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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见习记者 张贺） 近
日，宁夏财政厅、教育厅下达了全区
2021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其
中包含500万元劳动教育经费，主要
用于支持各地开展劳动教育工作，推
动各校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
育体系。

“推进劳动教育过程中我们突出
示范引领作用，在资金使用方面杜绝

‘撒胡椒面’，发挥劳动教育资金的激
励性作用。”宁夏教育厅基础教育处相
关负责人说。宁夏将经费与今年开展

的劳动教育“3153”专项行动挂钩。
“3153”专项行动就是2021年精心打
造30门劳动教育精品课，遴选培育
100所劳动教育示范校，命名挂牌50
个自治区级劳动教育实践基地，3个
全国中小学劳动教育实验区。

宁夏要求，各地各校要结合教育
部印发的《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
要（试行）》，择优推荐一批主题鲜明、
内容翔实、体系完整、形式丰富、计划
周密、成效显著，具有引领作用的劳动
教育精品课。

宁夏劳动教育资金使用杜绝“撒胡椒面”

一位71岁的老人，在焊工岗位奉
献50多年，攻克了数百项技术难关，
成为一身绝技的焊接行业“领军人”。

近年来，他把手中绝技带到高职
院校，编教材、带徒弟，积极推进校
企合作，做好“传帮带”，培养更多更
好的焊接专业人才，为国家焊接事业
作出更大的贡献。

他就是“七一勋章”获得者，湖南华
菱湘潭钢铁有限公司焊接顾问，湖南机
电职业技术学院兼职焊接专业带头人、
焊接实验室和“大师工作室”负责人、校
企合作通道的搭建者和建设者艾爱国。

开先路，啃下焊接技能
考核“硬骨头”

在华菱湘钢的“艾爱国大师工作
室”，满满一屋子的奖状、证书和奖杯
让人震撼，从一名普通焊工到湖南省
技能大师、全国劳动模范，再到今年
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无数的荣誉
见证了艾爱国50多年的不懈坚持。

艾爱国在工作中刻苦钻研焊接技
术，大胆实践，勇于创新。他在紫
铜、铝镁合金、铸铁、埋弧焊等焊接
领域有突出造诣，为国家冶金、矿
山、机械、电力等行业攻克焊接技术
难关500余项，创造了极为可观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2012年9月，艾爱国受聘担任湖
南机电职院“大师工作室”的负责人
并兼职焊接专业带头人，他把立德树
人、不断学习和言传身教作为自己的
职业准则。

在湖南机电职院担任专业带头人
期间，他主动担任高等职业院校学生
专业技能抽查标准与题库丛书《焊接
技术与自动化》的主编，由于书中涉

及许多专业方面的实际操作知识，当
时没有其他任何书籍可以借鉴，艾爱
国就带着湖南机电职院的几名教师，
日夜琢磨，反复推敲。他不断把自己
在车间、工厂的实践上升到理论，再
把理论用于指导实际操作，终于啃下
了这个难啃的“硬骨头”，为高等职业
教育的焊接专业学生技能考核确定了
统一的标准。

“干到老，学到老，还有三分学不
到。”艾爱国说，在编撰这本书时，因
为书中还涉及许多图表，他就边琢磨
边学，自身的电脑绘图水平也得到极
大提升。

传技术，创新技术技能
人才培养模式

1969年9月，艾爱国进入湘潭钢
铁厂工作，进厂之初，他的师傅告诉
他，当工人很简单，就是做人、学技
术，做好事情。他记住了师傅的话，
立志做一名好工人。

现在，他把师傅当时的教诲传
授给湖南机电职院的教师们：做好
教师，教好学生。一方面，艾爱国
言传身教，严格要求，当天的工作
任务一定要当天完成。另一方面，
艾爱国培养教师们努力钻研、严谨
教学的工作作风，让教师把焊接技
术作为一门事业来做，把专业理论
和实践操作融会贯通，做专做精，
教严教好。

“严谨、执着、专注、创新。”这
是记者采访时，湖南机电职院焊接专
业的教师们对艾爱国的评价。

“艾大师为人很亲切，对后学之辈
很关心，但是在专业技能的培训指导
上很严厉，一点也不含糊。”湖南机电
职院焊接专业教师易忠奇说。

在华菱湘钢培训学习的教师们，
在艾爱国指点下，通过取样、焊接、
理论实验等全过程打磨，克服种种困
难，最终得到极为可靠和精细化数据
结论，这种对破解专业难题的锲而不
舍，对研究工作的有始有终，被艾爱
国称之为“交互式”学习，探索出

