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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传真】

高校党建研究
丛书出版

本报讯（记者 毛帽） “高校
党建研究丛书” 出版座谈会近日在
北京师范大学举行。据悉，该丛书由
北师大高校党建研究中心主任张静
如主编， 是目前国内第一套专门研
究高校党建问题的学术性丛书。

“高校党建研究丛书”共
6

本，

分别是《高校治理结构研究》、《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高校干部
队伍建设研究 》、《高校党员先进
性建设研究 》、《高校统战工作研
究》、《高校群团工作研究》。

受金融危机影响，许多企业开始加大招录实习生的力度，机遇面前———

大学生实习如何做好科学规划
暑假在即， 炎热的夏季也将掀

起莘莘学子实习的 “热浪”。 记者近
日在采访时了解到， 受金融危机影
响， 许多企业都开始加大招录实习
生的力度 ， 以降低人力资源成本 。

面对特殊的经济形势， 大学生实习
策略应如何调整？ 大学生实习如何
规划？ 在实习中应注意哪些问题？

六成企业愿意留用实习生
据一家网站———“实习吧” 日前

作的一项调查显示， 虽然目前很多
企业面临经济困难， 但录用实习生
的数量大大好于预期 ， 截至目前 ，

该网站的企业会员已经提供了近
1500

个实习岗位。 “实习吧” 网站
市场经理毛怡凡表示， 作为一种弹

性用工手段， 招录实习生能较好地
帮助企业有效降低人员成本。

“有六成企业表示愿意把符合企
业要求的实习生留用。 ”毛怡凡介绍
说，调查显示，三成职场人的第一份
正式工作来自实习。他们在实习期间
得到了用人单位的认可，同时也在实
习的经历中发现了自己的能力。

毛怡凡建议， 大学生的实习应
“先下手为强”。 以

6

月份的实习职位
为例，一个实习岗位的发布，

1

周内通
常会收到

60

人左右的申请， 而到了
6

月中旬，平均每个实习岗位的申请者
在
110

人以上， 整整翻了一倍的现象
显示了大学生对于暑假实习的热衷
与积极性。

如何获取一份对今后职业道路
有帮助的实习岗位 ？ 毛怡凡建议 ，

大学生应该根据自己的专业特长 、

兴趣爱好和目的， 有针对性地选择

适合自己的实习项目， 一定要选择
正规的、 大型的、 稳定的企业， 切
忌因为 “僧多粥少”， 盲目选择一些
不曾了解过的企业， 防止落入不法
分子的陷阱。

实习并非越早越好
“很多用人单位在招聘时都要求

有一定的工作经验。” 中国青年政治
学院中文系学生万春鹃说。 还在上
大二的她自去年暑假就开始了实习，

在北京某网络咨询公司做了一个月
的网络编辑。 万春鹃认为， 提早实
习可以实现自身经验在量上的积累，

为自己今后的工作创造条件。

据 “实习吧” 网站调查， 有
51%

的大学生有过不止一次的实习经历。

面对用人单位对大学毕业生工作经
验的要求， 在校大学生实习是否越
早越好？ 是否越多越好？

北京圣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
经理翟翌翚认为， 目前大学生就业
形势严峻， 部分高校的本科教学和
人才培养模式， 已经跟不上就业形
势的发展。 在这样的背景下， 鼓励
学生早些实习， 提早感受社会竞争
是件好事情。 但学生的主要任务还
是学习， 那种刚进入校园便花力气
寻找实习机会的做法并不可取 ，

“实习应建立在具有一定专业能力的
基础之上， 否则一切都是空中楼阁，

是不牢固的。”

北京智联招聘网站总监付浩认
为， 大学生实习要有针对性， 太杂
的实习经验在应聘时并不管用， 有
时还会适得其反。 例如， 有的建筑
专业的毕业生拿出的实习经验竟然
没有一项或很少与建筑沾边， 却大
吹自己是个全才， 有

IT

、 计算机和
销售等多方面经验， 而用人单位对

此并不买账。 在专业性很强的行业
中 ， 用人单位往往希望录取一些
“专才”， 专业知识和专业经验在求
职中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大学实习不要走过场
“我们也愿意给大学生提供实习

机会， 但在操作中发现， 许多学生
来实习并非为了学到东西， 而是为
了得到一张实习鉴定， 实习就是走
过场。” 北京某报社一名编辑对记者
说， 有些大学生实习期太短， 不到
两周时间， 很难给他安排什么活干，

只能打打杂。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 许多学校
规定大学实习一般为

3

周， 由于时间
较短 ， 许多单位不愿接收实习生 ，

担心影响本单位正常的工作流程 。

“我们要忙于自己的本职工作， 而有
些工作并不合适也不放心交给实习

生来做， 既耽误时间又费心费力。”

北京一家网络公司的职员张先生说。

“实习必须保证一定的时间， 其
价值才能得到体现。” 付浩认为， 大
学生实习要摆正心态。 首先要以一
个职场人的身份要求自己， 了解实
习岗位的工作内容和要求， 对实习
单位和岗位进行认真考察， 尽快给
自己做好职业规划； 其次是要有积
极主动的心态， 实习期间切忌被动
等待工作， 要积极主动地去咨询前
辈， 多学多做； 再其次， 对于一些
打杂工作也不要轻视， 要确认这些
工作你是否都能做好， 因为这也是
在职场中生存的基本技巧。

付浩认为， 实习也要做好规划，

不同年级的学生， 实习侧重点也不
一样 。 大一 、 大二应以接触社会 、

素质储备为主， 根据自己所缺乏的
能力可以适当安排实习。 大三应寻
找适合自己的方向， 以技能储备特
别是与自己长期目标相匹配的技能
储备为主， 如在公司实习则应有意
识地了解公司面试流程和技巧， 向
同事学习职场生存技能。 大四的实
习是要找好目标， 争取能够在实习
中胜任主要工作， 最大程度地表现
自己， 把实习变成工作。

■

本报记者梁杰实习生张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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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考、 高考过后， 每年一度的招生大战火爆登场。

为了招揽生源， 学校的招生手段可谓是花样百出。 有
媒体报道， 山东某职业学校就使出了“上学送手机”

的“妙招”， 希望借助品牌手机的诱惑， 吸引更多学生
前来就读。

上职校送手机， 不免让人联想到商场促销时惯用
的买赠手法。 满

1000

元送
100

元， 或者购买某品牌产品
送手表、 水壶之类， 以此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 当消
费者面对琳琅满目的商品不知如何下手时， 有人便会
认为“有赠品总比没有好”， 于是乎， 商家与顾客各得
其所， 实现双赢。 但是， 如果面对的是人生的路口，

需要抉择的是教育这样关乎前途命运的大事， 还会有
人为了区区赠品而毅然买单吗？

这笔账粗粗一算即知： 一旦选择就读， 且不说那
整整三年的大好时光、 毕业之后的谋生大计， 就是每
年要交的上千元学费， 又岂是一部手机可以轻松交换？

“正品” 与赠品之间的对比如此悬殊， 恐怕再贪小便宜
的人也不会如此逐小利而忘大义吧。

话说回来， 职业学校要想让家长和学生买账， 还
是应该追本溯源， 认真想想人家的需求到底是什么。

柏拉图说过， 教育是什么， 教育是为了以后的生活所
进行的训练。 这句话对于职业教育来说尤为适用。 职
业学校以服务为宗旨， 以就业为导向， 归根结底就是

向学生传授职业知识、 职业技能， 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道德， 把受教育
者培养成社会需要的人， 让他们能够凭借一技之长充分就业， 安身立
命。 对于家长和学生来说， 最看重的也正是职业学校的教学质量、 师资
水平， 以及毕业生的就业率高低、 岗位待遇如何这些实实在在的指标。

学校不是商场， 招生更不是商战。 职业学校要提高吸引力， 与其在
花哨的促销手段上浪费精力， 还不
如踏踏实实办学， 把精力用在提高
教学质量、 提升学校口碑上来得实
在。

高校党建研究
丛书出版

本报讯（记者 毛帽） “高校
党建研究丛书” 出版座谈会近日在
北京师范大学举行。据悉，该丛书由
北师大高校党建研究中心主任张静
如主编， 是目前国内第一套专门研
究高校党建问题的学术性丛书。

“高校党建研究丛书”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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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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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高校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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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金融危机影响，许多企业开始加大招录实习生的力度，机遇面前———

