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易鑫 编辑：余闯 设计：白弋 校对：邹大洪
新闻 要闻·

2015 年 5 月 13 日 星期三 03

“我想给爸妈打印一套别墅”
■本报记者 孙军

走进青岛电子学校， 首先映
入记者眼帘的， 就是教学楼上的
巨型电子显示屏上的温馨话语：

“青岛电子学校职业体验活动欢
迎您！” 5月11日， “青岛职业
教育活动周” 启动， 全市城乡
58所中等职业学校全部向社会
开放， 开展“职教义工服务社区
活动”， 部分特色专业还面向市
民开展“职业体验”。

5月11日下午3点半， 淅淅
沥沥的小雨丝毫没有减弱体验者
的热情， 新昌路小学五年级学生
和驻区八大湖社区居民， 参与了
青岛电子学校数字媒体专业对外
展示体验活动。

“只要你说出喜欢的造型，
我们就能打印。” 在3D （三维）
打印实训室， 专业教师刘天真指
导学生用3D软件完成口哨模型
的绘制， 2013级3D打印专业学
生李亮亮指导学生口哨模型切片

处理的过程， 并操作桌面式3D
打印机进行打印。 20分钟后，
一个口哨就打印出来了。

小学生们还亲历了建模设
计、 切片处理、 输出打印等全
过程， 对3D打印的制作流程和
制作技术有了直观感受， 体验
到了顶端数字化制作技术与现
实生活融合的乐趣。 李俊熠同
学在看到3D打印机打印出自己
设计的小物件后不禁跳跃起来，

“我明年母亲节时， 要给妈妈打

印个戒指做礼物， 长大了我还
想给爸爸 、 妈妈打印一套别
墅”。

“职业体验让学生、 家长和
社会零距离了解了职业学校的办
学特色， 进而增加对职业教育的
认同。” 青岛电子学校校长崔西
展说。

5月12日， 青岛商务学校与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
依托“啤酒酿造与包装专业” 的
优势和资源， 走进居民社区， 举

行“啤酒的品鉴” 职业体验活动，
向市民讲授各种啤酒品评知识， 受
到大家欢迎。

青岛交通职业学校结合学校汽
修专业特色， 汽修专业教师带领
学生来到利津路等社区， 为市民
义务检测维修车辆。 校长牟善伟
对现场的市民说： “学校专业教
师中有的是省市技术能手、 汽修
状元， 维修技术没的说， 我们以
后还会走进社区， 为你们解决实
际问题。” /各/地/动/态/ ■■

■聚焦首届“职业教育活动周”

“没想到职校教学如此接地气”
■本报记者 沈大雷

“切出肉丝的宽度要控制在
一毫米左右， 最关键的是掌握好
力道。” 案板上放着4枚钉子，
一个充满气的气球就摆放在钉子
之间， 5月11日， 江苏省扬州旅
游商贸学校烹饪专业大二学生张
月亮就在这样的气球上熟练地切
着肉丝， 引得观众啧啧称赞 ，

“为了练习刀功， 我学了两年。
我觉得做厨师也要精益求精”。

5月11日下午， 江苏首届职
业教育活动周在扬州商务高等职
业学校开幕，扬州市11所职业院
校师生摆开摊位， 向前来参观的
企业、 市民大“秀” 职教风采。

“这些白菜是事先腌制好的，
这边的调味品含有8种食材， 要
经过一周到10天左右才能发酵
成功。” 身穿端正大方的韩服，
江都中等专业学校2012级学生
李诗荃在朝鲜族教师的指导下，
一边制作韩国泡菜， 一边讲解韩

国饮食文化。 “这样做出的泡菜
口味酸辣香脆， 还富有对人体有
益的乳酸菌。”

“真是开眼界了！” 江都中等
专业学校展位前的一款“遥控式
插座”， 引起了大学生小李的浓
厚兴趣。 这款插座由1995年出
生的高悦和王嘉伟完成。 “我们
设计的这款插座， 定位的是‘懒
人经济’。 因为许多人躺在床上
不愿意起身关灯， 我们现在通过
遥控器就能轻松操作电源插座开

关， 还能控制灯光强弱。” 高悦
告诉记者， “社会上有人认为职
校生只能从事低端的工作， 其实
创造性的工作我们也能行。”

一会儿在这儿参观， 一会儿
到那边转转， 扬州市某公司人力
资源经理苏丽忙个不停， “真没
想到职校教学如此接地气。你看，
我们企业正使用的封箱机、 灌装
机等设备，这儿都有。 以后，我们
再碰到生产难题， 就能求助职校
了”。 苏丽告诉记者，她刚跟企业

