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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合 肥 幼 儿 师 范
高等专科学校学前教育系副教

授张敏在附属幼儿园担任园长。
②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参加

技能比赛。
③中国科技大学学生参加毕业季活动。
④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著名根雕大

师陆俊给黄山学院学生传授根雕技术。
⑤2016年，“墨子号”卫星成功发射。
⑥黄山学院与峰源公司共建的校外

组培苗驯化实训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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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于合肥的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1958 年在北京创立，
1970 年南迁合肥。该校平均
每1000名本科毕业生中，就产
生一名院士和 700 名硕博生，
这一比例位居中国高校首位。
在安徽这片创新的热土上，中
国科大屡屡刷新纪录。

2016 年 4 月 26 日，习近
平总书记在合肥考察中国科大
时强调：“中国科技大学作为
以前沿科学和高新技术为主的
大学，这些年抓科技创新动作
快、力度大、成效明显，值得
肯定。”

从“两弹一星”到探月工
程，从大尺度的空间探测到微
尺度的量子调控，从发现突破
麦克米兰极限的铁基高温超导
材料到主导研制世界首颗量子
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从开
通国际上首条千公里级量子保
密通信骨干网“京沪干线”到研
制出世界首台超越早期经典计
算机的光量子计算原型机⋯⋯
近年来，中国科大在高温超导、
量子信息等多个前沿科学领域
频频亮剑，在科技创新的路上

屡次助力实现国家超越。
时间倒回至半个世纪前，

科大南迁合肥，在物资困顿的
年代，没有地，批地；缺钱，投资
金⋯⋯不论面临什么样的困
难，历届省市政府都把科大当

“宝”，当“最亮的亮点”。
“我们吃安徽人民的饭，生

长在合肥。这么多年来，科大
人是充满感激之情的。”中国科
大原校长万立骏说。

在创新之路上，中国科大
早已与安徽形成了良好的共生
共荣关系。

2017 年 5 月，全球首台超
越早期经典计算机的光量子计
算机由中国科大潘建伟团队研
制成功，这是他们继2016年发
射全球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

“墨子号”之后，再一次闯入“科
学无人区”。

无独有偶，肇始于1945年
的合肥工业大学，也一直立足
安徽，半个多世纪面向世界科
技发展前沿，深入开展科学研
究，扎实推进协同攻关。从建
校初期攻坚克难研发出的单晶
炉、静电电子加速器等一批国

家急需的关键设备，到今天广
泛应用在航空航天、高端制
造、能源电力等国计民生重大
领域的装备和技术，无不彰显
出这所高校与生俱来的“工业
报国”气质。

近日，该校管理学院杨善
林院士科研团队又与华为公
司、中国移动、合肥德铭电子
公司合作，成功保障了我国首
例基于 5G 网络的远程手术指
导，依托高端微创医疗装备系
统，实现高水平医学专家对基
层或野外医院手术诊疗的远程
实时指导，大幅提高了基层医
疗机构的微创手术水平，在分
级诊疗、灾害救治、战场救援
等领域具有重要意义。

学校党委书记余其俊表
示，学校目前正积极参与合肥
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智
能制造技术研究院、高端装备
产业创新中心、光电显示产业
创新中心等被列入 《合肥综合
性 国 家 科 学 中 心 实 施 方 案

（2017—2020）》，在一些关
键领域和核心竞争指标上接连
取得了重要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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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方梦宇

安徽，地处中国华东地区，在传统视域中，安徽并不属于东部非常耀眼的省份。但近年来，安徽高等教育
发展亮点频出，无论是在服务重大的国家发展战略，还是扎根地方、服务地区经济发展，抑或是以人为本、服
务于人的终身发展上，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目前，安徽共有普通高校109所，其中3所高校、13个学科为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和学科，普通本科
院校35所，高职高专院校74所，普通本专科在校生114.7万人，每10万人口中高等教育在校生2259人，高等
教育毛入学率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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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罗斯喀山举行的第 45 届世
界技能大赛上，来自黄山职业技术学
院的安徽选手郑权斩获建筑石雕项目
金牌，这是安徽省在世界技能大赛上
夺得的首枚金牌，也是中国在该项目
上获得的第一枚金牌。