大学生实习如何做好科学规划
暑假在即， 炎热的夏季也将掀

起莘莘学子实习的 “热浪”。 记者近
日在采访时了解到， 受金融危机影
响， 许多企业都开始加大招录实习
生的力度 ， 以降低人力资源成本 。

面对特殊的经济形势， 大学生实习
策略应如何调整？ 大学生实习如何
规划？ 在实习中应注意哪些问题？

六成企业愿意留用实习生
据一家网站———“实习吧” 日前

作的一项调查显示， 虽然目前很多
企业面临经济困难， 但录用实习生
的数量大大好于预期 ， 截至目前 ，

该网站的企业会员已经提供了近
1500

个实习岗位。 “实习吧” 网站
市场经理毛怡凡表示， 作为一种弹

性用工手段， 招录实习生能较好地
帮助企业有效降低人员成本。

“有六成企业表示愿意把符合企
业要求的实习生留用。 ”毛怡凡介绍
说，调查显示，三成职场人的第一份
正式工作来自实习。他们在实习期间
得到了用人单位的认可，同时也在实
习的经历中发现了自己的能力。

毛怡凡建议， 大学生的实习应
“先下手为强”。 以

6

月份的实习职位
为例，一个实习岗位的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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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内通
常会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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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左右的申请， 而到了
6

月中旬，平均每个实习岗位的申请者
在
110

人以上， 整整翻了一倍的现象
显示了大学生对于暑假实习的热衷
与积极性。

如何获取一份对今后职业道路
有帮助的实习岗位 ？ 毛怡凡建议 ，

大学生应该根据自己的专业特长 、

兴趣爱好和目的， 有针对性地选择

适合自己的实习项目， 一定要选择
正规的、 大型的、 稳定的企业， 切
忌因为 “僧多粥少”， 盲目选择一些
不曾了解过的企业， 防止落入不法
分子的陷阱。

实习并非越早越好
“很多用人单位在招聘时都要求

有一定的工作经验。” 中国青年政治
学院中文系学生万春鹃说。 还在上
大二的她自去年暑假就开始了实习，

在北京某网络咨询公司做了一个月
的网络编辑。 万春鹃认为， 提早实
习可以实现自身经验在量上的积累，

为自己今后的工作创造条件。

据 “实习吧” 网站调查， 有
51%

的大学生有过不止一次的实习经历。

面对用人单位对大学毕业生工作经
验的要求， 在校大学生实习是否越
早越好？ 是否越多越好？

北京圣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
经理翟翌翚认为， 目前大学生就业
形势严峻， 部分高校的本科教学和
人才培养模式， 已经跟不上就业形
势的发展。 在这样的背景下， 鼓励
学生早些实习， 提早感受社会竞争
是件好事情。 但学生的主要任务还
是学习， 那种刚进入校园便花力气
寻找实习机会的做法并不可取 ，

“实习应建立在具有一定专业能力的
基础之上， 否则一切都是空中楼阁，

是不牢固的。”

北京智联招聘网站总监付浩认
为， 大学生实习要有针对性， 太杂
的实习经验在应聘时并不管用， 有
时还会适得其反。 例如， 有的建筑
专业的毕业生拿出的实习经验竟然
没有一项或很少与建筑沾边， 却大
吹自己是个全才， 有

IT

、 计算机和
销售等多方面经验， 而用人单位对

此并不买账。 在专业性很强的行业
中 ， 用人单位往往希望录取一些
“专才”， 专业知识和专业经验在求
职中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大学实习不要走过场
“我们也愿意给大学生提供实习

机会， 但在操作中发现， 许多学生
来实习并非为了学到东西， 而是为
了得到一张实习鉴定， 实习就是走
过场。” 北京某报社一名编辑对记者
说， 有些大学生实习期太短， 不到
两周时间， 很难给他安排什么活干，

只能打打杂。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 许多学校
规定大学实习一般为

3

周， 由于时间
较短 ， 许多单位不愿接收实习生 ，

担心影响本单位正常的工作流程 。

“我们要忙于自己的本职工作， 而有
些工作并不合适也不放心交给实习

生来做， 既耽误时间又费心费力。”

北京一家网络公司的职员张先生说。

“实习必须保证一定的时间， 其
价值才能得到体现。” 付浩认为， 大
学生实习要摆正心态。 首先要以一
个职场人的身份要求自己， 了解实
习岗位的工作内容和要求， 对实习
单位和岗位进行认真考察， 尽快给
自己做好职业规划； 其次是要有积
极主动的心态， 实习期间切忌被动
等待工作， 要积极主动地去咨询前
辈， 多学多做； 再其次， 对于一些
打杂工作也不要轻视， 要确认这些
工作你是否都能做好， 因为这也是
在职场中生存的基本技巧。

付浩认为， 实习也要做好规划，

不同年级的学生， 实习侧重点也不
一样 。 大一 、 大二应以接触社会 、

素质储备为主， 根据自己所缺乏的
能力可以适当安排实习。 大三应寻
找适合自己的方向， 以技能储备特
别是与自己长期目标相匹配的技能
储备为主， 如在公司实习则应有意
识地了解公司面试流程和技巧， 向
同事学习职场生存技能。 大四的实
习是要找好目标， 争取能够在实习
中胜任主要工作， 最大程度地表现
自己， 把实习变成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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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考、 高考过后， 每年一度的招生大战火爆登场。

为了招揽生源， 学校的招生手段可谓是花样百出。 有
媒体报道， 山东某职业学校就使出了“上学送手机”

的“妙招”， 希望借助品牌手机的诱惑， 吸引更多学生
前来就读。

上职校送手机， 不免让人联想到商场促销时惯用
的买赠手法。 满

1000

元送
100

元， 或者购买某品牌产品
送手表、 水壶之类， 以此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 当消
费者面对琳琅满目的商品不知如何下手时， 有人便会
认为“有赠品总比没有好”， 于是乎， 商家与顾客各得
其所， 实现双赢。 但是， 如果面对的是人生的路口，

需要抉择的是教育这样关乎前途命运的大事， 还会有
人为了区区赠品而毅然买单吗？

这笔账粗粗一算即知： 一旦选择就读， 且不说那
整整三年的大好时光、 毕业之后的谋生大计， 就是每
年要交的上千元学费， 又岂是一部手机可以轻松交换？

“正品” 与赠品之间的对比如此悬殊， 恐怕再贪小便宜
的人也不会如此逐小利而忘大义吧。

话说回来， 职业学校要想让家长和学生买账， 还
是应该追本溯源， 认真想想人家的需求到底是什么。

柏拉图说过， 教育是什么， 教育是为了以后的生活所
进行的训练。 这句话对于职业教育来说尤为适用。 职
业学校以服务为宗旨， 以就业为导向， 归根结底就是

向学生传授职业知识、 职业技能， 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道德， 把受教育
者培养成社会需要的人， 让他们能够凭借一技之长充分就业， 安身立
命。 对于家长和学生来说， 最看重的也正是职业学校的教学质量、 师资
水平， 以及毕业生的就业率高低、 岗位待遇如何这些实实在在的指标。

学校不是商场， 招生更不是商战。 职业学校要提高吸引力， 与其在
花哨的促销手段上浪费精力， 还不
如踏踏实实办学， 把精力用在提高
教学质量、 提升学校口碑上来得实
在。

【热点透视】

■

刘琴

首都高校项目团队
获希望工程激励奖

本报讯（记者 杨彬） 日前，

中国青基会在中国农业大学发布
了希望工程激励奖，首都

28

所高校
的
44

个项目团队获奖，每个项目团
队将获得

1

万元资助， 用于开展大
学生自己创新设计的社会公益服
务项目。

44

个项目团队的
400

多人
中，

70％

以上为国家助学金和希望
工程等社会力量资助的大学生。

据了解， 希望工程激励行动
是由中国青基会和世界银行联合
主办的面向受助大学生的公益项
目， 旨在倡导和发挥参与学生的
自主性， 由参与学生自主发现社
会需求、 自发组织项目团队、 自
行设计项目计划、 自主组织项目
实施， 并提出政策建议。

时评
栏目主持人： 王亮
欢迎荐稿

: wangl@edumail.com.cn

青岛杯“我爱我的祖国”摄影比赛启事
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围绕庆

祝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深入开展群
众性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的意见精
神， 日前， 教育部发出通知， 决
定在各级各类学校深入开展 “我
爱我的祖国” 主题教育活动。 为
了做好这项活动的宣传工作， 本
报与青岛市教育局联合举办 《青
岛杯 “我爱我的祖国 ” 摄影比
赛 》 。 比赛从即日起开始征稿 ，