生产部门负责人打了电话， 今后将
加强同职校的联系。

江苏省教育厅职教处处长尹伟
民说， 全省各地将举办一系列开放
校园、便民服务、优秀毕业生事迹报
告会等活动， 让社会各界感受职教
发展的脉搏，“职教的发展， 也许已
同大家印象中的截然不同。 如今的
职教， 专业建设贴合经济社会发展
需求， 课程设置紧扣培养现代高素
质技能人才的目标要求， 学生成长
成才的道路也更宽、 更通畅了”。

清华大学：

在全国设自主选拔初试考点
本报北京5月12日讯 （记者 万玉凤） 清华大学今天公

布2015年自主选拔初试方案，将在除西藏外的全国各省设立
初试考点，通过自主招生、“领军人才选拔”和“自强计划”初审
的考生，将参加由清华大学自主命题并组织实施的初试。

清华大学自主选拔初试定于6月12日上午9点至11点进
行。为给考生提供方便，减轻考生奔波赶考压力，除西藏外，清
华大学将在每个省份设立一个考点， 根据考生报考人数设定
考场数，大多设在省会城市，西藏考生可自主选择邻近考点。

初试科目为数学与逻辑、 物理探究、 阅读与表达， 考生
依据报名时填报的专业类所指定的测试科目参加相应的测
试。 上海考生由于选考科目不同， 全部参加数学与逻辑和阅
读与表达的测试。 初试主要注重考查学生长期以来所积累知
识的广度、 深度， 以及灵活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院/校/新/闻/ ■■

浙江建高校党委书记
抓基层党建述职制度

本报讯 （记者 朱振岳） 近日， 浙江省高职高专院校党
委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述职会议举行，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等
10所高职院校的党委书记做了公开述职。

2013年5月， 浙江省建立高校党委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
述职制度， 述职对象仅限于省属各本科院校党委书记。
2014年9月， 浙江省委教育工委将述职范围扩大至全省所有
高校党委书记。

浙江省规定， 高校党委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述职每年进
行一次， 本科高校和高职高专院校交替进行。 在各个高校党
委书记书面述职的基础上， 省委教育工委组织召开专题述职
会议，选取部分高校现场述职。述职内容重点包括高校党委书
记履行抓基层党建工作责任制、 近两年完成党建重点任务情
况、 存在问题的分析和思考等方面。 述职后， 由省委教育工
委、 省教育厅领导及相关处室负责人， 应邀参会的省有关部
门领导、 省党代会代表和一线师生党员代表进行实名测评。

北京西城区推优质中学
跨学区办学

本报北京5月12日讯 （记者 施剑松） 今天上午， 北京
市西城区公布最终确定的11个学区划片学校名单。 在新一轮
教改中，西城区将调整14所中学布局，增加两所对口直升小
学，两年新增15个幼儿园等，中学数量将由46所调整至39所。

此次布局调整最大的亮点是优质中学跨学区办学， 进一
步扩大了优质教育资源的覆盖面。 如北京四中分别进驻陶然
亭白纸坊学区、广内牛街学区、广外学区办学；北师大实验中
学到广外学区办学，承办华夏女中，更名为北师大实验华夏女
子中学；北京八中到展览路学区办学，与一五四中学合并。 从
今年起，西城区将调整初中升学政策，中学学区由7个调整为
11个； 推荐派位入学比例调整为不超过小学应届毕业生的
15%；特长生入学，招生人数控制在招生总数的5%左右。

成立创业联盟 开办创意市集 建设孵化基地

东华大学创业教育功夫做在课堂外
本报上海5月12日讯 （记者

董少校） 吃着可口的比萨和鸡
翅， 与同伴交谈着新项目实施构
想， 大二学生于博韬今天在午餐
会上见证了东华大学大学生创新
创业联盟的成立。 他说： “在这
样浓厚的创业氛围中， 我总想做
些什么。”

东华大学把创新创业教育作
为推动人才培养的重要支撑点，
在传统的创业课程教学之外， 着
力营造崇尚创新创业的氛围。 通

过成立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创新创
业联盟， 东华大学开办大学生当
“小老板” 的创意市集， 建设大
学生“一站式” 创业孵化基地，
唤起大学生的创业热情。

