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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话 /

/ 一家之言 /

“放假啦！”孩子们一边蹦蹦跳
跳，一边开心地欢呼着。这样的场景
感染了许多前来接孩子的家长。不
过，对于有些孩子来说，走出校门没
几天又得背上书包了，因为他们假期
中的大部分时间将在“课堂”上度
过。

有记者调查发现，许多家长已经
早早地为孩子报了班。调查中，对于

“是否有计划让孩子参加暑期培训
班”这一问题，54%的家长表示“有
且已经报名”，28%的家长表示“有
但还未报名”。据了解，一些机构为
了“备战”暑期，早在一个多月前就
推出了各种“报名优惠”措施，并打
起了宣传大战。

突出“重围”？

/ 快评/

未来的世界是属于创新者、创业者的世界，高校
作为人才培养重地，必须在教育形式、内容和结构上
深化改革，做好创新创业教育，提高大学生创新创业
能力，提高创业成功率。只有具备一定创业能力的创
业，才是靠谱的创业、有价值的创业。评

今日

锐
近日，麦可思研究院联合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7年中
国大学生就业报告》 显示，我
国大学毕业生自主创业比例连
续 5 年上升。大学生毕业即创
业比例从 2011 届的 1.6%上升
到 2017 届 的 3% 。 报 告 还 显
示，毕业半年后自主创业的
2013 届本科生中，有 46.2%的
人 3 年后还在继续创业。毕业
半年后自主创业的 2013 届高
职高专毕业生中，有 46.8%的
人 3 年后还在继续自主创业。
也就是说，3 年后有超过一半
的创业者退出了创业。

“双创”号角的吹起，一

系列鼓励大学生创业优惠政策
的出台，激发了青年大学生的
创业热情，为青年大学生创业
提供了更好的环境和条件。大
学生毕业即创业的比例也从
2011届毕业生的1.6%上升到了
2017 届毕业生的 3%，毕业后
半年内创业的比例从 2013 届
大学生的 2.3%，上升到 3 年后
的5.9%。不过，与美国大学毕
业生 22%—23%的创业比例相
比，我国大学生创业比例还处
于比较低的水平，还应继续加
大支持力度。

但是，鼓励大学生创业，
并不意味着鼓励大学生毕业就
创业。是否毕业即创业不能一
概而论，对于不同毕业生的不
同情况，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
析。大学生一毕业就创业，虽
然冲劲比较足、成功压力较
小，却存在很多不利因素。大
学毕业生对市场把握不准、对

行业动态了解不够深入、创业
方向出现偏差、社会经验不
足、团队建设和管理能力不
足、一定阶段后资金和人脉捉
襟见肘等问题，随着经验积累
才会有所改善。

当然，评判创业的价值不
能简单以创业成功率论英雄。
失败乃成功之母，青年大学生
积极投身创业浪潮，就算暂时
失败了，也必然能从创业的过
程中收获不少。不管是对他们
今后职业的发展，还是二次创
业，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用
包容、开放的心态看待失败，

为他们营造一个宽容失败的创业
环境，也是对青年大学生创业的
鼓励和支持。

但报告显示的 3 年内超过一
半创业人群退出创业，以及各类
调查所呈现的较低创业成功率，
都揭示了创业的巨大风险。对
此，青年大学生在毕业之际选择
创业时，一定要慎重，要综合分
析创业项目可行性、自身实力以
及各方面资源情况，而不是盲目
跟风。以盲目创业换来的失败教
训，虽然也值得借鉴，但代价过
于沉重，是对创业者本人时间精
力以及社会资源的多重浪费。这

样的创业显然不值得鼓励和提
倡，这也是许多知名企业家公开
反对大学生毕业即创业的理由所
在。

我国的创新创业教育起步较
晚、课程体系不完善、师资比较欠
缺，在提高大学生创业能力，为创
业者提供创业服务支持等方面仍
显不足。如不少高校成立了创业
孵化园，但不少创业孵化园只是
提供了办公场地，难以为大学生
创业提供专业性的咨询辅导和必
要服务，这些都制约着大学生创
业能力的提升。针对大学生创业
率、创业成功率较低的情况，高校
尤其需要努力完善创新创业教
育。说到底，鼓励创业须建立在
健全的创新创业教育基础上。