于
2009

年
9

月
30

日截稿，

10

月中旬
评选颁奖。

一、 稿件内容
各地各校多形式开展主题教

育活动的新闻照片 ， 内容真实 ，

画面生动， 说明准确翔实。

二、 稿件规格
参赛作品只收电子文件， 规

格要求 ：

jpg

压缩格式 ，

300dpi

，

照片长边尺寸以
17cm

为宜， 压缩
质量为 “高”， 所有参赛照片请勿
进行后期电脑加工处理。

参赛作品须注明标题、 照片
文字说明、 作者姓名、 联系电话
及通信地址和邮政编码 ， 邮件
“主题” 一栏注明 “摄影比赛” 字
样。 作者可随拍随发。

优秀作品将在本报上陆续选
发， 一经刊用即付稿酬。

三、 稿件评选
比赛截稿后， 主办单位将组

织评委 ， 对全部来稿进行评选 ，

评出金奖、 银奖、 铜奖及优秀奖
若干名 ， 颁发证书和奖金 （奖
品）。

参赛电子稿件发至：

syms@e鄄

dumail.com.cn

咨询电话： （

010

）

62236814

依依话别

日前， 身着民族服装的
羌族小学生与四川省宜宾市
黄桷庄小学的同学依依话
别。 这些羌族学生来自地震
灾区汶川龙溪小学， 一年
前， 他们在宜宾市复读， 如
今已完成阶段性学业， 即将
返乡。

曾朗摄

各地教委、教研中心（室）负责人、各中学校长：

2009

年全国绝大多数高中将进入新课改 ，

为贯彻落实国家教育部门关于 “积极推进普通
高中新课程实验， 进一步扩大实验范围， 组织
开展经验交流” 的精神

,

促进新课改在全国高中
的顺利实施， 中国教育报刊社定于

2009

年
8

月
8

日—

9

日在河北鹿泉举办大型公益研讨活动———

“全国高中新课程有效教学专题研讨会”， 旨在
搭建研讨和交流的平台， 解读政策、 展示成果、

分享经验、 启迪智慧， 从而推动中国基础教育
优质、 均衡和可持续发展。

一、 会议内容：

高端引领

国家教育部门权威课改专家现场解读高中
新课程， 剖析新课程相关问题， 把脉当前基础
教育改革的趋势。

专业指导

全国知名教育专家就新课程背景下的课堂教
学， 进行理念阐释、 方法指导和答疑解惑。

主题论坛

中央教科所课程专家与校长、 教师同台论道，

思想碰撞、 观点交锋， 深入探讨新课程有效教学
相关问题。

经验分享

来自河北、 山东、四川、湖北、安徽、内蒙古等地
的校长与代表共同分享思想与理念、经验和成果。

体验式考察

走进鹿泉一中真实的课堂， 观摩“原生态”

的多形态高效课堂教学， 感受“八环节学案型教
学模式” 的魅力。

观摩鹿泉一中真实的校本研修活动， 体验建构
式研究型的教研文化。

二、 时间：

2009

年
8

月
7

日―
9

日
(7

日报到
)

会议规模限制在
500

人以内， 迟报者如无法安
排参会， 敬请见谅。

三、 其他：

会议免收会务费。 食宿统一安排、 费用自理。

四、 会议报名及联系方式
梁老师 （

0311

—

82285063 13832140055

）

刘老师 （

0311

—

82285063 13582197102

）

孙老师
(010-62271563

传真：

62244041)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文慧园北路
10

号
中国教育报刊社

邮编：

100082

网址：

www.jybpx.com.cn

邮箱：

jypx@edumail.com.cn

82285063@163.com

专家引领 思想交锋 经验分享 智慧启迪

首届全国高中新课程有效教学专题研讨会通知

高校党建研究
丛书出版

本报讯（记者 毛帽） “高校
党建研究丛书” 出版座谈会近日在
北京师范大学举行。据悉，该丛书由
北师大高校党建研究中心主任张静
如主编， 是目前国内第一套专门研
究高校党建问题的学术性丛书。

“高校党建研究丛书”共
6

本，

分别是《高校治理结构研究》、《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高校干部
队伍建设研究 》、《高校党员先进
性建设研究 》、《高校统战工作研
究》、《高校群团工作研究》。

受金融危机影响，许多企业开始加大招录实习生的力度，机遇面前———

大学生实习如何做好科学规划
暑假在即， 炎热的夏季也将掀

起莘莘学子实习的 “热浪”。 记者近
日在采访时了解到， 受金融危机影
响， 许多企业都开始加大招录实习
生的力度 ， 以降低人力资源成本 。

面对特殊的经济形势， 大学生实习
策略应如何调整？ 大学生实习如何
规划？ 在实习中应注意哪些问题？

六成企业愿意留用实习生
据一家网站———“实习吧” 日前

作的一项调查显示， 虽然目前很多
企业面临经济困难， 但录用实习生
的数量大大好于预期 ， 截至目前 ，

该网站的企业会员已经提供了近
1500

个实习岗位。 “实习吧” 网站
市场经理毛怡凡表示， 作为一种弹

性用工手段， 招录实习生能较好地
帮助企业有效降低人员成本。

“有六成企业表示愿意把符合企
业要求的实习生留用。 ”毛怡凡介绍
说，调查显示，三成职场人的第一份
正式工作来自实习。他们在实习期间
得到了用人单位的认可，同时也在实
习的经历中发现了自己的能力。

毛怡凡建议， 大学生的实习应
“先下手为强”。 以

6

月份的实习职位
为例，一个实习岗位的发布，

1

周内通
常会收到

60

人左右的申请， 而到了
6

月中旬，平均每个实习岗位的申请者
在
110

人以上， 整整翻了一倍的现象
显示了大学生对于暑假实习的热衷
与积极性。

如何获取一份对今后职业道路
有帮助的实习岗位 ？ 毛怡凡建议 ，

大学生应该根据自己的专业特长 、

兴趣爱好和目的， 有针对性地选择

适合自己的实习项目， 一定要选择
正规的、 大型的、 稳定的企业， 切
忌因为 “僧多粥少”， 盲目选择一些
不曾了解过的企业， 防止落入不法
分子的陷阱。

实习并非越早越好
“很多用人单位在招聘时都要求

有一定的工作经验。” 中国青年政治
学院中文系学生万春鹃说。 还在上
大二的她自去年暑假就开始了实习，

在北京某网络咨询公司做了一个月
的网络编辑。 万春鹃认为， 提早实
习可以实现自身经验在量上的积累，

为自己今后的工作创造条件。

据 “实习吧” 网站调查， 有
51%

的大学生有过不止一次的实习经历。

面对用人单位对大学毕业生工作经
验的要求， 在校大学生实习是否越
早越好？ 是否越多越好？

北京圣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
经理翟翌翚认为， 目前大学生就业
形势严峻， 部分高校的本科教学和
人才培养模式， 已经跟不上就业形
势的发展。 在这样的背景下， 鼓励
学生早些实习， 提早感受社会竞争
是件好事情。 但学生的主要任务还
是学习， 那种刚进入校园便花力气
寻找实习机会的做法并不可取 ，

“实习应建立在具有一定专业能力的
基础之上， 否则一切都是空中楼阁，

是不牢固的。”

北京智联招聘网站总监付浩认
为， 大学生实习要有针对性， 太杂
的实习经验在应聘时并不管用， 有
时还会适得其反。 例如， 有的建筑
专业的毕业生拿出的实习经验竟然
没有一项或很少与建筑沾边， 却大
吹自己是个全才， 有

IT

、 计算机和
销售等多方面经验， 而用人单位对

此并不买账。 在专业性很强的行业
中 ， 用人单位往往希望录取一些
“专才”， 专业知识和专业经验在求
职中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大学实习不要走过场
“我们也愿意给大学生提供实习

机会， 但在操作中发现， 许多学生
来实习并非为了学到东西， 而是为
了得到一张实习鉴定， 实习就是走
过场。” 北京某报社一名编辑对记者
说， 有些大学生实习期太短， 不到
两周时间， 很难给他安排什么活干，

只能打打杂。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 许多学校
规定大学实习一般为

3

周， 由于时间
较短 ， 许多单位不愿接收实习生 ，

担心影响本单位正常的工作流程 。

“我们要忙于自己的本职工作， 而有
些工作并不合适也不放心交给实习

生来做， 既耽误时间又费心费力。”

北京一家网络公司的职员张先生说。

“实习必须保证一定的时间， 其
价值才能得到体现。” 付浩认为， 大
学生实习要摆正心态。 首先要以一
个职场人的身份要求自己， 了解实
习岗位的工作内容和要求， 对实习
单位和岗位进行认真考察， 尽快给
自己做好职业规划； 其次是要有积
极主动的心态， 实习期间切忌被动
等待工作， 要积极主动地去咨询前
辈， 多学多做； 再其次， 对于一些
打杂工作也不要轻视， 要确认这些
工作你是否都能做好， 因为这也是
在职场中生存的基本技巧。

