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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刘盾 通
讯员 黎鉴远） 日前，深圳富
源学校被考生家长质疑存在

“高考移民”问题，引起社会广
泛关注。近日，广东省教育厅下
发《关于做好治理“高考移民”工
作的通知》，向“高考移民”亮剑。

《通知》要求，各地成立“高
考移民”专项行动工作组，在5
月10日前，对从外省转入广东
普通高中学校就读学生的转学
条件，进行全面排查，重点排
查其学籍、户籍转入是否合法
合规。

《通知》 强调，广东各级

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各普通高
中学校必须严格按照有关规
定，抓好学籍管理工作。学校
不得接收未按规定办理转学手
续的学生，不得以虚假信息建
立学生学籍，不得重复建立学
籍；严禁为学生非正常迁移学
籍、空挂学籍、伪造学籍、出具
虚假就读证明；严禁进行虚假
跨省合作办学或虚假一年制中
职招生等。各级招生考试机构
严格进行高考报名资格审查。
对户口跨省迁移的考生，要重
点核查证明材料、家长从业经
历、相关证明文件和印章的真

伪。对发现有弄虚作假等违规违
法行为的，要取消考生报名资格，
并及时向教育行政部门、公安机
关通报情况。

为防范治理“高考移民”违规
落户问题，《通知》还要求各地教
育部门积极协调有关部门，严格
规范户口迁移办理程序，加强跨
省户口迁移监管，严格核查户口
迁移事由是否正当合理，严把入
户关。对不符合户口迁移条件
的，一律不得办理入户；已经落户
的，凡查实以高中转学或以高考
为目的，弄虚作假迁入广东省的，
一律予以清退。 （下转第三版）

广东向“高考移民”亮剑
存在严重造假行为的民办学校依法吊销办学许可

5 月 7 日，2019 年全国职
业院校技能大赛的多个赛项在
天津主赛区同时开赛。其中最
引人注目的，是由天津商务
职业学院承办的本届大赛新赛
项——高职组关务技能比赛。

关务技能赛项专家组专家
介绍，这一新赛项是由往届大
赛中的报关技能赛项结合国家

“一带一路”倡议发展而来，
以培养服务“一带一路”关务
人才为目标，探索世界进出口
信用体系与贸易安全等新业态
下的职业标准、国际标准与专
业教学标准相融合，积极推进
职业素养培育与职业技能培养
相融合，力求引领职业院校培
养技能型、创新创业型关务人

才。
来自全国 28 个省份的 70

支代表队参加了这项比赛。该
赛项重点考查参赛选手进出口
商品归类、报关单证处理与质
量监控、关务方案设计等职业
核心技能以及逻辑思维能力、
时间管理能力、团队合作能力
和创新创业能力等职业素养。

“ 比 如 对 关 务 操 作 能 力 的 考
查，要求学生能够服务中国企
业在‘一带一路’国家进行建
厂投资。”天津商务职业学院
参赛队指导教师张援越介绍。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
赛项的新老交替以及考查内容
的变动，折射出国家相关发展
战略的变化，也体现着行业的

迅猛变革和技术的不断更迭。
在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

开赛的高职组物联网技术应用
赛项肇始于 2012 年，算是一
个“老”赛项，但随着物联网
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该赛项
的比赛内容几乎每年都有变化
和更新。例如，今年该赛项中
加入了 NB- LoT （窄带物联
网）、LoRa （远距离无线通信
技术） 等新的物联网方式，对
选手的技能考查也提出了新要
求。

同一天在天津轻工职业技
术学院开赛的高职组智能电梯
装调与维护赛项，今年迎来了
90 支参赛队，为历年最多。
智能制造业作为国家战略产

业，受到的重视可见一斑。据
该赛项专家组介绍，随着企业
智能电梯技术的不断进步，比
赛也补充了新的内容，比如，
在以往考查单部电梯运行控制
程序设计与调试技能的基础
上，今年新增了对群控电梯程
序设计与调试技能的考查。此
外，由于企业开发出智能排故
系统，因此可以在比赛中通过
远程网络设置电梯故障，从而
考查选手解决问题的能力。

大赛考核内容紧密结合企
业技术的发展，这也对职业院
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
围绕企业变化不断调整专业设
置、课程内容、授课模式，培
养出的人才才能立于不败之

地。
天津商务职业学院国际贸

易学院院长赵加平告诉记者，
学院报关专业学生近年来参加
各类竞赛几乎都能摘得桂冠，
这缘于学院高度重视校企合
作，将企业报关专线引入学
校，让学生在真实环境下真刀
真枪进行实训。此外，该校报
关教研室的教师大多从企业中
来，他们了解企业的需求和行
业的发展，能够根据企业技术
的更新随时调整授课内容。“产
业、行业、企业、职业、专业五业
联动，才能培养出能力强、上手
快的职业院校优秀毕业生。”赵
加平说。

