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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十年地方经验

“方向盘握在自己手里，就好像人
生握在我手里。我不要成为网红，我
要成为‘中国红’。”前不久，古慧晶
入选国家奖学金获奖学生优秀代表。
她是深圳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汽车运
用与维修专业学生。在常常是男生摘
金夺银的汽修比赛中，古慧晶靠着浓
厚兴趣、好学钻研，夺得广东省职业
院校学生专业技能大赛中职组汽车机
电维修赛项一等奖。她迅速火出圈，
全网斩获流量上亿。
古慧晶的走红，让更多人注意
到，广东职业教育近 10 年来扩容提质
强服务，不断为学生点亮了精彩人
生，提供了丰富多元的选择。
广东现有 93 所专科层次职业学
校，在校生超 125 万人，分别比 2011
年增长 19.2%、83.1%；本科层次职业学
校从无到有，2 所学校在校生 1.9 万人；
10 年来，广东职业教育向产业输送约
769 万名高素质人才……日前，在教育
部召开的“教育这十年”
“1+1”系列发

实 现 21 个 地 市 高 职 院
校全覆盖
所带班级获评内务标兵班级，在
疫情防控工作中勇当先锋。广东省深
圳市公安局辅警徐梦伟因表现突出，
晋升为班长。徐梦伟曾在武警部队某
团服役，退役后从事保安等工作。高
职扩招为他增长知识才干提供了广阔
舞台，他入读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
院，毕业后成为一名辅警。2019 年至
2021 年，广东高职扩招 42 万人，帮
26 万名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员、农
民工和新型职业农民，圆了大学梦。
高职扩招背后，是广东整合资
源、优化布局，以超常规的力度加大
学位供给。高质量建设省职业教育城
就是其中的大手笔。广东省职教城历
时 10 年谋划建设，总规划用地约 50
平方公里，目前已投入 94 亿元，入驻
10 所学校，在校生约 11 万人。
为根植产业扩资源，广东将区域
经济社会发展所急所需，作为布局、

建设高职的重要“坐标系”。茂名作为
广东首个农业总产值超千亿元的地级
市，正以“五棵树一条鱼一桌菜”为抓
手，
推动农业优质高效发展。
曾经，茂名
却因高等农林渔业人才缺乏，
农林渔产
业深加工能力不强。
广东茂名农林科技
职业学院
“应运而生”
，很快成为当地产
业升级发展的支撑性力量。近 3 年，广
东新增 12.6 万个高职学位，新建 8 所高
职院校，其中广东梅州职业技术学
院、潮州卫生健康职业学院均为所在
地市首所高职院校。广东历史性实现
21 个地市高职院校全覆盖。
为打赢职业教育扩容提质强服务
的“攻坚战”
，广东坚持高位统筹、高
点谋划、高效推进，努力备足“粮草
弹药”。10 年来，广东职业教育共投
入 4486.63 亿元。其中 2021 年，广东
高职、中职总投入分别超 328 亿元、
超 324 亿元，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
经费均超 2 万元。

建设产业学院破解校企
合作难题
“校热企冷”是校企合作“老大
难”问题，如何破解？深圳职业技术

学院发现，选育人才、技术改进是企
业参与校企合作的两大内驱力。学校
与华为共建特色产业学院，共同将面
向在岗工程师的培训认证，转化为适
合零基础在校生学习的课程体系。学
校学生多次夺得华为 ICT （信息与通
信技术） 技能大赛全球总冠军，多名
毕业生被华为等信息通信巨头聘用。
“领军企业往往是技术创新与应用
的源头，它们的用人标准也被全行业
广泛认可。
”深职院党委书记杨欣斌介
绍说，学校每个专业群联合一家世界
500 强企业或行业领军企业，先后建
成华为 ICT 学院、比亚迪应用技术学
院等 14 所特色产业学院。校企通过共
同开发专业与课程标准、共同打造高
水平教学团队、共同制定行业标准等
“九个共同”，打造互利共赢的校企命
运共同体。
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土壤丰沃，广
东通过推进“1+X”证书制度试点等
做法，引导高职院校通过与企业共建
产业学院等方式，根植产业、服务产
业。广东现已设立 146 所高职产业学
院，华为协同高职院校建立 15 所 ICT
产业学院。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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倚韶山之巍
续奋进华章

一湖荷韵露娇羞，缈缈淡
香弄倾城。钟灵毓秀、人杰地
灵之地。湘潭大学倚韶山之
巍，饮湘江之水，披玉兰之
香。美在群卉竞妍、各显风
流，美在桃李春风、弦歌不
辍，美在栉风沐雨秉初心，砥
砺奋进续华章。
学校供图

关注 2022 高考高招

北京确保高考如期举行应考尽考安全考试

——广东省推进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纪实
布会上，作为分会场，广东省教育厅展
示了全省职业教育近 10 年“扩容、提
质、强服务”的
“奋进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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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设置考点考场 考务人员落实﹃三个百分之百﹄

