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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林：
扎进车身涂装的世界

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汽修赛场， 车身涂装
项目比赛正在紧张进行。 来自重庆市立信职业教育
中心的选手吴林， 专注地做着喷涂的每一道工序，
刮灰、 打磨、 调色、 喷涂。 吴林喷涂的板件色泽饱
满， 征服了所有评委， 摘取了这个项目的金牌。

站在向往已久的全国大赛领奖台上， 吴林露出
了招牌式的憨笑：“第一次获得全国大奖，很兴奋。 ”

从小学到初中， 吴林的文化课成绩一直不好，
从来不被老师看好。 变化从他进入重庆市立信职业
教育中心那天开始悄悄发生。

吴林学的是汽修专业， 随着专业学习的深入，
他越发痴迷起来， 一头扎进车身涂装的世界里。 在
实训过程中， 他认真琢磨老师所教的每一个细节，
作好记录； 实训结束， 他还“纠缠” 着实训老师反
复讨论工艺流程； 当别的同学周末出去玩时， 他却
自愿关在实训室里跟自己“较劲”。

一年级时， 他参加校技能大赛崭露头角。 二年
级时， 吴林被学校选入了国赛班。 大冬天一般人穿
着棉袄都哆嗦， 但他的连体工作服却透着清晰可见
的汗渍， 还散发出难闻的油漆味， 洗都洗不掉。

在国赛冲刺阶段，吴林整天泡在实训中心，除了
吃喝拉撒，几乎每天从早上6点练习到晚上11点，有
时候甚至到12点。 几个月的强化训练下来，吴林的
双手被磨得皮都脱落了， 长出了厚厚的老茧。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 大赛期间，吴林凭着坚持
的毅力和那份“憨”劲儿，实现了自己的夺金之梦。

冯凡：
“冯氏套被法”创奇效

冯凡， 成都市礼仪职业中学酒店服务专业高二
学生。 此次参加的是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
酒店服务赛项“客房中式铺床” 比赛。

在大赛中， 凭借一套自创的“冯氏套被法”，
冯凡以2分50秒的成绩取得该赛项的全国一等奖。

“3分钟时间，要完成铺床、套被等一系列动作，
还有严格的标准，真的很难。 ”冯凡告诉中国教育报
记者，客房中式铺床赛项要求很高，铺好的床单、被
子、枕头中线要居中，三线合一，误差按毫米计算。这
一点对于很多选手都是极大的挑战， 而面对这样的
挑战， 冯凡的法宝就是“冯氏套被法”。

今年4月， 冯凡一路过关斩将拿下了代表四川
省参加国赛的资格， 但他总对自己套被子的过程不
是特别满意。 冯凡发现按照传统方法， 先铺平被子
再套被子， 会有很多多余动作。经过琢磨，他发现先
把被套铺好后，只需要定位好两个角，再顺势抖平就
可以了。“这样的方法节约了很多时间。”冯凡正是用
这种方法，从75个人中脱颖而出取得一等奖。

“努力付出，别让梦想只是梦想。 ”冯凡说，刚刚
进校时，他每天过着同样的日子，但又心有不甘。 后
来，他对客房中式铺床这个专业格外感兴趣。进入专
业队之后，他就立志要把这个技能学出个名堂。

为了参加国赛， 他经历了长达一年的训练和近
4个月的集中训练。 在训练期间， 他几乎没有假
期， 早上九点到晚上八九点， 除了休息时间以外，
几乎全部时间都是在实作室度过。

教育改革发展动态 筲/

广东3年投50亿元
建设高水平大学

本报广州7月2日讯 （记者 刘盾 赖红
英） 广东省教育厅今天公布高水平大学建设名
单， 省政府同意中山大学等7所高校和广州中
医药大学中医学等7所高校的18个学科项目，
分别入选广东高水平大学重点建设高校和重点
学科建设项目。

据了解， 中山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暨南
大学、 华南师范大学、 华南农业大学、 南方医
科大学、 广东工业大学7所高校入选。 广州中
医药大学中医学、 中西医结合、 中药学， 广东
外语外贸大学面向国际语言服务的外国语言文
学创新体系建设、 服务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重大战略需求的经管学科融合创新体系建设等
7所高校18项学科， 列入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名
单。

从今年起， 广东省财政3年将拿出50亿元
专项资金， 重点建设一批高水平大学和特色重
点学科。 同时， 进入高水平大学整体建设的高
校， 生均拨款提高到每生每年1.2万元。

旨在打破职教“天花板”的升学新政策，在一些地方却变了味儿——

警惕职业院校片面追求“升学率”
■本报记者 王强 蔡继乐 倪秀

实习生 豆俊杰 7月2日发自天津

7月2日， 天津， 全国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现场。

“获得大赛三等奖以上， 就可
以免试读本科， 这对我来说最有吸
引力。” 楼宇自动化系统安装与调
试项目比赛刚结束， 来自黑龙江黑
鸭山的一名参赛学生在接受中国教
育报记者采访时说。

