 专业设置到人才培养目标， 处
处都体现着企业理念。

在中国， 企业对参与职业教育
的热情并不高。 大多数企业不愿意
与职业院校合作， 怕学生进场后耽
误生产进程、 怕为教育付出巨大成
本。 此外， 各类职业院校教育水平
参差不齐， 大多数职业院校的教
材、 课程滞后于企业， 合作起来相

当困难， 也是企业的顾虑之一。
行业协会是德国现代学徒制顺利

实施的又一个保证。 在德国， 行业协
会负责审核职业院校的资质、 制定课
程以及组织考试， 还会定期帮助学校
培训教师； 但在中国， 行业协会显然
还难以承担这样的重任。

记者在多家国内企业采访时发
现，有些老板明显表示出对现代学徒制
“兴趣不高”。“学校热，企业冷”的情况
让现代学徒制试点院校积极性大减。

从试点到推广，路还有多长
近年来， 现代学徒制越来越受到

欧洲等地一些老牌制造业国家的重
视。 英国制定了复兴学徒制计划，瑞

士也在不断强化完善体系。当前，
中国需要“打造中国经济升级
版”，需要从低端制造业中转型升
级， 就必须建立起培养现代职业
技术工人的教育体系。

如何让企业参与职业教育，
成为育人主体， 是摆在我们面前
的一个考验。

济南职业学院党委书记王小
平认为， 国家要从顶层设计入
手， 让地方政府更加主动地参与
到这场改革中， 调动企业， 特别
是大型国企的积极性， 让他们参
与到职业教育中来。 “国家应该
对此类项目给予补贴， 但目前缺
乏这样的机制。”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高教所所
长徐胤莉期待能通过法律来引导这项
改革： “被当成现代学徒制范本的德
国， 在 1969年就颁布 《职业教育
法》， 从法律层面严格规定了企业在
职业教育中的权力与责任。 要求职业
教育中有两个施教主体， 即企业和学
校， 学员一般每周在企业里接受3至
4天的实践教育， 在职业学校里接受
1至2天的理论教育， 这是德国现代
学徒制成功的关键。”

还有专家提出， 要效仿澳大利亚
的“新学徒制”，政府以市场为导向进
行运营，采用商业化拨款方式，即根据
学徒的人数、 开设课程的数量与培训
的质量，按照一定的标准拨款。

有一个问题值得引起注意，
要发展中国的学徒制要尊重中国
的国情， 要有自己的特色， 而不
是照搬照抄德国的模式。 “德国
双元制职业教育有一百多年的历
史， 有比较完备的制度， 行业协
会深度参与，企业用工严格规范。
对中国而言， 全盘学习是很困难
的。 现代学徒制的精髓是让企业
深度参与，使校企合为一体，职业
教育的质量得到提升。 遵循这个
原则， 可以因地制宜开展多种形
式的校企合作。”德国工商会上海
代表处总监百丽塔说。

现代学徒制试点， 机遇与挑
战并存。 职业院校准备好了吗？

（上接第一版） 要加强制度建设， 结合实际制定具体的
实施办法， 各高校党委要建立健全配套制度， 并对照
《实施意见》 对现有制度进行一次梳理， 不符合规定的
尽快修订。 要强化督促检查。 各高校党委要对班子成员
学习贯彻 《实施意见》 情况进行监督， 发现问题及时纠
正。 各地区、 有关部门 （单位） 党委组织、 教育工作部
门要结合干部考察、 年度考核、 专项督查等工作， 检查
高校领导班子及成员贯彻执行 《实施意见》 情况， 研究
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国学礼仪
进校园

10月21日， 老师在京剧课上向珠市
小学同学示范京剧表演动作。 当日， 江
西省南昌市珠市小学举行了“内涵式教
育” 展示活动。 近年来， 珠市小学对学
生进行“内涵式教育”： 设立国学、 书
法、 京剧等兴趣课程， 通过国学诵读、
书法练习、 礼仪游戏等形式， 在弘扬中
国传统文化的同时， 提升学生的内涵修
养和道德情操。

万象 摄（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