“唇齿式”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育人模
式。

在艾爱国的指导下，湖南机电职
院的庹前进、王衡军等教师，汪艺、
刘茂林、谭亮、肖明等学生先后获省
赛一、二、三等奖。

搞合作，校企两端同发
力共成长

2012年，当时校企合作普遍存在
“学校热、企业冷”的情况。那时，艾爱
国多次应邀来到湖南机电职院，推动学
院在华菱湘钢挂牌“焊接技术工程实践
培训中心”，注重专业工艺改进和产品
质量提升，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和人
才需求。他本人则在湖南机电职院设
立了“艾爱国大师工作室”。

“湖南机电职院院长杨翠明几次来
湘钢找我，他们对工匠人才培养质量的
追求让我感动，坚定了我和职业院校的
合作信心。”艾爱国说。“艾爱国大师工
作室”重在夯实基础、不断提升，促进焊
接新材料、新设备、新工艺、新技术的研
发和焊接标准推广应用，充分发挥“大
师”团队优势，以点带面，着重开展新项
目研发和解决教育教学改革中遇到的
现实问题，解决涉及职业教育人才培养
质量的关键因素。

近年来，校企双方把企业的专家引
入学校，把学校的教师带入企业，大家
互为师徒，身份不断转换，教师放下身
段到企业当学生，高工丢下架子到学校
当学生，双方的理论水平和技术能力不
断提升，探索出了企业职工与学院教师
共同成长、校企两端发力的成功经验。

作为高等职业院校的专业带头人，
艾爱国对高职学生的职业规划和定位
是“一辈子只做一件事，一辈子做好一
件事”。他认为，高职学生已经具备较
强的理论知识基础，努力提高技术应用
水平，学会真本领，掌握真技术，就能真
正成为解决基层一线问题的人才，成为
企业需要的专家，成为国家的“大国工
匠”。

“七一勋章”获得者、湖南机电职院兼职焊接专业带头人艾爱国：

一辈子做好一件事
本报记者 阳锡叶 通讯员 刘琳 易传佩 马国平

委新闻部部

本报讯 （记者 焦新） 7月 15
日，全国职业院校德育工作座谈会在
长沙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职教
大会精神，研究部署做好新时代职业
院校德育和思政工作。

会议指出，近年来，职业教育战线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
针，把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融入思想道
德教育、知识技能教育、实践活动教育
各环节，体现到专业体系、教学体系、
教材体系、管理体系建设各方面，培根
铸魂、启智润心。职业院校德育和思
政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学风校风有了
明显改善，社会认可度满意度不断提
高，学生逐渐成长为有理想信念、有技
术技能、阳光自信的新一代产业人才。

会议强调，要坚守为党育人、为
国育才，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德技并
修，探索符合职业院校学生特点和技
术技能人才成长规律，学生喜闻乐见
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和方法，促进学
生全面发展，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
的时代新人。职业教育战线要积极响
应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
神，乘全国职业教育大会召开的东
风，一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将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
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二
是全面落实党的教育方针，构建德技
并修育人机制；三是构建党建引领的
全员育人体系，进一步提升学校治理
水平；四是充分发挥思政课堂主渠道
作用，提升育人实效；五是构建灵活
多样的活动育人模式，在潜移默化中
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操和职业精神；六
是加强思政工作队伍建设，推动教师
成为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
人；七是营造良好的育人环境，促进
学生健康快乐成长，不断提升职业院
校人才培养质量，为职业教育大改革
大发展，为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
人才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会议总结交流了党的十九大以来
各地各职业院校德育和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的经验做法和成效，展示了“少
年工匠心向党 青春奋进新时代”主
题教育活动、“文明风采”活动等德
育实践活动的育人成果，观摩了思政
课和课程思政课堂展示。天津、上
海、湖南、重庆、大连等地教育行政
部门和北京市商业学校、深圳信息职
业技术学院、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等8个单位作交流发言。

全国职业院校德育工作座谈会举行

本报青岛 7 月 16 日讯 （记者
李小伟）由教育部主办、中国教育科
学研究院等承办、山东大学协办的第
十四届全国学生运动会科学论文报告
会在青岛举行。科学论文报告会是全
国学生运动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三
年一次全国学校体育科学工作者的盛
会。来自 31 个省 （自治区、直辖
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入选为大会
报告的论文作者，科学论文报告会学
术委员会、评审委员会专家等近200

