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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百万扩招聚焦

本报讯（记者 方梦宇）记
者日前从安徽省教育厅获悉，今
年安徽省将全面启动面向社会
人员扩大招生工作，鼓励社会人
员报考高职院校，也鼓励企业支
持员工组团带薪就读。

据悉，此次扩招的报名安
排已在今年高考前启动。招生
院校组织符合报名条件的考生
先在网上报名，到所报考高职
院校进行现场确认。今年10月
将面向2019年退役士兵再增加
一次补报名。

为扩大优质资源，安徽鼓
励应用型本科高校举办高职教
育，鼓励高职院校优质中职学
校合作培养五年一贯制高职学
生；支持现有师范学校与相关

高职院校合作，扩大学前教育
等专业招生规模；支持应用型
本科高校和优质高职院校在厅
直属中专等优质中职学校设立
专业学院合作培养高职学生；
鼓励区域、行业职业教育集团
内中高职学校联合办学。支持
应用型本科高校、优质高职院
校与其他高职院校合作共享办
学资源。

根据规定，退役军人、下
岗失业人员、农民工、新型职
业农民等考入高职院校，都可
享受一定的资助政策。符合

“农民工求学圆梦计划”“一村
一名大学生”和村“两委”学
历提升计划招生对象的学生可
按有关规定申请学费减免。

安徽鼓励应用型本科高校
举办高职教育

本报讯 （记者 龙超凡）
福建省教育厅近日印发 《关于
做好2019年高职扩招专项报名
工作的通知》 明确，该省高职
扩招专项考试采取“文化素
质+职业技能”的考试方式进
行，录取则由各高职院校按照
招生计划和考生考试成绩确定
拟录取名单，经审核通过后予
以正式录取。

福建高职扩招专项考试报
名对象是普通高中、中等职业
学校 （含技工院校） 毕业生和
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员、农
民工、新型职业农民等人员。
已报名参加今年福建省普通高
考的考生，不再参加此次报
名；若未被录取，届时可报名

参加今年高职扩招专项考试。
福建高职扩招专项报考分“应
届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毕
业生”“退役军人”“下岗失业
人员”“农民工”“新型职业农
民”“往届其他”等六类，考生
根据本人情况准确选择，志愿
填报和考试时间安排在普通高
考录取之后进行。

福建规定，对于获得全国
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一、二、三
等奖和全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一等奖的中等职业学校毕业
生，予以免试录取；对于取得
相关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含在
军队取得的相应技能等级证
书） 的考生，报考相关专业可
免予职业技能测试。

福建高职扩招考试
考“文化素质+职业技能”

“大二时，我就在老师教导
下，通过了华为的中级认证。
由于到企业直接就可以上手，
毕业时企业给我的薪酬比其他
人要高出一截。”深圳职业技术
学院 2015 级毕业生徐剑波目前
从事认证培训工作，从曾经的
被 培 训 者 升 级 成 为 “ 认 证 教
头”。他仅是深职院—华为培养
信息通信技术技能人才“课证
共生共长”模式受益者之一。

自 2006 年起，深职院联姻
华为这一行业领军企业，大力推
进企业能力导向的人才培养模
式改革，共建专业、共建课程、共
训师资、共建平台、共育人才。
该校信息通信类专业课程体系
和华为工程师认证体系共生共
长，在教学过程中融入企业培训

认证体系，学生在知行合一中习
得真功夫，在学校所学知识、技
能与企业岗位需求无缝对接。

校企携手共破
产教融合难点

“2006 年，我们就要求每
名学生都要考一个跟专业相关
的资格证书。但好多应届毕业
生反映，他们应聘时很多企业
对 他 们 的 职 业 资 格 证 看 都 不
看。”深职院副校长马晓明时任
学校通信工程系主任，他深知
信息技术产业发展日新月异，
人才需求也随之变动，而职业
技能鉴定证书考试内容由于更
新不及时，滞后于产业发展。

例如，当时手机维修工是
移动通信技术专业要考的一种
技能证书，但用于考试的一款
手机，企业已停产近两年。

问 题 出 在 哪 儿 ？ 如 何 破
题？经过大调研、大讨论，深
职院由内而外地找问题、求方
法。

“浅层次的原因是‘产教两

张皮’，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滞后
于行业企业人才需求。但深究
根本原因，是当时很多高职院
校人才培养模式像是本科教育
的‘压缩饼干’，课程架构以本
科教育学科体系为根本指导，
却没有凸显出产教融合特色。”
深职院党委书记陈秋明直指痛
点，教师教学能力与产业行业
用人需求脱节；校企合作不深
入，缺乏持续性、连贯性、长
期性。

岗位技能训练能否借助校
企合作实现？深职院在实践中
发现，难度很大。浅层次的校
企合作，企业生怕扰乱正常生
产秩序，只让学生参观生产现
场；但如果找不到有力抓手，
构建出双方都长期有利可图的
合作模式，深度合作很难持续。