本报天津5月7日电

赛项变动折射产业发展技术进步
本报记者 陈欣然

■聚焦2019年职业教育活动周

5月7日，湖南工业职业技
术学院的实训车间里，3 个 20
多岁的小伙子，正忙碌着，为
即将到来的全国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做准备。过几天他们就要
赶赴重庆，参加“模具数字化
设计与制造工艺”项目比赛。

“3 个人，不算基础工种，
需要熟练掌握的职业工种达到
9 项。”指导教师简忠武领着记
者走到他们身边，介绍这一赛
项。记者发现这 3 个人，名义
上是一个团队，但不见语言交
流，大家只顾认真地干着自己
手上的工作。

原来这个赛项，需要注意力
高度集中。一旦注意力分散，工

匠们手里加工的那些精度以
“丝”为单位（1 丝=0.01 毫米）来
计算的零部件，便极有可能出现
偏差，最终导致产品出现瑕疵，
严重的，甚至无法安装。

“其实，交流分工早就完成
了。”简忠武解释道，每天训练
时，3 人在拿到模拟题后，第一
步就是交流分工，协调好各自职
责。三年级的粟雄负责产品设
计、模具设计和 CAE 分析；同
样读三年级的徐煌，负责数控
编程和数控操机；二年级的张
杰负责模具钳工、抛光、模具
装配与调试。接下来，他们只需
按照各自岗位做好分工，便能合
作完成比赛。 （下转第三版）

吵吵闹闹中练出专注力
本报记者 赖斯捷 通讯员 杨莎莎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
运动 100 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
讲话，指出新时代中国青年要
锤炼品德修为，要把正确的道
德认知、自觉的道德养成、积
极的道德实践紧密结合起来，
不断修身立德，打牢道德根
基，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更
正、走得更远。习近平总书记
这一论述，是对广大青年的殷
切期待与要求，更指明了广大
青年要在时代中建功立业，必
须夯实品德基础。青年强则国
强，而青年强的最集中体现，
恰恰是更持久、更深沉、更有

力量的品德修为。
人无德不立，广大青年学

生应成为开风气之先的鲜活力
量，当好锤炼品德修为的先锋
队。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这
也就回归到了“培养什么人”
这个教育的首要问题上来。培
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
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
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
身的有用人才，立德是其关键
核心所在。锻造真正能肩负起
民族复兴重任的青年学生一
代，就是要积极引导他们秉持
一颗修德之心，锤炼律己向善

的高尚品质，做到明大德、守
公德、严私德，把立德树人融
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
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实
现价值引领、知识传授、能力
培养的有机统一，使之成为先
进思想文化的传播者、党执政
的坚定支持者、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的建设者。

锤炼品德修为，重在自觉
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体
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继承
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吸收
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体现了

时代精神，是党和国家最持
久、最深层的力量。首先，要
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汲取道
德滋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
以“人”为本位展开的，人的
灵魂需要自己通过道德来“管
理”。在新的时代语境下，传
统文化的当代化、青春化、国
际化表达一旦确立，文化认同
感便会扑面而来。其次，要从
英雄人物和时代楷模的身上感
受道德风范。让青年英雄、楷
模成为驱动中华民族加速迈向
伟大复兴的蓬勃力量，让在教
学科研、品德修为、创业奋斗

等方面取得突出成就者，成为
广大青年的榜样。要突出共
享、责任、道德在人格中的位
序，融合为人、处事、做学
问、做好自我等多元精神品
格，构筑起青年“成人”的多
维和谐因子。此外，还要从自
身内省中提升道德修为。从自
身潜能中锤炼青年奉献社会和
服务人民的良好品格，需要强
大的内生性动力，这样的人生

“价值坐标”会更有意义，体
现人之为人的精神向度。

锤炼品德修为，要明辨是
非，恪守正道。（下转第三版）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锤炼品德修为
——七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

本报评论员

5月6日，天津职业大学举办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作品“智慧化工”展示活动。市民走进该
校智慧化实境工厂，了解职业教育取得的丰硕成果。 本报记者 陈欣然 摄

“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个
好地方。自从干起了大包干，五谷
丰登六畜旺，家家户户有存粮。人
强马又壮，来来又往往，日子越过
越欢畅⋯⋯”不久前的一个上午，
湖北省武汉市解放中学八 （7） 班教
室内，思政课教师吴又存不时吟诗
诵词，解析新闻案例，讲到动情处
还唱起花鼓戏，教室里不时爆发出
热烈的掌声。

在前不久的全国学校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吴又存作为
初中教师代表参加座谈会并发言。
作为一名初中教师，吴又存是如何
把思政课上成了学生们最喜爱的课
程？

“ 我 们 不 能 做‘ 贝 多 芬（背 多
分）’，也 不 能 做‘ 赵 先 生（照 本 宣
科）’，更 不 能 做‘ 吴 先 生（误 人 子
弟）’。”从教26年来，吴又存一直秉持
这样的理念，“作为一名思政课教师，
要有强烈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要
让思政课情真意切、发自肺腑、激情
澎湃，为学生成长成才亮起一盏指路
明灯。”

“这节课，我准备了
一辈子”