人出席开幕式。
本届科报会的主题是“健康中

国：学校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科报会集中展示了党的十九
大以来，特别是全国教育大会以来全
国学校体育科研工作者的研究成果。
据介绍，本届科报会组委会共收到全
国各地报送的论文4585篇，论文申报
总量超过上一届。经过评审，共录用
论文1242篇，其中大会报告118篇、
分会报告489篇、书面交流635篇。

第十四届学生运动会科报会举行

“七一勋章”获得者艾爱国。
新华社发

在文脉传承中涵养中国自信
（上接第一版）

跨越千年，文脉之“泉”如何汩
汩长流、活水不断？

“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
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
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
起来。”千千万万文物保护者、文化传
承人代代相传的呵护与坚守，生动诠
释着这句话。

【“老古董”变成“潮文化”】
在福州，随着古城日渐复兴，越

来越多“后生仔”把曾经的“老古
董”变成“潮文化”。代代传唱的方言
童谣，成为“秒抢”热门课；林则
徐、严复等福州先贤“化身”卡通
人，吸引游客争相“打卡”。

【南平“朱子归来”】
在朱熹故里闽北南平，140多处

朱子文化遗存得到立法保护，曾经
“沉睡”的优秀传统文化正在徐徐苏
醒。与朱子同行，成为人们打开武夷

山的另一种方式。
“学生们诵读朱子格言等经典后，

变得更有礼貌，会更主动尊敬师长、
孝敬长辈。”南平一中语文教师范成忠
说，过去不少人认为文脉“看不见、
摸不着”，其实，文脉是活的，传承就
是最好的保护。

用创新“浇灌”，以文
脉涵养中国自信

“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以时代精神激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今年3
月，在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地武夷
山，习近平总书记有感而发。

【“85后”店主的创意】
文脉体现在物质层面，是有形的

文物和文化遗产；体现在精神层面，
则犹如无形的“接力棒”，代代相传。

在人潮涌动的福州三坊七巷，一

家名为“城思”的文创小店“吸睛无
数”。来自湖南的“85后”店主陈龙，从
事文创十余年。他说，通过创意设计，
把抽象的文化形之于人们衣食住行的
日用之物，是零距离对话历史、理解文
化“根”与“魂”的绝佳方式。

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
人。近年来，全国各地不断从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中取材，打造出“现象
级”产品。

水下中国风舞蹈《洛神水赋》“绝
美出圈”、三星堆考古发掘全程直播、
数字技术让敦煌石窟艺术“穿越时
空”……一件件文物、一场场文化盛
宴，吸引着海内外亿万网民追捧热议。

【当南音古乐遇上西方管弦】
2017 年 12 月，奥地利维也纳，

来自泉州的“80后”青年蔡雅艺，用
一曲《出汉关》，将南音这一千年古乐
展现在世人面前。原汁原味的南音演
唱和西方管弦乐相得益彰，把东西方

艺术的交融之美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蔡雅艺看来，《出汉关》中的汉

代昭君出塞带着文化交流的使命感，
与2000年后在维也纳唱响的旋律仿佛
不同时空的精神共鸣。以南音为代表
的传统艺术“属于过去，更属于未
来；属于家乡，更属于世界”。

【英国青年“福州行旅记”】
英国青年凯恩在福州生活多年，

早已融入这里。闲暇时，他骑着单车
在城市中走走停停，赏古厝、品茉莉
花茶、体验脱胎漆器制作。社交平台
上，他发布的“老外看福州”系列视
频成为“爆款”。

“越是深入了解中国文化，越能感
受到魅力无限。”凯恩说，能够向西方
介绍真实的中国，他很开心。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
文化根脉，贯通过去、现在与未来，
涵养着中国人的文化自信，为创造美
好生活注入更深沉持久的动力。只有
充满自信的文明才能在保持自己特色
的同时包容、借鉴、吸收各种文明的
优秀成果。

新华社福州7月16日电

7月16日，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
白塔岭街道燕大西苑社区的小朋友与机
器人互动。

当日，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白塔
岭街道燕大西苑社区开展“趣味科普进
社区”活动，邀请机器人指导教师为小
朋友讲解机器人科普知识，带领小朋友
与机器人互动等，让小朋友度过一个充
实又有意义的暑假。

曹建雄 摄

趣味科普
伴暑假

（上接第一版） 发挥学校主平台作
用，以“六个一”为抓手，即每个
学生每天1小时体育锻炼、参加1个
体育社团、每年掌握 1 项体育技
能、每个学校至少结对1名专业教
练、打造1个品牌项目和开展1项特
色活动，确保全体学生的基本体育
锻炼。