“产业行业最新技术标准、
岗位需求、用人数量，是职业
院校人才培养指南，而这掌握
在企业尤其是行业龙头企业手
中。只有双方强强联合，人才
供给侧才能精准对接行业需求
侧。”马晓明再三强调，职业院

校一定要想清楚校企双方内在
核心需求，探寻出深入持久、
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才能构
建共生共长、相互融通的命运
共同体。

自 2006 年起，深职院、华
为就开始深入磨合合作模式，
回应双方发展内在需求。深职
院不仅看重华为先进的理念、
设备、技术、标准，更看重华
为构建的信息通信技术产业人
才生态体系。华为也意识到，
自己的内训体系难以满足庞大
的上下游用工需求，需要引入
深职院这类优秀高职院校合作
者，为其产业链培养“零适应
期”的 ICT （信息通信技术技
能） 人才。

课程体系无缝
对接华为认证体系

“行业企业最认可的用人标
准，就是我们构建课程体系的

‘锚’。”马晓明介绍，华为认证
体 系 覆 盖 ICT 行 业 全 技 术 领
域，被全球 150 多个电信等行

业采用，华为认证工程师是信
息通信技术技能人才标杆。该
校信息通信类专业人才培养方
案与华为认证体系互嵌共生、
互动共长，课程体系紧密对标
华为认证技能模块。学生培养
质量、就业水平“水涨船高”，
通过认证的毕业生供不应求。

华为认证是为成熟在岗工
程师量身打造的，他们都具有
相对丰厚的理论功底和工作经
验，而深职院信息通信类专业
学 生 基 本 都 是 零 基 础 的 “ 小
白”。如果直接复制，一定会出
现“水土不服”现象。

如何实现有机融合？深职
院攻关小组深入研究分析华为
认证，将其知识、技能体系进
行解构、重构。他们在改革实
践中发现，华为认证知识、技
能需求要转化为学生的素养、
能 力 ， 最 根 本 的 着 力 点 是 课
程。该校就在适合学生学习、
教师教学的基础上，比着华为
认证体系的葫芦，画出信息通
信类专业课程体系的瓢。

（下转第二版）

深职院课程体系与华为工程师认证体系互嵌融通，人才链无缝对接产业链——

课证共生长 携手育人才
本报记者 刘盾

■聚焦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系列报道

获奖项目：“深职院—
华为培养信息通信技术技
能人才‘课证共生共长’
模式研制与实践”

获奖等级：特等奖

本报讯 （记者 柴葳） 根
据教育部直属机关“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
方案，6 月 24 日—26 日，教育
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总督学
郑富芝前往甘肃省兰州市和临
夏州调研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
建设及民办义务教育等情况。

调研期间，郑富芝深入临
夏州东乡县考勒乡三塬学校、
临夏市第一中学、兰州市安宁
区实验幼儿园、盛蕾保育院、
兰州东方中学、兰州天庆实验
中学进行实地调研，并与甘肃省
政府、发改委、教育厅、自然资源
厅、住建厅以及兰州市、临夏州、
城关区、安宁区、临夏市、东乡县
等相关市州、县市区政府及教
育部门相关负责人和学校校长
等进行座谈。

座谈中，郑富芝对甘肃省
开展城镇小区配套园治理工作
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甘肃
省由副省长担任组长，教育、
住建、自然资源等部门协同配
合，共同抓这项工作，摸排工
作扎实而细致。城镇小区配套
园治理工作既是体现坚持人民
立场的重大政治任务，也是重
大民生问题，一定要认真领会
中央精神，按照国办通知要
求，坚定不移地抓好治理工
作。要吃透政策法规，坚持分
类治理、精细治理，避免“一
刀切”的简单化处理。

在深入调研了甘肃民办教
育发展情况后，郑富芝指出，民
办教育是国家教育的重要组成
部分，为我国教育事业发展作出
了重要贡献。（下转第二版）

郑富芝赴甘肃实地调研城镇小区配套
幼儿园建设及民办义务教育

因地制宜开展配套园建设
引导民办教育规范发展

➡ 详见第三版➡➡

【高教周刊】

新时代如何发展中外合作办学

““不忘初心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进行时主题教育进行时

“工作中有两件事情能让我
兴奋，一是跟学生谈话，二是给
学生上课。”近日，刚荣获 2019
年“最美高校辅导员”的山东大
学教师范蕊告诉记者，“我喜欢
和学生在一起，他们身上涌动着
的是年轻向上的活力。”

从事辅导员工作 13 年来，
范蕊为学生写下了 1300 多篇原
创文章；“陌上花开”微信公众
号拥有粉丝近两万人，回答学
生提问几万条；“爱情与婚姻”
选 修 课 4 年 来 每 学 期 选 课 爆
满，被学生评为“最适合情侣
旁听的课程”，建立情感教育工
作室，情感教育正逐步打造成
她辅导员工作新品牌。