付浩认为， 实习也要做好规划，

不同年级的学生， 实习侧重点也不
一样 。 大一 、 大二应以接触社会 、

素质储备为主， 根据自己所缺乏的
能力可以适当安排实习。 大三应寻
找适合自己的方向， 以技能储备特
别是与自己长期目标相匹配的技能
储备为主， 如在公司实习则应有意
识地了解公司面试流程和技巧， 向
同事学习职场生存技能。 大四的实
习是要找好目标， 争取能够在实习
中胜任主要工作， 最大程度地表现
自己， 把实习变成工作。

■

本报记者梁杰实习生张晨

提
高
吸
引
力
岂
能
靠
送
手
机

中考、 高考过后， 每年一度的招生大战火爆登场。

为了招揽生源， 学校的招生手段可谓是花样百出。 有
媒体报道， 山东某职业学校就使出了“上学送手机”

的“妙招”， 希望借助品牌手机的诱惑， 吸引更多学生
前来就读。

上职校送手机， 不免让人联想到商场促销时惯用
的买赠手法。 满

1000

元送
100

元， 或者购买某品牌产品
送手表、 水壶之类， 以此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 当消
费者面对琳琅满目的商品不知如何下手时， 有人便会
认为“有赠品总比没有好”， 于是乎， 商家与顾客各得
其所， 实现双赢。 但是， 如果面对的是人生的路口，

需要抉择的是教育这样关乎前途命运的大事， 还会有
人为了区区赠品而毅然买单吗？

这笔账粗粗一算即知： 一旦选择就读， 且不说那
整整三年的大好时光、 毕业之后的谋生大计， 就是每
年要交的上千元学费， 又岂是一部手机可以轻松交换？

“正品” 与赠品之间的对比如此悬殊， 恐怕再贪小便宜
的人也不会如此逐小利而忘大义吧。

话说回来， 职业学校要想让家长和学生买账， 还
是应该追本溯源， 认真想想人家的需求到底是什么。

柏拉图说过， 教育是什么， 教育是为了以后的生活所
进行的训练。 这句话对于职业教育来说尤为适用。 职
业学校以服务为宗旨， 以就业为导向， 归根结底就是

向学生传授职业知识、 职业技能， 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道德， 把受教育
者培养成社会需要的人， 让他们能够凭借一技之长充分就业， 安身立
命。 对于家长和学生来说， 最看重的也正是职业学校的教学质量、 师资
水平， 以及毕业生的就业率高低、 岗位待遇如何这些实实在在的指标。

学校不是商场， 招生更不是商战。 职业学校要提高吸引力， 与其在
花哨的促销手段上浪费精力， 还不
如踏踏实实办学， 把精力用在提高
教学质量、 提升学校口碑上来得实
在。

首都高校项目团队
获希望工程激励奖

本报讯（记者 杨彬） 日前，

中国青基会在中国农业大学发布
了希望工程激励奖，首都

28

所高校
的
44

个项目团队获奖，每个项目团
队将获得

1

万元资助， 用于开展大
学生自己创新设计的社会公益服
务项目。

44

个项目团队的
400

多人
中，

70％

以上为国家助学金和希望
工程等社会力量资助的大学生。

据了解， 希望工程激励行动
是由中国青基会和世界银行联合
主办的面向受助大学生的公益项
目， 旨在倡导和发挥参与学生的
自主性， 由参与学生自主发现社
会需求、 自发组织项目团队、 自
行设计项目计划、 自主组织项目
实施， 并提出政策建议。

青岛杯“我爱我的祖国”摄影比赛启事
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围绕庆

祝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深入开展群
众性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的意见精
神， 日前， 教育部发出通知， 决
定在各级各类学校深入开展 “我
爱我的祖国” 主题教育活动。 为
了做好这项活动的宣传工作， 本
报与青岛市教育局联合举办 《青
岛杯 “我爱我的祖国 ” 摄影比
赛 》 。 比赛从即日起开始征稿 ，

于
2009

年
9

月
30

日截稿，

10

月中旬
评选颁奖。

一、 稿件内容
各地各校多形式开展主题教

育活动的新闻照片 ， 内容真实 ，

画面生动， 说明准确翔实。

二、 稿件规格
参赛作品只收电子文件， 规

格要求 ：

jpg

压缩格式 ，

300dpi

，

照片长边尺寸以
17cm

为宜， 压缩
质量为 “高”， 所有参赛照片请勿
进行后期电脑加工处理。

参赛作品须注明标题、 照片
文字说明、 作者姓名、 联系电话
及通信地址和邮政编码 ， 邮件
“主题” 一栏注明 “摄影比赛” 字
样。 作者可随拍随发。

优秀作品将在本报上陆续选
发， 一经刊用即付稿酬。

三、 稿件评选
比赛截稿后， 主办单位将组

织评委 ， 对全部来稿进行评选 ，

评出金奖、 银奖、 铜奖及优秀奖
若干名 ， 颁发证书和奖金 （奖
品）。

参赛电子稿件发至：

syms@e鄄

dumail.com.cn

咨询电话： （

010

）

62236814

依依话别

日前， 身着民族服装的
羌族小学生与四川省宜宾市
黄桷庄小学的同学依依话
别。 这些羌族学生来自地震
灾区汶川龙溪小学， 一年
前， 他们在宜宾市复读， 如
今已完成阶段性学业， 即将
返乡。

曾朗摄

专家引领 思想交锋 经验分享 智慧启迪

首届全国高中新课程有效教学专题研讨会通知
主办单位：中国教育报刊社
承办单位：河北省鹿泉市教育局 河北省鹿泉市第一中学 支持媒体：中国教育报人民教育杂志

受金融危机影响，许多企业开始加大招录实习生的力度，机遇面前———

大学生实习如何做好科学规划
暑假在即， 炎热的夏季也将掀

起莘莘学子实习的 “热浪”。 记者近
日在采访时了解到， 受金融危机影
响， 许多企业都开始加大招录实习
生的力度 ， 以降低人力资源成本 。

面对特殊的经济形势， 大学生实习
策略应如何调整？ 大学生实习如何
规划？ 在实习中应注意哪些问题？

六成企业愿意留用实习生
据一家网站———“实习吧” 日前

作的一项调查显示， 虽然目前很多
企业面临经济困难， 但录用实习生
的数量大大好于预期 ， 截至目前 ，

该网站的企业会员已经提供了近
1500

个实习岗位。 “实习吧” 网站
市场经理毛怡凡表示， 作为一种弹

性用工手段， 招录实习生能较好地
帮助企业有效降低人员成本。

“有六成企业表示愿意把符合企
业要求的实习生留用。 ”毛怡凡介绍
说，调查显示，三成职场人的第一份
正式工作来自实习。他们在实习期间
得到了用人单位的认可，同时也在实
习的经历中发现了自己的能力。

毛怡凡建议， 大学生的实习应
“先下手为强”。 以

6

月份的实习职位
为例，一个实习岗位的发布，

1

周内通
常会收到

60

人左右的申请， 而到了
6

月中旬，平均每个实习岗位的申请者
在
110

人以上， 整整翻了一倍的现象
显示了大学生对于暑假实习的热衷
与积极性。

如何获取一份对今后职业道路
有帮助的实习岗位 ？ 毛怡凡建议 ，

大学生应该根据自己的专业特长 、

兴趣爱好和目的， 有针对性地选择

适合自己的实习项目， 一定要选择
正规的、 大型的、 稳定的企业， 切
忌因为 “僧多粥少”， 盲目选择一些
不曾了解过的企业， 防止落入不法
分子的陷阱。

实习并非越早越好
“很多用人单位在招聘时都要求

有一定的工作经验。” 中国青年政治
学院中文系学生万春鹃说。 还在上
大二的她自去年暑假就开始了实习，

在北京某网络咨询公司做了一个月
的网络编辑。 万春鹃认为， 提早实
习可以实现自身经验在量上的积累，

为自己今后的工作创造条件。

据 “实习吧” 网站调查， 有
51%

的大学生有过不止一次的实习经历。

面对用人单位对大学毕业生工作经
验的要求， 在校大学生实习是否越
早越好？ 是否越多越好？

北京圣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
经理翟翌翚认为， 目前大学生就业
形势严峻， 部分高校的本科教学和
人才培养模式， 已经跟不上就业形
势的发展。 在这样的背景下， 鼓励
学生早些实习， 提早感受社会竞争
是件好事情。 但学生的主要任务还
是学习， 那种刚进入校园便花力气
寻找实习机会的做法并不可取 ，