作为拥有近200万名师生的教育
大市、体育大市，“十三五”时期，

青岛中小学运动场面积增加 12%，
专业体育教师数量增加30%。2019
年至今，全市建成各级各类体育特色
学校（项目）970个。其中，国家级
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单项基地
和体育传统项目学校477个，省级
113个，数量均居山东省第一；向国
家队选拔输送高水平运动员近100
名。2020年，全市中小学生体质健
康抽测合格率达98%以上，位居山

东省前列。
借助青岛帆船之都、足球名城，做

实“体教融合”特色化。如把帆船运动
融入海洋教育，2006年至今实施“帆
船运动进校园”，是青岛市体育局与市
教育局最早开展的体教融合项目，成效
显著。此外，青岛获评首批全国校园足
球改革优秀试验区，做到足球从青少年
抓起，校园足球课程覆盖幼儿园到大学
全学段。

青岛市教育局局长刘鹏照告诉记
者，全市坚持体教联动，每年举办学生
市级、区级等体育联赛和单项锦标赛
150余项，参赛代表队4000余支；积
极承办第十四届全国学生运动会、山东
省第二十四届运动会等重大赛事，营造
全社会关注、重视青少年体育的良好氛
围；积极组队参加省级以上青少年体育
赛事，在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上，获
金牌数列副省级城市第一。

（上接第一版）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校院两级联动

推进就业工作，学校领导多次召开就
业专题会议部署工作，协调各部门加
强帮扶和经费保障。学校建立就业工
作例会制度，实时解决就业工作存在
的难点问题，明确就业工作重点推进
方向。

产教融合助力毕业生精准就业

2020年11月至今年1月，中山职
院面向2021届毕业生，举办6场校园
线下招聘会。840余家次企业进场，
岗位需求总人数为18274人。学校努
力整合企业招聘资讯，充分挖掘各路
就业资源，线上线下并举，努力为学生
提供更多就业信息和门路。

为促进毕业生更充分和高质量就
业，广东引导高职院校用心用情用力，
拓展就业渠道和岗位，促进用人单位
与毕业生精准匹配对接，帮毕业生尽
早落实就业岗位。

深职院与企业共建特色产业学
院、高水平专业等，不断提升人才培养
质量，提升毕业生就业竞争力。学校
与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共建“深职院·
阿里云大数据应用学院”，培养云计算
与大数据人才；学校还与华为合作共
建“华为云学院鲲鹏中心”，为区域信
息产业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广东还引导高职院校更好地和企
业精准对接，建立以需求为导向的人
才培养模式，努力实现人才培养与企
业人才需求之间的精准对接。广州铁
职院瞄准行业特色，每年企业订单培
养人数约占学生总数的60%。同时，
学校搭建“双轨”就业平台，推进通用
类专业毕业生就业。学校与岭南集团
等省市大型企业紧密合作，提前了解
掌握企业用工需求、毕业生表现、发展

状况以及企业评价，主动推荐毕业生。
为推动毕业生与岗位精准匹配，

广州铁职院加强“物联网+就业”智慧
平台建设，优化线上就业服务流程，实
现一站式“云服务”；深职院建立和完
善以就业为导向的互联网助推机制，
努力实现需求信息和岗位信息的无缝
对接，做到精准到人，精准到岗。

助力毕业生以创业带动就业

学校创意创业园近两年孵化成功
率为62%，2019年园区在孵企业获
得初创企业补贴87万元，年均带动
就业600余人……深职院创业带动就
业成效凸显，毕业生毕业3年内创业
率达12.7%，10%的毕业生成功创业
或接班家族企业。

这背后是深职院建立了从启蒙教
育、预科教育、专门教育到实战训练
的进阶式双创教育体系，全面提升学
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实现以创业带动
就业。

广东不仅引导高职院校将就业创
业教育融入专业和学业，努力提供更
多市场化就业创业机会，支持毕业生
以创业带动就业，还引导各高职院校
实施贫困生等重点群体毕业生就业创
业能力提升行动，“一人一策”地帮有
就业意愿的贫困生尽快就业。

中山职院实施“一生一策一导师”
就业帮扶，指导教师“一对一”实名制
负责困难毕业生的就业指导和帮扶，
提供就业岗位推荐和就业心理辅导等
帮助；广州铁职院集中开展“提升就业
质量解难题”专项行动，重点帮扶困难
学生群体稳定就业，力求让学生和企
业都满意；深职院实施“阳光助推”工
程，重点帮扶就业困难学生，建立集全
程化关注、全方位指导、全覆盖资助于
一体的服务体系。

用心用情用力帮毕业生就好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