报头题字：邓小平

星期一

本报北京 5 月 29 日讯（记者 施剑松）在今天
北京市新冠疫情防控发布会上，市委教育工委副书
记、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奕宣布，北京将以最高标
准、最严要求做好考试组织和疫情防控各项工作措
施，
尽一切可能确保高考
“如期举行、应考尽考、安全
考试”
。
2022 年北京全市高考报名考生共 5.4 万人，考
试将于 6 月 7 日至 10 日进行，其中 6 月 7 日至 8 日为
全国统一高考时间，考试科目是语文、数学、外语 3
门；6 月 9 日至 10 日为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
试时间，考试科目为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
学、生物 6 门。
李奕表示，首都教育系统严格落实教育部统一
部署和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会同卫健、疾控等部
门制定了高考工作方案以及防疫组考、极端情况应
急处置、考试安全、各区各部门职责分工等专项方
案。
今年高考北京将按照常规考点、封管控考点、在
集中医学观察场所和医疗救治场所设置的考场几类
情况进行准备，
按照
“宁可备而不用，
不可用时无备”
的原则，
在配足几类考点考场的基础上，
一段时间以
来针对本轮疫情有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又准备了
大量备用考点考场。
目前，
全市各类考点考场设置已
全部落实到具体点位。
其中，全市共设 99 个常规考点，分别在 18 个考
区，主要安排能够正常参加考试的考生。同时，考虑
到考生可能在考试当天入场时健康检测异常或考试
过程中身体出现异常，以及有返京不足 14 天的考生
等特殊情况，
市教委在每个常规考点，
按一定比例设
置了备用考场。
这类考场设置专用防疫通道、安检入
口和防护措施，
与其他考场严格实行物理隔离。
如果
常规考点或周边发生聚集性疫情，本次北京高考还
为常规考点设置了备用考点，可将原考点整体平移
至备用考点。
在封管控考点安排方面，北京市选择符合条件
的宾馆酒店或具备食宿条件的学校设置封管控考
点，用于安排届时处于封控区、管控区的考生。考点
将为考生提供“吃住行考”一体化的考试保障。李奕
介绍，
这类考点在考试前一天，
将安排专车将位于封
控区、管控区的考生闭环转运至封管控考点；
考试期
间安排统一食宿；
考试结束后再闭环转运回去，
整个
过程实现闭环管理。在考场安排上，封控区考生实行一人一考场，管控区考生可
多人一考场，
考位间距不小于 2 米，
来自不同管控区的考生安排在不同考场。
在集中医学观察场所和医疗救治场所设置的考场，
主要用于安排确诊病例、
无症状感染者和处于集中医学观察期的考生。目前，北京市已在地坛医院、小汤
山医院设置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考场；在每个处于集中医学观察期考生所
在集中医学观察地点设置考场，
考场监考员会按医学要求进行防护，
单人单场考
试，
考后试卷、答题卡消毒后密封送交。
在考务人员保障方面，
北京结合考点考场设置情况，
同步加大了工作人员保
障力度。各区统筹初、高中各类教师资源，按照常规考试人员的 1—2 倍安排备用
考务人员。目前，各区考务人员均按要求落实到位。考务人员培训与考务人员扩
充同步进行。目前，通过“市—区—考点”三级培训和工作指导，对所有考务人员
已进行全覆盖的上岗培训。
市教委要求所有考务人员全部落实“三个百分之百”要求，即百分之百接种
疫苗、百分之百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百分之百进行考前 14 天健康监
测。
严格市、区考试机构工作人员管理，
做好个人防护，
保障组织考试工作运转流
畅。
（下转第二版）

我们的新时代

帮折翼小天使绽放光芒
讲述人：浙江省龙游县泽雅学校教师胡盛

关注大学生就业·高校行动

西北大学通过平台举办双选会 200 余场，1.2 万名毕业生收获心仪工作——

“ 就 业 超 市 ”铺 通 求 职 路
本报记者 冯丽
近日，西北大学 2022 届化工学院
毕业生王立东通过西北大学的“云就
业超市”
，在广州视源股份找到了自己
中意的工作。在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
下，能顺利拿到 offer，王立东十分高
兴。
面对疫情影响，西北大学全面落
实就业优先政策，统筹疫情防控和校
园招聘工作，结合学校学科特色、用
人单位及学生多元化需求，积极整合
资源，全力打造“超市”型就业平
台，持续推出岗位丰富、行业集中、
学科联动、双向选择的“就业超市”
系列招聘活动，多措并举拓岗位促就
业，千方百计确保就业整体稳定。
自 2018 年起，西北大学针对毕业
生就业需求多元化特点，以创新为引

领，全力打造“就业超市”招聘服务
平台。在西北大学“就业超市”，“货
架”上摆的是学校的就业指导服务、
用人单位的岗位需求和毕业生的个人
简历，三方无缝对接，助力毕业生求
职成功。
为实现毕业生高质量就业，西北
大学聚焦供需热点，积极整合资源，
全力构建“学校+学院”就业市场拓
展体系，深入拓展就业市场，不断推
动“就业超市”提质增效。
受疫情影响，为更好助力毕业生
就业，西北大学今年升级“云就业超
市”平台，实现了“信息发布—简历
投递—企业宣讲—空中面试”渠道畅
通，确保就业岗位不断线，最大限度
为毕业生提供全方位优质服务。同