“实习应建立在具有一定专业能力的
基础之上， 否则一切都是空中楼阁，

是不牢固的。”

北京智联招聘网站总监付浩认
为， 大学生实习要有针对性， 太杂
的实习经验在应聘时并不管用， 有
时还会适得其反。 例如， 有的建筑
专业的毕业生拿出的实习经验竟然
没有一项或很少与建筑沾边， 却大
吹自己是个全才， 有

IT

、 计算机和
销售等多方面经验， 而用人单位对

此并不买账。 在专业性很强的行业
中 ， 用人单位往往希望录取一些
“专才”， 专业知识和专业经验在求
职中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大学实习不要走过场
“我们也愿意给大学生提供实习

机会， 但在操作中发现， 许多学生
来实习并非为了学到东西， 而是为
了得到一张实习鉴定， 实习就是走
过场。” 北京某报社一名编辑对记者
说， 有些大学生实习期太短， 不到
两周时间， 很难给他安排什么活干，

只能打打杂。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 许多学校
规定大学实习一般为

3

周， 由于时间
较短 ， 许多单位不愿接收实习生 ，

担心影响本单位正常的工作流程 。

“我们要忙于自己的本职工作， 而有
些工作并不合适也不放心交给实习

生来做， 既耽误时间又费心费力。”

北京一家网络公司的职员张先生说。

“实习必须保证一定的时间， 其
价值才能得到体现。” 付浩认为， 大
学生实习要摆正心态。 首先要以一
个职场人的身份要求自己， 了解实
习岗位的工作内容和要求， 对实习
单位和岗位进行认真考察， 尽快给
自己做好职业规划； 其次是要有积
极主动的心态， 实习期间切忌被动
等待工作， 要积极主动地去咨询前
辈， 多学多做； 再其次， 对于一些
打杂工作也不要轻视， 要确认这些
工作你是否都能做好， 因为这也是
在职场中生存的基本技巧。

付浩认为， 实习也要做好规划，

不同年级的学生， 实习侧重点也不
一样 。 大一 、 大二应以接触社会 、

素质储备为主， 根据自己所缺乏的
能力可以适当安排实习。 大三应寻
找适合自己的方向， 以技能储备特
别是与自己长期目标相匹配的技能
储备为主， 如在公司实习则应有意
识地了解公司面试流程和技巧， 向
同事学习职场生存技能。 大四的实
习是要找好目标， 争取能够在实习
中胜任主要工作， 最大程度地表现
自己， 把实习变成工作。

■

本报记者梁杰实习生张晨

提
高
吸
引
力
岂
能
靠
送
手
机

中考、 高考过后， 每年一度的招生大战火爆登场。

为了招揽生源， 学校的招生手段可谓是花样百出。 有
媒体报道， 山东某职业学校就使出了“上学送手机”

的“妙招”， 希望借助品牌手机的诱惑， 吸引更多学生
前来就读。

上职校送手机， 不免让人联想到商场促销时惯用
的买赠手法。 满

1000

元送
100

元， 或者购买某品牌产品
送手表、 水壶之类， 以此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 当消
费者面对琳琅满目的商品不知如何下手时， 有人便会
认为“有赠品总比没有好”， 于是乎， 商家与顾客各得
其所， 实现双赢。 但是， 如果面对的是人生的路口，

需要抉择的是教育这样关乎前途命运的大事， 还会有
人为了区区赠品而毅然买单吗？

这笔账粗粗一算即知： 一旦选择就读， 且不说那
整整三年的大好时光、 毕业之后的谋生大计， 就是每
年要交的上千元学费， 又岂是一部手机可以轻松交换？

“正品” 与赠品之间的对比如此悬殊， 恐怕再贪小便宜
的人也不会如此逐小利而忘大义吧。

话说回来， 职业学校要想让家长和学生买账， 还
是应该追本溯源， 认真想想人家的需求到底是什么。

柏拉图说过， 教育是什么， 教育是为了以后的生活所
进行的训练。 这句话对于职业教育来说尤为适用。 职
业学校以服务为宗旨， 以就业为导向， 归根结底就是

向学生传授职业知识、 职业技能， 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道德， 把受教育
者培养成社会需要的人， 让他们能够凭借一技之长充分就业， 安身立
命。 对于家长和学生来说， 最看重的也正是职业学校的教学质量、 师资
水平， 以及毕业生的就业率高低、 岗位待遇如何这些实实在在的指标。

学校不是商场， 招生更不是商战。 职业学校要提高吸引力， 与其在
花哨的促销手段上浪费精力， 还不
如踏踏实实办学， 把精力用在提高
教学质量、 提升学校口碑上来得实
在。

首都高校项目团队
获希望工程激励奖

本报讯（记者 杨彬） 日前，

中国青基会在中国农业大学发布
了希望工程激励奖，首都

28

所高校
的
44

个项目团队获奖，每个项目团
队将获得

1

万元资助， 用于开展大
学生自己创新设计的社会公益服
务项目。

44

个项目团队的
400

多人
中，

70％

以上为国家助学金和希望
工程等社会力量资助的大学生。

据了解， 希望工程激励行动
是由中国青基会和世界银行联合
主办的面向受助大学生的公益项
目， 旨在倡导和发挥参与学生的
自主性， 由参与学生自主发现社
会需求、 自发组织项目团队、 自
行设计项目计划、 自主组织项目
实施， 并提出政策建议。

青岛杯“我爱我的祖国”摄影比赛启事
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围绕庆

祝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深入开展群
众性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的意见精
神， 日前， 教育部发出通知， 决
定在各级各类学校深入开展 “我
爱我的祖国” 主题教育活动。 为
了做好这项活动的宣传工作， 本
报与青岛市教育局联合举办 《青
岛杯 “我爱我的祖国 ” 摄影比
赛 》 。 比赛从即日起开始征稿 ，

于
2009

年
9

月
30

日截稿，

10

月中旬
评选颁奖。

一、 稿件内容
各地各校多形式开展主题教

育活动的新闻照片 ， 内容真实 ，

画面生动， 说明准确翔实。

二、 稿件规格
参赛作品只收电子文件， 规

格要求 ：

jpg

压缩格式 ，

300dpi

，

照片长边尺寸以
17cm

为宜， 压缩
质量为 “高”， 所有参赛照片请勿
进行后期电脑加工处理。

参赛作品须注明标题、 照片
文字说明、 作者姓名、 联系电话
及通信地址和邮政编码 ， 邮件
“主题” 一栏注明 “摄影比赛” 字
样。 作者可随拍随发。

优秀作品将在本报上陆续选
发， 一经刊用即付稿酬。

三、 稿件评选
比赛截稿后， 主办单位将组

织评委 ， 对全部来稿进行评选 ，

评出金奖、 银奖、 铜奖及优秀奖
若干名 ， 颁发证书和奖金 （奖
品）。

参赛电子稿件发至：

syms@e鄄

dumail.com.cn

咨询电话： （

010

）

62236814

依依话别

日前， 身着民族服装的
羌族小学生与四川省宜宾市
黄桷庄小学的同学依依话
别。 这些羌族学生来自地震
灾区汶川龙溪小学， 一年
前， 他们在宜宾市复读， 如
今已完成阶段性学业， 即将
返乡。

曾朗摄

各地教委、教研中心（室）负责人、各中学校长：

2009

年全国绝大多数高中将进入新课改 ，

为贯彻落实国家教育部门关于 “积极推进普通
高中新课程实验， 进一步扩大实验范围， 组织
开展经验交流” 的精神

,

促进新课改在全国高中
的顺利实施， 中国教育报刊社定于

2009

年
8

月
8

日—

9

日在河北鹿泉举办大型公益研讨活动———

“全国高中新课程有效教学专题研讨会”， 旨在
搭建研讨和交流的平台， 解读政策、 展示成果、

分享经验、 启迪智慧， 从而推动中国基础教育
优质、 均衡和可持续发展。

一、 会议内容：

高端引领

国家教育部门权威课改专家现场解读高中
新课程， 剖析新课程相关问题， 把脉当前基础
教育改革的趋势。

专业指导

全国知名教育专家就新课程背景下的课堂教
学， 进行理念阐释、 方法指导和答疑解惑。

主题论坛

中央教科所课程专家与校长、 教师同台论道，

思想碰撞、 观点交锋， 深入探讨新课程有效教学
相关问题。

经验分享

来自河北、 山东、四川、湖北、安徽、内蒙古等地
的校长与代表共同分享思想与理念、经验和成果。

体验式考察

走进鹿泉一中真实的课堂， 观摩“原生态”