21 岁的郑权，两年前从皖北的一
座小县城来到黄山职业技术学院，成
为了该校旅游系雕刻艺术设计专业的
一名学生。从2017年11月至今，郑权
通过层层选拔，一路过关斩将，先后斩
获黄山市选拔赛、安徽省选拔赛第一
名，最终赢得征战喀山的入场券。

这位从皖北农村走出来的“95
后”选手，之前没有任何学习雕刻的经
历，从初学时感觉枯燥，到学一行、爱
一行、精一行，再到如今在世界大赛上
脱颖而出。在这所职业院校中，郑权
收获的不仅是技能的提高，更多的是

人生经验的启迪。
像郑权一样，通过职业教育的培养

改变人生轨迹的故事，在安徽还有很多。
从“瞧不上眼”到“抢不过来”，职业

院校出来的学生如今成了就业市场上的
“香饽饽”，更是各项技能大赛上多项奖
牌的“蝉联者”，“读高职没有出路”的刻
板印象在安徽正在被逐步打破。

2018年，安徽高职毕业生整体就业
率 94.73%，对口就业率超过 77%，近
70%的毕业生留在本地就业，雇主满意
度 、母 校 满 意 度 分 别 达 96.1% 、
94.49%。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
安徽高职院校获得奖牌总数连续3年居
全国前三，金牌数位居全国前六、中部地
区第一。

在这些傲人数字的背后，是安徽近
年来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坚定步
伐。2013年安徽省启动高等教育“提升
计划”和“振兴计划”，将高等教育振兴计
划项目覆盖至所有高职院校，通过项目
引导高职院校将建设经费的 60%投入
教学建设，立项建设16所地方技能型高
水平大学，同时建设了一批国家级、省级
实习实训基地，大大促进高职院校提升
现代职业教育建设水平，并从2015年起
安徽省高职院校生均拨款在全国率先达
到1.2万元水平。

“高职教育也属于高等教育的体系
范畴，因此我们不是要培养劳动工具，
而是要培养兼具高素质和高技能的人
才。”安徽省教育厅高教处处长梁祥君
说。

如今，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学生
程才仿佛换了一个人，从几年前的网瘾
少年到现在的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一
等奖获得者，3 年来，程才说自己在这
里完成了一次重要的人生转折。

“在这里，才发现兴趣也可以成就
一方事业。”在云计算技术与应用专
业，程才的老师告诉他可以去做一些自
己喜欢做的事情，引导程才主动探索
Java 程 序 设 计 、 Linux 操 作 系 统 应
用、MySQL 数据库技术、虚拟化技术
等课程。

爱好加持，再加上专业的引导，程
才在计算机专业发展之路上走得越发坚
定，在今年的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
职组“计算机网络应用”赛项中，和自
己的团队一举拿下团体一等奖。

“大学的初心就是立德树人。在高等
职业教育阶段，我们无论是立足本地本行
业办大学，还是坚持校企合作、产教融合，
加强创新平台建设，回归到根子上，还是
要培养人，倾心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培养一支符合产业发展需要
的大国工匠队伍。”储常连说。

以生为本 服务学生

102
所

1949年

6617
人

2011至2016年，安徽先后实
施了两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

2017年开始，又启动实施第
三期行动计划，着力解决学前
教育资源严重不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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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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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2012年

200.9
万人

8782
所

2018年

207.2
万人

幼儿园数

在园幼儿数

8年的时间，全省新建、改扩建幼
儿园项目8320个，其中，新建、
改扩建公办幼儿园项目5710个；
新建民办幼儿园2610所

上世纪末，在高校扩招
的时代背景下，安徽省内一
大批师范类或专科类学校升
格 为 地 方 本 科 院 校 。 从
2000 年 到 2010 年 ，10 年
内，安徽省内的地方本科高
校增加了 12 所。资料显示，
2004 年，安徽省高等教育的
毛入学率已达到 15％以上，
实现了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
育的转变。

趋同发展也伴随着一系
列的问题，比如一些高校转
型不彻底，办学思路还在传
统定位与地方性、应用型之
间徘徊，学科专业建设“大而
全”的现象比较突出，人才培
养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存在严重脱节等。

意识到了转型发展的重
要性，2008 年安徽在全国率
先提出建设应用型高等教育
体系的设想，按照“科学定位、
分类指导、多元发展、特色办
学”的发展方针，一方面积极
推进老本科高校在坚持应用
型办学模式中加速提升创新