于博韬就读于东华大学金融
系， 此前曾和同学投标开办了一
家咖啡馆， 进入装修阶段后， 他
由于更换校区的原因退出了项
目。 但创业的冲动始终驱使着
他， 经过考虑他加入了“贝贝
帮” 项目组， 面向白领家庭孩子

提供晚托班服务。 在今天的大学生
创新创业联盟成立仪式上， 他成为
联盟理事， 与联盟其他成员交流项
目计划， 寻求项目实施的“金点
子” 和资金支持。

“联盟理事长和成员都是大学
生， 他们在自发的组织中碰撞思想
的火花。 学校对联盟给予支持， 让
联盟成为年轻创业达人们找团队、
找项目、 找资金的平台。” 东华大
学就业服务中心、 创新创业教育中
心主任宋丽贞说。

在每年春季举行的“环东华时
尚周” 活动中， 东华大学会举办学
生唱主角的创意市集， 成为学生展
示设计成果、 出售创意产品的“嘉
年华”， 过一把“老板瘾”。 在今年
第七届创意市集上， 数十个摊位前
人头攒动， 手绘T恤衫、 卡通手提
袋、 黏土制品、 自制手镯等创意产
品受到众多学子的追捧。

正在建设的东华大学大学生创
业孵化基地占地2094平方米，建成
后将具备创业咖啡、创业苗圃、创新

创业展示、 创业实践孵化等多种功
能，并依托区校联动开展创业实训、
创业孵化等活动。 基地将于2015年
下半年建成投入使用， 为大学生创
业提供更多空间和柔性服务。

东华大学校长蒋昌俊说： “学
科发展为大学生创业提供了稳固的
专业支持， 而课堂之外的创业氛围
营造鼓动大学生迈出创业第一步，
在创业中养成创新精神， 更好地应
对未来的挑战。 这是新的时代条件
下高校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新路。”

剪纸文化
代代传承

5月12日上午， 郝萱林老人在
山东淄博高新区第八小学给孩子们
传授剪纸技艺。 郝萱林今年79岁，
是中国文化促进会剪纸艺术专业委
员会会员、 山东省淄博市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 （剪纸） 代表性传承
人。 她坚持每周到学校， 给孩子们
上剪纸艺术校本课程， 乐此不疲，
培养孩子们的艺术素养和兴趣爱
好， 推动剪纸艺术的传承。 “孩子
们喜欢， 剪纸艺术也有人传承了，
我就特别高兴！” 郝萱林说。

本报记者 魏海政 摄

（上接第一版） 在一系列项目的
推动下， 我国涌现了一批办学特
色明显、具有品牌专业、具有“双
师”素质队伍，深受企业和学生欢
迎的知名职业院校。同时，在经济
并不发达、东西部发展不平衡、城
乡差距大的社会背景下， 我国形
成了若干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
育发展经验，如示范校建设、职业
教育园区建设、 职业教育集团建
设、 职业院校学生资助政策， 等
等。 这些经验引起了国际社会的
广泛关注， 我国职业教育在国际
社会的影响不断扩大。

经过多年发展， 我国职业教
育已经在国内外树立了良好新形
象。 但我们也应看到， 职业教育

仍然是教育领域的薄弱环节， 总体
发展水平不高， 社会吸引力不足。
我们唯有通过加速推进现代职业教
育发展， 不断打造职业教育新形象，
才能引导全社会确立尊重劳动、 尊
重知识、 尊重技术、 尊重创新的观
念， 促进形成“崇尚一技之长、 不
唯学历凭能力” 的社会新风尚， 提
高职业教育社会影响力和吸引力。

我们相信， 在“劳动光荣、 技
能宝贵、 创造伟大” 的时代风尚中，
在服务产业转型升级、 支撑中国制
造的进程中， 随着“职业教育活动
周” 的广泛开展， 以及由此推动的

“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 的局面进一
步形成， 我国职业教育的新形象将
更加美好。

打造新形象引领新风尚
（上接第一版） “这个系统可
以通过手机遥控家中电器， 应
用前景广阔， 现在已有公司和
我接洽。” 张云佐说。 这是河
北科大推行创新与创业并举，
提高大学生创业就业能力的又
一成功范例。

除举办各类科技创新比
赛， 2010年河北科大推出以

“倡导关心关爱学生、 激发创
新创业热情” 为主题的学生
节； 2012年成立创新创业中
心， 对大学生进行创业实训；
2013年新建占地1800平方米
的大学生创业项目孵化基地，
现入驻40个创业团队。