的多形态高效课堂教学， 感受“八环节学案型教
学模式” 的魅力。

观摩鹿泉一中真实的校本研修活动， 体验建构
式研究型的教研文化。

二、 时间：

2009

年
8

月
7

日―
9

日
(7

日报到
)

会议规模限制在
500

人以内， 迟报者如无法安
排参会， 敬请见谅。

三、 其他：

会议免收会务费。 食宿统一安排、 费用自理。

四、 会议报名及联系方式
梁老师 （

0311

—

82285063 13832140055

）

刘老师 （

0311

—

82285063 13582197102

）

孙老师
(010-62271563

传真：

62244041)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文慧园北路
10

号
中国教育报刊社

邮编：

100082

网址：

www.jybpx.com.cn

邮箱：

jypx@edumail.com.cn

82285063@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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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考、 高考过后， 每年一度的招生大战火爆登场。

为了招揽生源， 学校的招生手段可谓是花样百出。 有
媒体报道， 山东某职业学校就使出了“上学送手机”

的“妙招”， 希望借助品牌手机的诱惑， 吸引更多学生
前来就读。

上职校送手机， 不免让人联想到商场促销时惯用
的买赠手法。 满

1000

元送
100

元， 或者购买某品牌产品
送手表、 水壶之类， 以此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 当消
费者面对琳琅满目的商品不知如何下手时， 有人便会
认为“有赠品总比没有好”， 于是乎， 商家与顾客各得
其所， 实现双赢。 但是， 如果面对的是人生的路口，

需要抉择的是教育这样关乎前途命运的大事， 还会有
人为了区区赠品而毅然买单吗？

这笔账粗粗一算即知： 一旦选择就读， 且不说那
整整三年的大好时光、 毕业之后的谋生大计， 就是每
年要交的上千元学费， 又岂是一部手机可以轻松交换？

“正品” 与赠品之间的对比如此悬殊， 恐怕再贪小便宜
的人也不会如此逐小利而忘大义吧。

话说回来， 职业学校要想让家长和学生买账， 还
是应该追本溯源， 认真想想人家的需求到底是什么。

柏拉图说过， 教育是什么， 教育是为了以后的生活所
进行的训练。 这句话对于职业教育来说尤为适用。 职
业学校以服务为宗旨， 以就业为导向， 归根结底就是

向学生传授职业知识、 职业技能， 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道德， 把受教育
者培养成社会需要的人， 让他们能够凭借一技之长充分就业， 安身立
命。 对于家长和学生来说， 最看重的也正是职业学校的教学质量、 师资
水平， 以及毕业生的就业率高低、 岗位待遇如何这些实实在在的指标。

学校不是商场， 招生更不是商战。 职业学校要提高吸引力， 与其在
花哨的促销手段上浪费精力， 还不
如踏踏实实办学， 把精力用在提高
教学质量、 提升学校口碑上来得实
在。

首都高校项目团队
获希望工程激励奖

本报讯（记者 杨彬） 日前，

中国青基会在中国农业大学发布
了希望工程激励奖，首都

28

所高校
的
44

个项目团队获奖，每个项目团
队将获得

1

万元资助， 用于开展大
学生自己创新设计的社会公益服
务项目。

44

个项目团队的
400

多人
中，

70％

以上为国家助学金和希望
工程等社会力量资助的大学生。

据了解， 希望工程激励行动
是由中国青基会和世界银行联合
主办的面向受助大学生的公益项
目， 旨在倡导和发挥参与学生的
自主性， 由参与学生自主发现社
会需求、 自发组织项目团队、 自
行设计项目计划、 自主组织项目
实施， 并提出政策建议。

青岛杯“我爱我的祖国”摄影比赛启事
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围绕庆

祝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深入开展群
众性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的意见精
神， 日前， 教育部发出通知， 决
定在各级各类学校深入开展 “我
爱我的祖国” 主题教育活动。 为
了做好这项活动的宣传工作， 本
报与青岛市教育局联合举办 《青
岛杯 “我爱我的祖国 ” 摄影比
赛 》 。 比赛从即日起开始征稿 ，

于
2009

年
9

月
30

日截稿，

10

月中旬
评选颁奖。

一、 稿件内容
各地各校多形式开展主题教

育活动的新闻照片 ， 内容真实 ，

画面生动， 说明准确翔实。

二、 稿件规格
参赛作品只收电子文件， 规

格要求 ：

jpg

压缩格式 ，

300dpi

，

照片长边尺寸以
17cm

为宜， 压缩
质量为 “高”， 所有参赛照片请勿
进行后期电脑加工处理。

参赛作品须注明标题、 照片
文字说明、 作者姓名、 联系电话
及通信地址和邮政编码 ， 邮件
“主题” 一栏注明 “摄影比赛” 字
样。 作者可随拍随发。

优秀作品将在本报上陆续选
发， 一经刊用即付稿酬。

三、 稿件评选
比赛截稿后， 主办单位将组

织评委 ， 对全部来稿进行评选 ，

评出金奖、 银奖、 铜奖及优秀奖
若干名 ， 颁发证书和奖金 （奖
品）。

参赛电子稿件发至：

syms@e鄄

dumail.com.cn

咨询电话： （

010

）

62236814

依依话别

日前， 身着民族服装的
羌族小学生与四川省宜宾市
黄桷庄小学的同学依依话
别。 这些羌族学生来自地震
灾区汶川龙溪小学， 一年
前， 他们在宜宾市复读， 如
今已完成阶段性学业， 即将
返乡。

曾朗摄

各地教委、教研中心（室）负责人、各中学校长：

2009

年全国绝大多数高中将进入新课改 ，

为贯彻落实国家教育部门关于 “积极推进普通
高中新课程实验， 进一步扩大实验范围， 组织
开展经验交流” 的精神

,

促进新课改在全国高中
的顺利实施， 中国教育报刊社定于

2009

年
8

月
8

日—

9

日在河北鹿泉举办大型公益研讨活动———

“全国高中新课程有效教学专题研讨会”， 旨在
搭建研讨和交流的平台， 解读政策、 展示成果、

分享经验、 启迪智慧， 从而推动中国基础教育
优质、 均衡和可持续发展。

一、 会议内容：

高端引领

国家教育部门权威课改专家现场解读高中
新课程， 剖析新课程相关问题， 把脉当前基础
教育改革的趋势。

专业指导

全国知名教育专家就新课程背景下的课堂教
学， 进行理念阐释、 方法指导和答疑解惑。

主题论坛

中央教科所课程专家与校长、 教师同台论道，

思想碰撞、 观点交锋， 深入探讨新课程有效教学
相关问题。

经验分享

来自河北、 山东、四川、湖北、安徽、内蒙古等地
的校长与代表共同分享思想与理念、经验和成果。

体验式考察

走进鹿泉一中真实的课堂， 观摩“原生态”

的多形态高效课堂教学， 感受“八环节学案型教
学模式” 的魅力。

观摩鹿泉一中真实的校本研修活动， 体验建构
式研究型的教研文化。

二、 时间：

2009

年
8

月
7

日―
9

日
(7

日报到
)

会议规模限制在
500

人以内， 迟报者如无法安
排参会， 敬请见谅。

三、 其他：

会议免收会务费。 食宿统一安排、 费用自理。

四、 会议报名及联系方式
梁老师 （

0311

—

82285063 13832140055

）

刘老师 （

0311

—

82285063 13582197102

）

孙老师
(010-62271563

传真：

62244041)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文慧园北路
10

号
中国教育报刊社

邮编：

100082

网址：

www.jybpx.com.cn

邮箱：

jypx@edumail.com.cn

82285063@163.com

受金融危机影响，许多企业开始加大招录实习生的力度，机遇面前———

大学生实习如何做好科学规划
暑假在即， 炎热的夏季也将掀

起莘莘学子实习的 “热浪”。 记者近
日在采访时了解到， 受金融危机影
响， 许多企业都开始加大招录实习
生的力度 ， 以降低人力资源成本 。

面对特殊的经济形势， 大学生实习
策略应如何调整？ 大学生实习如何
规划？ 在实习中应注意哪些问题？

六成企业愿意留用实习生
据一家网站———“实习吧” 日前

作的一项调查显示， 虽然目前很多
企业面临经济困难， 但录用实习生
的数量大大好于预期 ， 截至目前 ，

该网站的企业会员已经提供了近
1500

个实习岗位。 “实习吧” 网站
市场经理毛怡凡表示， 作为一种弹

性用工手段， 招录实习生能较好地
帮助企业有效降低人员成本。

“有六成企业表示愿意把符合企
业要求的实习生留用。 ”毛怡凡介绍
说，调查显示，三成职场人的第一份
正式工作来自实习。他们在实习期间
得到了用人单位的认可，同时也在实
习的经历中发现了自己的能力。