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应当
以培养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
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为
核心，不仅要提高大学生的创新
创业意识，还应就大学生创业中

可能遇到的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
教学，不断完善创新创业课程体
系，增强课程与市场的契合度，满
足大学生创新创业的内在需求。
同时，大学生创业成功也离不开
优质的创新创业服务平台，离不
开政府支持、企业帮助，以及各类
园区的服务和社会的参与。

创业维艰，创业是一个从 0
到 1、从无到有的过程，成功往
往建立在诸多失败之上。创业成
功的光环是令人羡慕的，但这条
路并不好走。未来的世界是属于
创新者、创业者的世界，高校作
为人才培养重地，必须在教育形
式、内容和结构上深化改革，做
好创新创业教育，提高大学生创
新创业能力，提高创业成功率。
只有具备一定创业能力的创业，
才是靠谱的创业、有价值的创
业，才能更好地推动个人发展、
社会进步。

（作者系本报记者）

提升创业能力才能开拓广阔未来
杨三喜

据媒体报道，教育部近日与天津、河
北、陕西等 13 个省份签订了学校美育改革
发展备忘录。令人眼前一亮的是，该文件明
确界定了政府、教育部门、学校的三级责
任，制定改革时间表与路线路，全面设立评
价制度等。“干货”十足，值得期待。

近代以来，教育界对美育逐渐重视。
“美育”一词，本就是蔡元培先生从德文中
首译而来的。哲学家康德就认为“美是道德
的象征”，人的审美判断同时具有认识和道
德的双重属性。实现“立德树人”的教育目
标，无须刻意灌输，而以美之追求、文化之
熏陶的春风化雨，实现不教之教，才是理想
的状态。“认识”与“道德”的一体两面，
展现了美育与智育、德育的天然联结，其对
学校教育的意义不言而喻。

但从现实看，这种天然的联结性并未在
学校的教育序列中得到足够重视。智育的现
实强势、德育的传统惯性，都会抑制乃至边缘
化美育。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教
育部提出的美育改革发展措施，其意除了改
善当下校园的生态，更是对社会、未来的前瞻
性投资，可谓既解近忧亦谋远虑。

面对薄弱的美育建设基础，硬件的匮乏尚
在其次，转变观念、坚定立场才是首要任务。
出台的备忘录强调了政府承担“推进学校美育
改革发展”的主体责任，这是给教育界吃了颗

“定心丸”。只有获得政府的大力支持，政策、
资源、制度、效能等一系列障碍，才可能或击破
或缓解。改革的底气正是源于此。

其次，就教育部门来说，加快师资培养
力度是当务之急。教育部新发布的《全国义
务教育阶段美育师资状况分析报告》 指出，
我国缺少美育教师近 4 万名。对此，各地一
方面要根据时间表和路线图，稳步配齐师资
缺口，另一方面应尽量多途径提升美育师资
整体素质，建立并完善教师培养、培训、研
究和服务一体化机制，积极开展市区级以上
的对外交流，并吸引优秀人才。对于短期内
师资缺口较大的地区，甚至可以联合、依托
相关文化部门，组建美育或艺术教学联盟、
文艺工作者援教组织，以支教的形式完成过
渡。毋庸置疑，只有师资实现在“质”与

“量”上的高水平提升，美育改革的关键节
点才算被彻底打通。

学校作为落实美育的责任主体，义不容
辞地在音乐、美术、绘画、戏剧等课程开
发、实施、管理、评价等方面负有责任。学
校须按照课程设置方案和课程标准、教学指
导纲要，校本化、特色化地开设丰富优质的
美育课程，开齐上好美育课程，乃至建立美
育课程实验基地，鼓励学生参与社区、街
道、乡村文化艺术活动等。可以想象，当这
种“自下而上”的实践经验积累得足够多
时，必会反向推动教育行政部门的改革决策
走向蓝海，形成一种良性互动。

当然，各地各校因发展历史、经济基
础、教育现状等水平参差不齐，不论是时间
表、路线图，还是教育教学模式、制度、考
核等，均不可能完全一致。立足现有基础，
多措并举，循序渐进，方是务实的态度。就
现有情况看，师资、资源、机会多向农村倾
斜，多向边远、穷困、民族地区倾斜，应是
大势所趋。

（作者系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金沙中学
教师）

美育建设
需要“立交桥”