【新闻·要闻】

时，依托深耕多年的就业市场，针对
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和学生关注度高
的用人单位，推出“线下宣讲+线上
同步直播”的校招模式，为毕业生提
供更多与心仪企业互动的机会。
据统计，截至目前，西北大学已
通过“就业超市”平台举办各类双选
会 200 余场，4 万余家用人单位通过
线上线下多种渠道提供岗位总量超百
万，累计 1.2 万名毕业生通过“就业
超市”平台，实现了与用人单位的精
准对接，收获了心仪工作。
此外，在今年校园线下招聘活动
举办受疫情限制的情况下，西北大学
及时调整校园招聘方案，推进“就业
超市”线上线下协同发展。
西北大学在“云就业超市”平台

【新闻·视觉】

“云面试”，
你准备好了吗
➡ 详见第二版

●主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不间断开展线上招聘活动，拓展高质
量就业岗位。同时，围绕“高准度、
全行业、多场次、小规模”的定位，
调整线下“就业超市”招聘模式，举
办专场招聘会和小型双选会。该校还
举办“就业早集”活动，用人单位线
上参会，毕业生线下参与活动，感受
用人单位，实现求职零距离。从今年
2 月底到 5 月底，西北大学共安排春季
“就业超市”空中双选会 18 场。
“面试改线上，可是宿舍光线不
行，设备也满足不了要求，一不小心
舍友还会‘乱入’带来影响，怎么
办？
”……当前，线上面试成为用人单
位招聘、考研复试的主要形式。西北
大学想学生之所想，急学生之所急，
多措并举打好毕业生就业创业服务
“组合拳”
。
收到线上面试邀约，2022 届信息
科学与技术学院毕业生范子欣正在犯
愁时，看到了学校开放网络面试室的
通知，随即按照步骤预约到了场地。
“面试室手机支架、补光灯等设备一应
俱全，在视频面试界面还能看到西北
大学专属的面试背景板，感觉很安
心，让我顺利完成了线上面试。”范子
欣说。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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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胡盛，是浙江省龙游县从事
特殊教育的一名美术教师。
2015 年，我从横山小学转岗来
到泽雅学校，从普教转到了特教。来
到泽雅的第一节美术课，至今让我记
忆犹新：我带着自己的原创绘本故事
《彩虹鸡》 来到班级，给他们现场描
绘了一枚蛋是怎样变成一只拥有着彩
虹般美丽的大公鸡的故事。当下课铃
声响起时，一个孩子悄无声息地绕到
我身后，双手环抱住我的脖子，冷不
丁地在我脸上亲了一大口，糊了我满
脸的口水。震惊之余，理智告诉我：
这是他在用最直接的行动表达对我的
喜爱。
然而，挑战接踵而至。只是随
手画个再简单不过的椭圆形鸡蛋，
全班孩子愣是没有一个人挑战成
功。我只好放慢速度进行示范，讲
一会儿就停下来让学生跟着画，甚
至手把手挨个儿带着学生画。如此
这般循环往复，学生还是难以掌
握，甚至到了第二天又回到了最初
的水平。曾经的小学同事问我：“你
给那些孩子上课都教些什么？”我戏
说着自己的无奈：“这一年，我光教
他们画鸡蛋了。”
当我与这里的孩子朝夕相处后，
深切地感受到这些孩子是那么单纯与
善良。身体的缺陷并没有摧毁他们对
世间美好的向往，小小的身躯里藏着
无与伦比的能量。他们日复一日、年
复一年地接受着各种康复训练，只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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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进步一点点。
我开始调整自己的教学方法，在
课堂上尝试将素描、水彩、橡皮泥、
陶艺等元素与孩子们进行个性化匹
配，努力找到最适合每个孩子的互动
模式。有一次，为了稳住一名“小捣
蛋”，我萌生一念喊他来做“模特”，
为他画起了肖像画。结果却带来了出
乎意料的惊喜——“画我画我”，孩
子们争着抢着要当小模特。
“大胖”原来在大家印象中是个
贪吃、邋遢的孩子，有时候还会抠自
己的头发，生生把自己的头皮抠秃了
一 块 。 看 到 我 画 的 《就 好 这 一 口》
《秃子大胖》，她也觉得害羞，不仅不
抠头发了，还变得爱干净、讲卫生
了。这让我意识到，给孩子作画或许
是帮助他们纠正不良习惯的绝佳机
会。于是，我开始有意识地观察孩子
们的言行举止，通过画肖像画的方
式，鼓励孩子们“雅言、雅行、雅
容、雅趣、慧智、才智”，争做“雅
智少年”
。
孩子们参与的热情也空前高涨。
为了当上模特，他们什么招都用上
了，有的抢着帮老师洗教具、倒垃
圾，有的手举再久也不喊累。这几
年，我的专属模特越来越多，陆续绘
制了 《嘿！尬小孩》《画画的凡凡》
《妞妞求学记》《大胖真能干》 等一系
列绘本，而画中的主角无一例外都是
这些可爱的孩子。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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