“教思政课很简单，对着书本画
圈圈。”初踏教坛，吴又存就面临着
前辈们的戏谑。在大家的印象中，
初中思政课是一门学生不爱学、社
会不重视的“副科”，思政课教师往
往与“刻板无趣”“死记硬背”等联
系在一起。

但吴又存偏偏不想走这样的老
路。1999 年，28 岁的吴又存要上一
节公开课“依法保护未成年人健康
成长”。从哪个方面入手？想起当时
未成年人进入游戏厅的现象较为普
遍，他扛着一台摄像机偷偷溜进游
戏 厅 ， 现 场 拍 摄 学 生 打 游 戏 的 场
景，还与游戏厅老板发生了争执。

“他们以为我是要进行录像曝光
的记者。”尽管录像效果不太好，吴又
存还是拍到了宝贵的课程资源，相关
视频引发了学生的强烈共鸣。“思政
课不能假大空，要用真实打动人。”在
他看来，一个“真”字，道出了教育的
根本。

在讲授八年级思想品德第一课
中的“难报三春晖”时，吴又存会在课
堂上讲述母亲为他筹集学费，背着小
木箱走街串巷卖冰棒、提着竹篮子四
处吆喝卖馒头的真实经历。“有些人

认为，这样似乎会消解教师的威严。但我觉得把自己的经历讲给学生
听，可以拉近彼此的距离，让他们感受到我的真诚。”吴又存说。

这种真诚不仅打动了学生，也打动了听课教师。2006 年 10 月，
全国第四届思想品德、思想政治优质课评选活动在南京举行，吴又存
讲授的“难报三春晖”荣获全国一等奖。听完他的课后，著名政治特
级教师、初中组主任评委胡云琬紧握着吴又存的手说：“你的课情感
真挚，生动感人，让老师与学生共同成长。”

现场有一位教师问道：“这节课，你准备了多长时间？”吴又存笑了
笑，用苏霍姆林斯基的话回答道：“这节课，我准备了一辈子。”

此言非虚，吴又存多年来收集了 20 多本思政课资料。只要是符
合教学内容的资料他都分门别类尽收囊中，然后再进行细加工，确保
材料的思想性、趣味性、典型性，以达到从资料中信手拈来、旁征博
引的效果。（下转第三版）

﹃
把
思
政
课
上
成
中
学
生
喜
欢
的
课
﹄

—
—

记
武
汉
市
解
放
中
学
教
师
吴
又
存

本报记者

程墨

通讯员

毛军刚

吴宜芝

乐钢

办好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人物篇

本 报 北 京 5 月 7 日 讯
（记者 施剑松） 北京高校博士
生宣讲团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
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大会上
重要讲话精神宣讲会暨北京市
研究生党员骨干培训学校第十
二期培训班开班仪式今天在清
华大学举行。

今年，北京高校研究生党员
骨干培训班与北京高校博士生宣
讲团专题培训相结合，来自北京近
50所高校约300名研究生参加培
训。北京高校博士生宣讲团的重
要宣讲内容，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纪
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重要
讲话精神。开班仪式后，北京高
校博士生宣讲团团长徐铭拥、中国
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单文鹏和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博士生郭育松分别作宣讲报告，从
不同角度分享了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的体会。

2008 年，北京市委教育工
委依托清华大学成立北京市研
究生党员骨干培训学校，搭建
了研究生党员理论学习、调查
研究和实践交流的工作平台。
2017 年 10 月，北京市委教育
工委、北京市委讲师团联合清
华大学组建北京高校学习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博士生宣讲团，并选拔来自
43 所北京高校的 150 名优秀研
究生党员骨干组成首期讲师。
宣讲团成立一年多来，已累计
宣讲400余场。

北京高校博士生宣讲团再次集结
将向首都高校学生宣讲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

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精神

本报讯 （记者 冯丽） 近
日，西安市政府出台 《关于加
强西安市居住区配套公办义务
教育阶段学校和幼儿园建设管
理工作若干意见》，要求居住区
3 万人口的区域，规划设置一
所初中。新建商品住房项目中
配套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幼儿
园未移交教育部门的，住建部
门不予进行竣工验收备案。

《意见》 提出，资源规划部
门应严格依据国家及地方配建
标准，统筹规划居住区配套义
务教育阶段学校和幼儿园，将
居住区配套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和幼儿园必要建设用地及时纳
入国土空间规划，确保配足配
齐教育设施。资源规划部门在

核提规划条件时，应确定义务
教育阶段学校、幼儿园的办学
规模、建筑规模、用地面积
等。对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幼
儿园均先以公办预留进行配
置，并抄送教育主管部门。居
住区户数在 1500 户及以上的，
应规划建设幼儿园。居住区户
数在3000户及以上的，应规划
建设小学。居住区 3 万人口的
区域，规划设置一所初中。

《意见》 要求，居住区规划
配套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和幼儿
园应与首期建设的居民住宅区
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建
设、同步验收、同步交付使
用。教育部门要参与规划、建
设、验收、移交等各环节。

西安3万人口居住区域须设初中
配套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与首期居民住宅区同步验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