邱磊

王铎王铎 绘绘

据《人民日报》报道，近
日，有机构发布了一组中日儿
童青少年体质健康调查结果。
在 2014 年和 2016 年，对近万
名两国 7—18 岁的儿童青少年
体质抽样测试结果表明，中国
儿童青少年身体形态指标 （身
高、体重等） 大部分年龄段高
于日本，但日本儿童青少年在
心肺耐力、柔韧性和灵敏协调
性等方面高于中国。而在力
量、速度等体能指标方面，虽然
中国低年龄段与日本的差距有
所缩小，但随着年龄段增长，差
距又被拉大。

为什么中日两国青少年体

能指标差异会引起舆论关注？
犹记得 1993 年，青少年问题专
家孙云晓的长文《夏令营中的
较量》引爆舆论场。从那时起，
两国青少年在身体成长、体能
训练等方面的差距，就一直牵
动国人的神经——再苦不能苦
孩子，孩子的身体健康与国家
未来命运有关，这无疑是不少
人关切此话题的思维出发点。

然而，两国年轻人体能优
劣之分，并不能简单地以身
高、体重、力量、柔韧性等因
素来量化。这一方面是因为，
决定上述指标高低者，既与遗
传基因有关，也关涉到后天的

营养、训练和生活环境等。随
着中国国力愈发强盛，年轻人
体质随之变好，很大程度上是
因为再无生存之艰辛，国民无
冻馁之虑，年轻人各个成长阶
段都能得到较好的营养。通俗
来讲，正因为“吃得好了，营养
够了”，中国年轻人身高、体重
开始优于同龄的日本青少年，
这是一个意料之中的结果。

但是，经济发展和生活富
裕并不等于可以获得身体健康
和优质体能。比如，青少年的
肥 胖 症 就 是 典 型 的 “ 富 贵
病”，曾有中山大学的学者在
广州、北京、上海等十个城市

调研抽取300个10—22岁超重青
少年样本发现，近年青少年肥胖
人数的增长速度已经超过成人，
其中一线城市的“小胖墩”现象
尤其明显。超重带来的身心危
害也是明显的，不仅会带来诸
多潜在疾病风险，还会影响年
轻人的心理健康。此前有调查
称，我国超重青少年健康状况堪
忧，大多超重青少年的饮食结构
不合理，不喜欢运动，且有 52%
的调研对象对自己感到不满意，
常有负面情绪。

至于这次调查数据呈现出来
的信息——日本儿童青少年在心
肺耐力、柔韧性和灵敏协调性等

方面高于中国，值得警醒和反
思。人尽皆知健身训练和体育教
育的重要性，但青少年在应试压
力、父母过于重视孩子知识学习
之下，背负的压力已然不小，若
要兼顾体能训练，的确是过于苛
刻的要求。其中的道理是不言自
明的：可以设想，一个高中生如
果酷爱体育运动，甚至把写作业
的时间花在打球、跑步上，很可
能会面临来自老师和家长的指
责。而在许多人的“偏见”里，
年轻人将大量精力放在体育上，
也是不好好学习的表现。

这些旧的观念导致的结果就
是，教育重心偏重书本和考试，

而体育时常被忽视。学校体育课
时常成为语数外等“主科”最爱
占课的时间，既然学校不重视，
学生也很难从体育课上获取强烈
的价值认同。而在家庭教育里，
能开明地让孩子“会学会玩”的
家长实在稀少，大多数人还是会
竭力“配合”学校教育的思路，
让孩子把业余时间用在功课上。
至 于 体 育 锻 炼 ， 则 是 无 足 轻 重
的。另外，社会上为年轻人提供
体育锻炼的场馆、设施依然是不
够 的 。 从 公 共 资 源 利 用 的 角 度
看，给予年轻人更多体育训练的
资源依然有待加强。

（作者系媒体评论员）

青少年体能训练要“弱处”着力
黄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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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招聘岗位

根据西安交大韩城基础教育园区发展要求，
本次需要招聘校园长、副校长（副园长）、中层管理
干部、中小学各学科教师、幼儿教师、行政管理、会
计、出纳、校医、网络管理员等各类岗位人员。

二、招聘条件及要求

1.校园长：年龄50周岁以下（特别优秀的年龄
可适当放宽），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校园长正职
需具有高级职称和3年以上校（园）长工作经验；校
园长副职需具有中级职称和 3 年以上中层管理工
作经验（同等条件下具有校园长任职资格证书的
人员优先）。