以前， 高职的学生要想读本科
很难， 很多地方将高职毕业生的升
学比例控制在5%以内。 但是， 近
年来这一政策逐渐放宽。 参加职教
技能大赛获得升学机会就是升学通
道之一， 此外， 还有“3+2” 中高
职衔接、 “3+4” 中职与本科衔接
等， 使更多职教生的“大学梦” 变
得触手可及， 很多学校的升学比
例大幅提高， 从10%到20%不等，
一些中职学校学生的升学率达到
40%。 一些学校甚至拿高升学率
作为招生宣传的重点内容。

对此， 一些专家和部分一线职
校的校长、 教师表示担忧： 职业院
校如果过分强调升学， 与产业脱
节， 学生就失去了就业竞争的优
势， 与职业教育初衷背道而驰。
多地职业院校开设升学班

16岁的天津女孩宁静在天津
仪表无线电工业学校读电子技术应
用专业， 尽管才读一年级， 但她已
为自己确定了3年以后的发展道
路———继续深造。

“职教生不只有就业这条出路，
我很向往大学生活， 毕竟高学历就
业更广， 父母也觉得更体面。” 宁
静说， “现在有了好的政策， 我可
以直接上大专， 以后还可以读本
科， 读硕士， 多好。”

中国教育报记者了解到， 天津
仪表无线电工业学校每年有约
1000名毕业生， 他们毕业时可以
通过学校的升学试点新政选择升
学， 也可以选择就业。 据该校副校
长张丹阳介绍， 从这几年毕业生的
选择情况看， 最终选择升学的学生
达三分之二甚至四分之三以上， 只
有少数学生选择就业。

与天津仪表无线电工业学校情
况类似， 记者采访发现， 很多职业
院校学校的升学率都很可观。

武汉市第一职业教育中心
2014年全校363名学生参加高考，
140人达到本科录取线， 专科上线
率99.4%， 另有91人因在各级各类
职业技能大赛中获奖， 通过高职院
校的单独招生“绿色通道”， 不需
经过高考， 直接被高校录取。

为了让更多的中职学生进入高
职院校， 今年起， 西安职业中专在
学生读三年级时将班级分为普通班
和升学班。 升学班主要强化学生的

文化课和专业技能。
升学班不是西安职业中专的首

创。 目前， 成都、 武汉、 长沙、 青
岛等多地的职业院校都设有类似班

级。 青岛电子学校升学班的本科升
学率达到50%至60%， 大专升学率
达100%。

（下转第三版）

聚焦2015年全国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

2015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举办，教育部职成司负责人指出———

“企业不能绑架和干预大赛”
本报天津 7月 2日讯 （记者

蔡继乐 王强 倪秀 实习生 豆
俊杰） “今年的大赛我们进一步完
善了合作企业管理办法， 任何与大
赛合作和提供设备的企业， 既不能
借机提价， 也不能直接或间接搞培
训。 就是说， 任何企业都不能绑架
和干预大赛。” 在今天下午举行的
2015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新
闻发布会上， 一向讲话风趣的教育
部职成司司长葛道凯， 说这句话时
突然严肃起来。

“今年大赛最突出的特点是我

们在赛项设计上， 尽力引导职教改
革与国家产业转型升级相结合。”葛
道凯举例说，比如，为对接先进制造
业， 今年大赛设置了有关工业机器
人、工业模具、3D打印等赛项，并针
对眼下社会关注度高的“互联网
+”、信息化、4G全网建设、云计算、
智能家居等，设置了相应赛项。

今年大赛还设置了有关健康生
活、 绿色环保、 农产品质量安全检
测、 大气环境监测与治理技术、 风
光互补发电系统安装与调试等赛
项， 并特别增加了有关注重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技艺传承的内容， 设置
了戏曲、 民乐等艺术专业技能， 中
药传统技能、 手工制茶、 中华茶艺
等赛项。

说到今年技能大赛工作的重
点， 葛道凯列举了进一步完善的七
个方面， 除了介绍中特别强调的与
企业有关的两个制度 （即竞赛设备
设施管理办法和合作企业管理办
法） 外， 还包括廉洁办赛、 专家裁
判监督员管理、 成绩管理、 资源转
化等管理办法的进一步完善。

在新闻发布会上， 葛道凯详细

介绍了2015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的情况。 大赛共设15个专业
大类98个比赛项目， 于6月2日至7
月4日在全国17个赛区举行。 参赛
选手10943人， 指导教师近8000
人。 500多家企业参与比赛和同期
举办的相关活动。

另外， 在天津主赛区比赛期
间， 同时举办院校学生技术技能创
新成果交流赛、 职业学校德育工作
交流会、 全国大赛参赛选手就业洽
谈会、 现代学徒制国际研讨会、 职
业院校技能大赛国际化专业成果展
等活动。

筇曝光台 / 筲

黑龙江157名教师
和校领导受惩处

本报讯（记者 曹曦）记者日前从黑龙江省
教育厅获悉， 该省教育系统开展为期半年的集
中整治教师违规收受学生及家长礼品礼金等行
为专项行动的阶段性工作结束， 共查处教师违
规收受学生及家长礼品礼金、 接受宴请和教师
乱办班、乱补课、乱订教辅资料等违规违纪行为
63起，157名教师和学校领导受到清除教师队
伍、降级撤职、取消教师资格等惩处。