13年来，范蕊坚持每周去一

次学生宿舍，每天至少和一名学
生面对面沟通一次。她用信仰
与爱陪伴学生成长，是学生心中
最值得信赖的老师。

作为一名辅导员，范蕊必须
处理各种繁杂琐碎的工作，浏览
消息、传达通知、评奖、助困、进
教室听课、去宿舍查寝、跟家长
沟通等，一项都不能少。

2014 年 5 月，范蕊的一个
学生突患 IGM 肾病综合征，然
而，这名学生家庭经济困难，
根本负担不起昂贵的医药费。
范蕊了解情况后，一边安慰学
生，一边连夜发动所有力量为
学生募捐，短短3天，就筹集善
款37万余元。

在长期的辅导员工作中，范

蕊发现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
并不乐观，而在所有心理问题
中，学生的情绪情感问题最为突
出。为了给学生提供更好的帮
助，她积极参加国家、国际的心
理咨询师及创伤治疗师等专业
培训，并考取心理咨询师证书。
在“一对一”的沟通咨询之外，她
还主持成立了“范蕊情感教育工
作室”，研究学生的情绪情感问
题，为学生提供心理咨询服务，
并在全校率先开设了“爱情与婚
姻”选修课。

“我们的情感教育工作室成
立于 2015 年，有 7 位成员，主
要通过微沙龙、讲座、个体咨
询以及通识课等方式，为全校
学生进行爱情、友情、亲情、

个人情绪管理等情感方面的教
育与引导。”范蕊说。

范蕊和同事还依托微信公
众平台“陌上花开”开展网络
咨询。“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学
生可以匿名倾诉现实生活中的
烦恼和困惑”。

徐志摩在散文 《海滩上种
花》 中写道：“你们看这个象征
不仅美，并且有力量；因为它
告诉我们单纯的信心是创作的
泉源——这单纯的烂漫的天真

是最永久最有力量的东西。”
范蕊工作的山东大学威海

校区依山傍海，每天都能听到阵
阵海涛，看到美丽的浪花。范蕊
对自己辅导员工作的理解，就是

“在海滩上种花”。2015 年，范
蕊通过整理自己的辅导员札记、
随笔等，正式出版了《在海滩上
种花——一个大学辅导员的工
作日志》一书，体察当代大学生
的日常生活，记录学生每一步前
行的脚印，冷静反思学生发展
成长中遇到的问题。

“正如徐志摩所说：‘你要
打开人家的心，你先得打开你
自己的，你要在你的心里容纳
人家的心，你先得把你的心推
放到人家的心里去。’”范蕊
说，“我想告诉学生的是，范老
师的心永远是打开的，你们也
可以把心打开给我。”

用爱陪伴“陌上花开”
——记2019年“最美高校辅导员”、山东大学教师范蕊

本报记者 魏海政 通讯员 朱新秀 武慧敏

办好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人物篇

7 月底的一天，青海省门源县第二寄宿制初级
中学七年级学生赵琳把着一辆自行车，焦急地站在
门源县孔家庄村村口，她在等来家访的老师。

下午 3 点半左右，江苏大学研究生支教团 4 名
学生王阳、张雨晗、方培俊和徐磊来到村口，赵琳
高兴地跨上自行车，在前面带路，奶奶和姐姐赵欣
将王阳一行迎进家门。

王阳一行4人是江苏大学西部计划研究生支教
团第四批成员。2018 年 7 月底，他们来到门源，
先在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帮助工作月余，开学后，
便被安排到门源县第二寄宿制初级中学开展教学工
作。他们4人都曾教过赵琳姐妹俩。

赵琳姐妹俩跟着父亲和爷爷奶奶生活。爷爷
务农，父亲和继母在外打工，家庭经济情况一
般。

姐姐赵欣这次期末考试成绩很不错，但是妹妹
成绩稍稍差点。王阳希望赵欣能在暑假里帮助妹妹
提高提高成绩。“赵琳不听我的，从来不让我检查
她的作业。但赵琳暗地里憋着一股劲儿，迟早会赶
上或超过我的。”赵欣让王阳放心。

王阳叮嘱姐妹俩：“以后不管遇到学习还是生
活问题，随时可以问我们。”

“这次你也进步了很多。”赵琳的数学老师方培
俊告诉赵琳，一定要胜不骄败不馁，要把自己勤奋
的好习惯坚持下去，争取更进一步。

本报记者 张学军 文/摄

一次特别的家访

▲分别的时刻到了，赵琳 （中） 再次与老师拥抱。
▶支教团队跟姐妹俩合影留念。

【中教评论】

➡ 详见第二版➡➡
假期更应给孩子补什么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