毛怡凡建议， 大学生的实习应
“先下手为强”。 以

6

月份的实习职位
为例，一个实习岗位的发布，

1

周内通
常会收到

60

人左右的申请， 而到了
6

月中旬，平均每个实习岗位的申请者
在
110

人以上， 整整翻了一倍的现象
显示了大学生对于暑假实习的热衷
与积极性。

如何获取一份对今后职业道路
有帮助的实习岗位 ？ 毛怡凡建议 ，

大学生应该根据自己的专业特长 、

兴趣爱好和目的， 有针对性地选择

适合自己的实习项目， 一定要选择
正规的、 大型的、 稳定的企业， 切
忌因为 “僧多粥少”， 盲目选择一些
不曾了解过的企业， 防止落入不法
分子的陷阱。

实习并非越早越好
“很多用人单位在招聘时都要求

有一定的工作经验。” 中国青年政治
学院中文系学生万春鹃说。 还在上
大二的她自去年暑假就开始了实习，

在北京某网络咨询公司做了一个月
的网络编辑。 万春鹃认为， 提早实
习可以实现自身经验在量上的积累，

为自己今后的工作创造条件。

据 “实习吧” 网站调查， 有
51%

的大学生有过不止一次的实习经历。

面对用人单位对大学毕业生工作经
验的要求， 在校大学生实习是否越
早越好？ 是否越多越好？

北京圣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
经理翟翌翚认为， 目前大学生就业
形势严峻， 部分高校的本科教学和
人才培养模式， 已经跟不上就业形
势的发展。 在这样的背景下， 鼓励
学生早些实习， 提早感受社会竞争
是件好事情。 但学生的主要任务还
是学习， 那种刚进入校园便花力气
寻找实习机会的做法并不可取 ，

“实习应建立在具有一定专业能力的
基础之上， 否则一切都是空中楼阁，

是不牢固的。”

北京智联招聘网站总监付浩认
为， 大学生实习要有针对性， 太杂
的实习经验在应聘时并不管用， 有
时还会适得其反。 例如， 有的建筑
专业的毕业生拿出的实习经验竟然
没有一项或很少与建筑沾边， 却大
吹自己是个全才， 有

IT

、 计算机和
销售等多方面经验， 而用人单位对

此并不买账。 在专业性很强的行业
中 ， 用人单位往往希望录取一些
“专才”， 专业知识和专业经验在求
职中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大学实习不要走过场
“我们也愿意给大学生提供实习

机会， 但在操作中发现， 许多学生
来实习并非为了学到东西， 而是为
了得到一张实习鉴定， 实习就是走
过场。” 北京某报社一名编辑对记者
说， 有些大学生实习期太短， 不到
两周时间， 很难给他安排什么活干，

只能打打杂。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 许多学校
规定大学实习一般为

3

周， 由于时间
较短 ， 许多单位不愿接收实习生 ，

担心影响本单位正常的工作流程 。

“我们要忙于自己的本职工作， 而有
些工作并不合适也不放心交给实习

生来做， 既耽误时间又费心费力。”

北京一家网络公司的职员张先生说。

“实习必须保证一定的时间， 其
价值才能得到体现。” 付浩认为， 大
学生实习要摆正心态。 首先要以一
个职场人的身份要求自己， 了解实
习岗位的工作内容和要求， 对实习
单位和岗位进行认真考察， 尽快给
自己做好职业规划； 其次是要有积
极主动的心态， 实习期间切忌被动
等待工作， 要积极主动地去咨询前
辈， 多学多做； 再其次， 对于一些
打杂工作也不要轻视， 要确认这些
工作你是否都能做好， 因为这也是
在职场中生存的基本技巧。

付浩认为， 实习也要做好规划，

不同年级的学生， 实习侧重点也不
一样 。 大一 、 大二应以接触社会 、

素质储备为主， 根据自己所缺乏的
能力可以适当安排实习。 大三应寻
找适合自己的方向， 以技能储备特
别是与自己长期目标相匹配的技能
储备为主， 如在公司实习则应有意
识地了解公司面试流程和技巧， 向
同事学习职场生存技能。 大四的实
习是要找好目标， 争取能够在实习
中胜任主要工作， 最大程度地表现
自己， 把实习变成工作。

■

本报记者梁杰实习生张晨

提
高
吸
引
力
岂
能
靠
送
手
机

中考、 高考过后， 每年一度的招生大战火爆登场。

为了招揽生源， 学校的招生手段可谓是花样百出。 有
媒体报道， 山东某职业学校就使出了“上学送手机”

的“妙招”， 希望借助品牌手机的诱惑， 吸引更多学生
前来就读。

上职校送手机， 不免让人联想到商场促销时惯用
的买赠手法。 满

1000

元送
100

元， 或者购买某品牌产品
送手表、 水壶之类， 以此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 当消
费者面对琳琅满目的商品不知如何下手时， 有人便会
认为“有赠品总比没有好”， 于是乎， 商家与顾客各得
其所， 实现双赢。 但是， 如果面对的是人生的路口，

需要抉择的是教育这样关乎前途命运的大事， 还会有
人为了区区赠品而毅然买单吗？

这笔账粗粗一算即知： 一旦选择就读， 且不说那
整整三年的大好时光、 毕业之后的谋生大计， 就是每
年要交的上千元学费， 又岂是一部手机可以轻松交换？

“正品” 与赠品之间的对比如此悬殊， 恐怕再贪小便宜
的人也不会如此逐小利而忘大义吧。

话说回来， 职业学校要想让家长和学生买账， 还
是应该追本溯源， 认真想想人家的需求到底是什么。

柏拉图说过， 教育是什么， 教育是为了以后的生活所
进行的训练。 这句话对于职业教育来说尤为适用。 职
业学校以服务为宗旨， 以就业为导向， 归根结底就是

向学生传授职业知识、 职业技能， 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道德， 把受教育
者培养成社会需要的人， 让他们能够凭借一技之长充分就业， 安身立
命。 对于家长和学生来说， 最看重的也正是职业学校的教学质量、 师资
水平， 以及毕业生的就业率高低、 岗位待遇如何这些实实在在的指标。

学校不是商场， 招生更不是商战。 职业学校要提高吸引力， 与其在
花哨的促销手段上浪费精力， 还不
如踏踏实实办学， 把精力用在提高
教学质量、 提升学校口碑上来得实
在。

首都高校项目团队
获希望工程激励奖

本报讯（记者 杨彬） 日前，

中国青基会在中国农业大学发布
了希望工程激励奖，首都

28

所高校
的
44

个项目团队获奖，每个项目团
队将获得

1

万元资助， 用于开展大
学生自己创新设计的社会公益服
务项目。

44

个项目团队的
400

多人
中，

70％

以上为国家助学金和希望
工程等社会力量资助的大学生。

据了解， 希望工程激励行动
是由中国青基会和世界银行联合
主办的面向受助大学生的公益项
目， 旨在倡导和发挥参与学生的
自主性， 由参与学生自主发现社
会需求、 自发组织项目团队、 自
行设计项目计划、 自主组织项目
实施， 并提出政策建议。

青岛杯“我爱我的祖国”摄影比赛启事
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围绕庆

祝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深入开展群
众性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的意见精
神， 日前， 教育部发出通知， 决
定在各级各类学校深入开展 “我
爱我的祖国” 主题教育活动。 为
了做好这项活动的宣传工作， 本
报与青岛市教育局联合举办 《青
岛杯 “我爱我的祖国 ” 摄影比
赛 》 。 比赛从即日起开始征稿 ，

于
2009

年
9

月
30

日截稿，

10

月中旬
评选颁奖。

一、 稿件内容
各地各校多形式开展主题教

育活动的新闻照片 ， 内容真实 ，

画面生动， 说明准确翔实。

二、 稿件规格
参赛作品只收电子文件， 规

格要求 ：

jpg

压缩格式 ，

300dpi

，

照片长边尺寸以
17cm

为宜， 压缩
质量为 “高”， 所有参赛照片请勿
进行后期电脑加工处理。

参赛作品须注明标题、 照片
文字说明、 作者姓名、 联系电话
及通信地址和邮政编码 ， 邮件
“主题” 一栏注明 “摄影比赛” 字
样。 作者可随拍随发。

优秀作品将在本报上陆续选
发， 一经刊用即付稿酬。

三、 稿件评选
比赛截稿后， 主办单位将组

织评委 ， 对全部来稿进行评选 ，

评出金奖、 银奖、 铜奖及优秀奖
若干名 ， 颁发证书和奖金 （奖
品）。

参赛电子稿件发至：

syms@e鄄

dumail.com.cn

咨询电话： （

010

）

62236814

依依话别

日前， 身着民族服装的
羌族小学生与四川省宜宾市
黄桷庄小学的同学依依话
别。 这些羌族学生来自地震
灾区汶川龙溪小学， 一年
前， 他们在宜宾市复读， 如
今已完成阶段性学业， 即将
返乡。