引领能力，另一方面积极引导新
建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

向应用型转变，最大的一个
抓手便是紧抓地方特色。“地方
性是地方高校与生俱来的基因，
接地气是地方普通本科高校的
生存发展之道。”安徽省教育厅
副厅长储常连说。

依托黄山当地丰富的旅游
资源，目前，黄山学院的旅游管
理专业办得红红火火，成为国
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目前，
学校已完成 50 余项黄山市各
类旅游产业研究课题，当地旅
游行业的中层以上管理人员超
过四成为该校毕业生。学校利
用地方资源发展起来，再反哺
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从2013年起，黄山学院先
后与黄山市各区县签署全面战
略合作协议，建立与地方的沟
通联系机制，仅近 3 年，便与黄
山各区县达成近500项校地合
作项目，充分发挥高校自身优
势，服务地方经济建设与社会
发展。

类似的校地合作遍地开

花，有力支撑了安徽区域重点
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需
要。

金寨县地处大别山腹地、
鄂豫皖交界，是闻名全国的红
色沃土“将军县”，也是大别山
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县、国
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2017 年，金寨拟定年内完
成 2.4 万亩的农村宅基地腾退
整治复垦项目区测绘制图及报
批验收工作。在山地、丘陵、沟
壑、河谷平原交错的金寨做测
绘，难度极大，技术要求高，通过
招投标的12家企业或先行退出
或因质量达不到要求而退出。

在此背景下，滁州学院毅
然接过了这个“硬骨头”，在不
到 6 个月的时间内，全面梳理
了全县土地复垦各类基础数
据，并帮助当地研制开发了“影
像图自动裁切与出图”“竣工图
自动统计汇总”等软件模块，助
力金寨县完成了 49.7 万亩农
用地内现有农村宅基地非常规
土地利用现状变更任务、农村
宅基地腾退整治复垦报批验收

工作，为金寨县腾退复垦宅基
地 2.4 万 亩 ，新 增 耕 地 1.8 万
亩，给金寨县带来了 140 余亿
元的财政收入。

像这样的例子在安徽的本
科高校中数不胜数。

合肥学院中德合作物流管
理专业，促成了德国物流协会
合肥分会的成立，中德物流合
作将促进安徽省现代物流业的
发展创新；皖西学院教授陈乃
富带领林下中药资源开发与利
用科研团队30多名科研骨干，
在大别山中药资源保护与种质
创新、高效绿色栽培等方面开
展深入系统的探索与研究，在
中药材种植、产地加工及标准
化等领域累计培训 3000 余人
次，发放各类培训资料5000余
份，直接带动山区农户种植各
类中药材面积达300余亩。

据统计，安徽省应用型本
科高校联盟成员高校培养的学
生 80%以上在安徽就业，培养
的学生“用得上、下得去、留得
住、信得过”，有力服务了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

扎根地方 服务地方

义务教育适龄儿童入学
率继续保持在99%以上

义务教育巩固率94.2%

各类残疾儿童入学率达
94%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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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

12547所

404.7万人

普通小学

小学在校生

2920所

213万人

初中学校
（普通初中、职业初中）

初中阶段在校生

2018年

7908所

456.8万人

普通小学

小学在校生

2833所

209.2万人

初中学校
（普通初中、职业初中）

初中阶段在校生

99.98%

2018年
小学净入学率

99.56%

2018年
初中净入学率

1203所

229.5万人

高中学校
（普通高中、中职学校)

高中阶段
在校生

2012年

1005所

182.8万人

高中学校
（普通高中、中职学校)

高中阶段
在校生

2018年

2所
高校

1949年

1052人
在校学生

｛

2018 年，普通高
校 110 所 （另有
独立学院9所，成
人高等学校6所）

普通高校

本科院校
36所

高职高专院校
74所

110所

113.9
万人

本科在校生

专科生
47.4万人

占在校生总数的
41.6%

本科生
66.5万人

占在校生总数的
58.4%

2018年，高校共有普通本
专科在校生 113.9万人
（另有成人本专科在校生
19.5万人）

高等教育

2

3

学前教育

【数说变化】
义务教育 高中教育

安徽黄山风光 视觉中国供图

制图：中国教育报 李坚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