“两年间， 我们举办创业

大讲堂11次， 完成创业帮扶115
个， 带动就业超过500人。” 该
校大学生科技创新创业中心主任
孟斌说。

近3年河北科大已经有“可
回收的一次性碗碟技术” 等31
项大学生科技成果顺利转化。 其
中电气学院武力研发的“ZLY系
列不孕症诊断治疗仪” 在20多
个省份的医院推广， 治愈患者超
10万例。

“一年级时自己还是旁观者，
二年级开始就参加比赛了。 我发
现， 原来科技创新离我们并不遥
远。” 机械学院学生刘瑞龙说。
同样在参加学校科技比赛中， 刘
瑞龙从南方大雪造成高压线结冰

事件得到启示， 设计制作出高压
线自动除冰装置并申请专利。 目
前， 已有多家电网公司提出合作
意向。

据统计， 河北科大每年有
近万人次大学生参加各种国内
外赛事， 近5年来学生共获得国
际和国家级奖励221项， 其中一
等奖43项； 获得省级奖励265
项， 其中一等奖43项。 本科毕
业生就业率连续12年达到96%
以上。

个性化教育改革， 已经让河
北科大创新创业人才层出不穷。

“我们现在是‘牧星湖上群星璀
璨’。” 站在校园里的牧星湖边，
计卫舸笑着说。

成长，就是要不一样

教育部职成司司长做客人民网

抓职教就是抓经济抓民生
本报北京5月12日讯 （记者 赵秀红） 教育部职成司司

长葛道凯今天接受人民网访谈， 围绕今年国家职业教育活动
周的“支撑中国制造 成就出彩人生”主题，与网民进行交流。

葛道凯说， 职业教育就业率保持高位， 2014年中职生
就业率接近97%， 已连续9年就业率保持在95%以上。 高职
毕业生半年后的就业率接近91%， 而且后劲很足， 毕业后3
年， 月收入比毕业后半年翻了一番还要多。 这个增长幅度远
远高于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水平的增幅。 “这反映了职校
学生就业后被单位认同、 被社会认同。” 葛道凯说。

葛道凯分析说， 职校毕业生的就业结构紧贴产业结构调
整， 直接服务于区域发展和城镇化。 比如， 将近64%的中职
毕业生在本地就业。 他特意提到了职业教育就业对口率逐年
提高， 去年中职就业对口率近76%， 高职64%， “这些都从
实际证明， 抓职业教育， 就是抓经济， 就是抓民生”。

在访谈中， 葛道凯向广大网民介绍国家设立职业教育活
动周的意义。 他认为， 职业教育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联系最紧
密、 贡献最直接、 见效最快捷。 中国经济发展到了关键转型
期，除了需要拔尖创新人才，更需要一线的技术技能人才；社
会发展进入攻坚期和深水期，能就业、就好业，是改善民生和
社会保障最基本的途径， 职业教育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具
有长效性、兜底的作用；教育改革是社会的热点，职业教育在
引导社会力量办学、探索混合所有制、完善学校治理结构等方
面的改革，为整个教育领域的改革积累了宝贵经验。

在总结过去十几年职业教育发展道路时， 葛道凯认为，
最主要的成就是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发展道
路， 重点抓了六个方面工作： 发展并且坚持职业教育和普通
教育大体相当的教育结构， 深度构建产教融合、 校企合作的
机制， 着力完善制度和标准体系， 增强专业和产业发展的吻
合度， 提升人才培养的质量， 促进教育公平。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高端人才应聘自己定待遇
本报南京5月12日讯 （记者 沈大雷 通讯员 贾冰

方向） 今天，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发布第八次全球招聘公告，
该校地球系统模拟中心等6个研究平台和大气科学学院等19
个院 （部、 中心） 面向全球招聘高层次人才。 “让高端人才
自己提出工作计划和目标， 自己提出待遇保障要求”， 这样
一条大手笔的揽才“攻略”， 尤为引人注目。

此次招聘的高层次人才包括领军人才 （团队）、 高端人
才 （团队） 和骨干人才。 其中， 高端人才 （团队） 由本人提
交简历、 5年工作规划和待遇要求， 学校经组织评价并认可
应聘者学术水平、 发展潜力后， 与应聘者签署工作协议； 工
作后主要依据本人的工作计划、 目标进行考核并发放相关待
遇。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校长蒋建清说， 今年学校在招聘中让
高端人才自己提出工作计划和目标， 自己提出待遇保障要
求， 将更加尊重人才成长的自身规律和科技创新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