黑龙江要求，持续推进集中整治专项行动向
纵深发展，把严禁学校、教师进行有偿补课及在
招生、考试、考核评价、职务评审、教学科研中弄
虚作假、营私舞弊等行为纳入集中整治专项行动
工作范畴。设立教师违规违纪行为举报电话投诉
平台，建立健全学校、教师、学生、家长和社会广
泛参与的师德监督体系。

今后，黑龙江将集中整治专项行动作为师德
师风建设和行风建设的一项主要内容，纳入常态
化管理，开展经常性督查，在抓常、抓长上下功
夫，构建科学有效的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和工
作监督评估体系。

青岛45所民办学校
被限期整改

本报讯（记者 孙军） 日前， 青岛市教育
局民管办发布对全市民办学校2014年办学情
况年检补检结果， 其中， 45所民办学校被限
期整改、 11所学校停止招生、 33所学校停止
办学。

今年4月， 青岛市发布第一批民办学校的
年检合格学校名单， 此次发布的是全市民办学
校2014年办学情况年检补检情况， 200多所学
校年检合格。 市教育局同时发布了被限期整
改、 停止招生和停止办学的学校名单。

据了解， 限期整改的学校共有45所， 若
在今年7月31日前还未达到要求， 将予以停
办。 45所学校中市教育局管辖的有31所， 各
区市管辖的有14所。 被要求停止招生的11所
学校中只有2所是学历教育， 分别是青岛飞洋
职业技术学院和青岛临港职业学校， 其余9所
学校均为非学历教育学校。

河南高中学费占生均
培养成本不得超过25%

本报讯（记者 李见新） 近日， 河南省发
改委、 财政厅、 教育厅联合下发通知要求， 高
中学费、 住宿费按学期收取， 不得跨学期预
收； 开学3个月内， 学生退学或转学， 可退还
一半学费、 住宿费。

河南提出， 从今年春季学期开始， 普通高
中学费标准调整权下放到地方政府， 除学费、
住宿费及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外， 未经财政
部、 国家发改委、 教育部或省政府批准， 不得
向学生收取任何费用。 学校为学生提供住宿
的， 可收取住宿费， 收费标准必须严格按照实
际成本确定， 不得以盈利为目的。

河南强调， 各地要建立普通高中学费标准
动态调整机制， 根据实际按年生均教育培养成
本的一定比例确定普通高中学费收费标准。 现
阶段， 普通高中学费占年生均教育培养成本的
比例原则上不得超过25%。 同时加大普通高中
贫困学生帮扶力度， 从事业收入中提取4%至
6%的经费， 用于减免学费、 设立校内奖助学
金和特殊困难补助等。

三位“金牌选手”的故事
———2015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特写

■本报记者 倪秀
蔡继乐 王强

实习生 豆俊杰
7月2日发自天津

他们只是普
通职校生， 但他们
都怀揣着人生出彩
的梦想 。 从6月2
日到现在， 在全国
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这个特殊的赛场
上， 他们凭着对梦
想的执着和一身过
硬的技能， 一路过
关斩将， 终于站上
最高领奖台， 成为
名副其实的“金牌
选手”。

夺金的背后，
他们付出了辛勤的
努力和汗水。 不妨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其中三位“金牌选
手” 的故事。

蔡阳：
技术就是“敲门砖”

“精湛的技术， 就是我们职校生的敲门砖。” 这
句话是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校学生蔡阳的口头禅，
如今， 他用成绩印证了这句话。

在今年全国职校技能大赛山东分赛场的车身修
复项目中，蔡阳以精湛的技术，完成了门板修复、车
身焊接、车身电子测量3个规定项目，并取得一等奖。

“每天比别人多练习一次， 日积月累就会显示出
效果。” 取得技能大赛国赛“金牌”，蔡阳认为这源于平
时的努力训练。 从高一进校开始，他就给自己制定了学
习规划，每天规定内容学习完成之后，他都会去实训室
转转，有时候是自己练习训练，有时候和工人师傅、指
导老师们聊聊天， 请教一些专业技能方面的知识。

这样的坚持， 从进校到现在， 蔡阳一直没有间
断。 因为专业技能突出， 他一直担任学习委员和专
业课代表， 是同学公认的“技术一号”。

尽管是“技术一号”， 但蔡阳参加比赛时也很
紧张。 比赛前夕， 进入最后的准备阶段， 蔡阳突然
发现自己脑子里一片空白， 动作变形、 流程混乱。
心急如焚的他主动和老师沟通， 还联系上了以前参
加比赛的学长， 请教技能技巧， 打通赛前的心理障
碍。 最终， 他把状态调整到最好。

“付出一定会得到认可， 心态要摆正。” 蔡阳
说， 回想自己这段经历， 他认识到心态的重要性，
自己也更加认识到只要技能过关了， 无论是竞赛还
是就业， 都不是事儿。

（本报记者胡航宇对此文亦有贡献）

天津仪表无线电学校网络搭建与应用比赛现场， 选手在全神贯注参加比赛。 本报记者 樊世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