2. 教师：具有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具有相应
教师资格证。中小学教师要求年龄 45 周岁以下,
获得省级或市级教学能手及以上荣誉的教师可放
宽至50周岁；幼儿园教师年龄为35周岁以下,获得
省级或市级荣誉称号的教师可放宽至40周岁。应

届毕业生应聘小学教师岗位应具有学士或硕士学
位，应聘中学教师岗位应具有硕士或博士学位（含
免费师范生）。特别有经验、有能力的一线教师，
条件可以适度放宽。

3.行政人员：年龄40周岁以下，具有全日制本
科及以上学历，有两年及以上相关工作经历，办公
自动化操作熟练。

4.财会人员：年龄40周岁以下，具有全日制本
科及以上学历，有两年及以上相关工作经历，有会
计从业资格，熟练操作财务软件。

5. 校医：具有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医
师资格证书，有两年及以上相关工作经历。

三、薪酬待遇

凡被我校录用的校园长、优秀名师、外籍优秀人
才参照韩城市引进高层次人才办法的规定落实相关
待遇。中、小、幼校（园）长年收入30万元左右；全国优
秀教师、正高级教师、特级教师、有突出贡献专家、博
士研究生、外籍教师待遇面议；省级学科带头人、省级

教学能手、市级学科带头人待遇从优；骨干教师年收
入15万至20万元左右，教师团队平均薪酬不低于10
万元；行政人员、会计、出纳、校医等按照事业单位人
员薪酬标准执行。

四、招聘程序

（一）报名
1.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17年7月15日。
2.报名需提交的个人信息材料：

（1）本人简历（简历中注明应聘岗位）；
（2）居民身份证、学历证书、教师资格证书及

职称证书；
（3）近期一英寸免冠照片（电子版）；
（4）被县级以上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授予优秀

校长、优秀教育工作者、优秀教师、骨干教师等荣
誉称号的证书。

3. 报名方法：本次招聘采用电子邮件报名，应
聘者将个人简历按照“应聘岗位—姓名—身份证
号码”格式命名，与上述证件、证书、资料的电子扫

描件打包压缩后（大小 10MB 以内）以附件形式发
送至 jdhcxxzp@vip.126.com。邮件主题及附件名
称统一按照“应聘岗位—姓名—身份证号码”格式
填写，各种材料需清晰命名。

（二）资格预审
报名工作结束后，组织方将对应聘者的报名

资格进行预审，对预审合格者进行电话或电子邮
件通知。

（三）笔试和面试
1. 笔试。笔试为公共科目考试，采用闭卷的

方式进行。笔试内容包括职业道德、教育政策法
规、教育学、心理学等，管理岗位重点为学校管理
知识笔试。

2. 面试。教师面试主要测试实际教学能力；
管理岗位面试主要测试竞聘者的领导能力、个性
特征及综合素质等，突出检测竞聘者解决工作中
实际问题的履职能力。

（四）联系电话
18892180002 15929260002 韩老师

·招聘信息·

西安交大韩城基础教育园区2017年招聘招聘招聘招聘招聘招聘招聘招聘招聘招聘招聘招聘招聘招聘招聘招聘招聘招聘招聘招聘招聘招聘招聘招聘招聘招聘招聘招聘招聘招聘招聘公告
西安交大韩城基础教育园区是西安交

通大学本着“立足陕西、融入陕西、服务陕
西”的发展思路，按照“大学城市合作大有
可为，名校名城互动空间无限”的发展理念
与韩城市共同打造的一所高起点、高标准、
高品位、现代化的民办非营利性学校。

西安交大韩城基础教育园区位于陕西
省韩城市新城小南区，规划占地面积 911
亩，总投资13.7亿元，总建筑面积38.8万平
方米。包括：西安交大韩城高级中学、西安
交大韩城初级中学、西安交大韩城小学、西
安交大韩城幼儿园 4 所学校。学校均由西
安交通大学负责管理运营，配备师资。
2017 年 9 月正式开学，未来总规模将达到
高中 60 个班、初中 42 个班、小学 42 个班、
幼儿园24个班。

现根据学校的发展需要，面向社会公
开招聘校级领导及教职工，具体公告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