曾朗摄

各地教委、教研中心（室）负责人、各中学校长：

2009

年全国绝大多数高中将进入新课改 ，

为贯彻落实国家教育部门关于 “积极推进普通
高中新课程实验， 进一步扩大实验范围， 组织
开展经验交流” 的精神

,

促进新课改在全国高中
的顺利实施， 中国教育报刊社定于

2009

年
8

月
8

日—

9

日在河北鹿泉举办大型公益研讨活动———

“全国高中新课程有效教学专题研讨会”， 旨在
搭建研讨和交流的平台， 解读政策、 展示成果、

分享经验、 启迪智慧， 从而推动中国基础教育
优质、 均衡和可持续发展。

一、 会议内容：

高端引领

国家教育部门权威课改专家现场解读高中
新课程， 剖析新课程相关问题， 把脉当前基础
教育改革的趋势。

专业指导

全国知名教育专家就新课程背景下的课堂教
学， 进行理念阐释、 方法指导和答疑解惑。

主题论坛

中央教科所课程专家与校长、 教师同台论道，

思想碰撞、 观点交锋， 深入探讨新课程有效教学
相关问题。

经验分享

来自河北、 山东、四川、湖北、安徽、内蒙古等地
的校长与代表共同分享思想与理念、经验和成果。

体验式考察

走进鹿泉一中真实的课堂， 观摩“原生态”

的多形态高效课堂教学， 感受“八环节学案型教
学模式” 的魅力。

观摩鹿泉一中真实的校本研修活动， 体验建构
式研究型的教研文化。

二、 时间：

2009

年
8

月
7

日―
9

日
(7

日报到
)

会议规模限制在
500

人以内， 迟报者如无法安
排参会， 敬请见谅。

三、 其他：

会议免收会务费。 食宿统一安排、 费用自理。

四、 会议报名及联系方式
梁老师 （

0311

—

82285063 13832140055

）

刘老师 （

0311

—

82285063 13582197102

）

孙老师
(010-62271563

传真：

62244041)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文慧园北路
10

号
中国教育报刊社

邮编：

100082

网址：

www.jybpx.com.cn

邮箱：

jypx@edumail.com.cn

82285063@163.com

受金融危机影响，许多企业开始加大招录实习生的力度，机遇面前———

大学生实习如何做好科学规划
暑假在即， 炎热的夏季也将掀

起莘莘学子实习的 “热浪”。 记者近
日在采访时了解到， 受金融危机影
响， 许多企业都开始加大招录实习
生的力度 ， 以降低人力资源成本 。

面对特殊的经济形势， 大学生实习
策略应如何调整？ 大学生实习如何
规划？ 在实习中应注意哪些问题？

六成企业愿意留用实习生
据一家网站———“实习吧” 日前

作的一项调查显示， 虽然目前很多
企业面临经济困难， 但录用实习生
的数量大大好于预期 ， 截至目前 ，

该网站的企业会员已经提供了近
1500

个实习岗位。 “实习吧” 网站
市场经理毛怡凡表示， 作为一种弹

性用工手段， 招录实习生能较好地
帮助企业有效降低人员成本。

“有六成企业表示愿意把符合企
业要求的实习生留用。 ”毛怡凡介绍
说，调查显示，三成职场人的第一份
正式工作来自实习。他们在实习期间
得到了用人单位的认可，同时也在实
习的经历中发现了自己的能力。

毛怡凡建议， 大学生的实习应
“先下手为强”。 以

6

月份的实习职位
为例，一个实习岗位的发布，

1

周内通
常会收到

60

人左右的申请， 而到了
6

月中旬，平均每个实习岗位的申请者
在
110

人以上， 整整翻了一倍的现象
显示了大学生对于暑假实习的热衷
与积极性。

如何获取一份对今后职业道路
有帮助的实习岗位 ？ 毛怡凡建议 ，

大学生应该根据自己的专业特长 、

兴趣爱好和目的， 有针对性地选择

适合自己的实习项目， 一定要选择
正规的、 大型的、 稳定的企业， 切
忌因为 “僧多粥少”， 盲目选择一些
不曾了解过的企业， 防止落入不法
分子的陷阱。

实习并非越早越好
“很多用人单位在招聘时都要求

有一定的工作经验。” 中国青年政治
学院中文系学生万春鹃说。 还在上
大二的她自去年暑假就开始了实习，

在北京某网络咨询公司做了一个月
的网络编辑。 万春鹃认为， 提早实
习可以实现自身经验在量上的积累，

为自己今后的工作创造条件。

据 “实习吧” 网站调查， 有
51%

的大学生有过不止一次的实习经历。

面对用人单位对大学毕业生工作经
验的要求， 在校大学生实习是否越
早越好？ 是否越多越好？

北京圣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
经理翟翌翚认为， 目前大学生就业
形势严峻， 部分高校的本科教学和
人才培养模式， 已经跟不上就业形
势的发展。 在这样的背景下， 鼓励
学生早些实习， 提早感受社会竞争
是件好事情。 但学生的主要任务还
是学习， 那种刚进入校园便花力气
寻找实习机会的做法并不可取 ，

“实习应建立在具有一定专业能力的
基础之上， 否则一切都是空中楼阁，

是不牢固的。”

北京智联招聘网站总监付浩认
为， 大学生实习要有针对性， 太杂
的实习经验在应聘时并不管用， 有
时还会适得其反。 例如， 有的建筑
专业的毕业生拿出的实习经验竟然
没有一项或很少与建筑沾边， 却大
吹自己是个全才， 有

IT

、 计算机和
销售等多方面经验， 而用人单位对

此并不买账。 在专业性很强的行业
中 ， 用人单位往往希望录取一些
“专才”， 专业知识和专业经验在求
职中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大学实习不要走过场
“我们也愿意给大学生提供实习

机会， 但在操作中发现， 许多学生
来实习并非为了学到东西， 而是为
了得到一张实习鉴定， 实习就是走
过场。” 北京某报社一名编辑对记者
说， 有些大学生实习期太短， 不到
两周时间， 很难给他安排什么活干，

只能打打杂。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 许多学校
规定大学实习一般为

3

周， 由于时间
较短 ， 许多单位不愿接收实习生 ，

担心影响本单位正常的工作流程 。

“我们要忙于自己的本职工作， 而有
些工作并不合适也不放心交给实习

生来做， 既耽误时间又费心费力。”

北京一家网络公司的职员张先生说。

“实习必须保证一定的时间， 其
价值才能得到体现。” 付浩认为， 大
学生实习要摆正心态。 首先要以一
个职场人的身份要求自己， 了解实
习岗位的工作内容和要求， 对实习
单位和岗位进行认真考察， 尽快给
自己做好职业规划； 其次是要有积
极主动的心态， 实习期间切忌被动
等待工作， 要积极主动地去咨询前
辈， 多学多做； 再其次， 对于一些
打杂工作也不要轻视， 要确认这些
工作你是否都能做好， 因为这也是
在职场中生存的基本技巧。

付浩认为， 实习也要做好规划，

不同年级的学生， 实习侧重点也不
一样 。 大一 、 大二应以接触社会 、

素质储备为主， 根据自己所缺乏的
能力可以适当安排实习。 大三应寻
找适合自己的方向， 以技能储备特
别是与自己长期目标相匹配的技能
储备为主， 如在公司实习则应有意
识地了解公司面试流程和技巧， 向
同事学习职场生存技能。 大四的实
习是要找好目标， 争取能够在实习
中胜任主要工作， 最大程度地表现
自己， 把实习变成工作。

■

本报记者梁杰实习生张晨

提
高
吸
引
力
岂
能
靠
送
手
机

中考、 高考过后， 每年一度的招生大战火爆登场。

为了招揽生源， 学校的招生手段可谓是花样百出。 有
媒体报道， 山东某职业学校就使出了“上学送手机”

的“妙招”， 希望借助品牌手机的诱惑， 吸引更多学生
前来就读。

上职校送手机， 不免让人联想到商场促销时惯用
的买赠手法。 满

1000

元送
100

元， 或者购买某品牌产品
送手表、 水壶之类， 以此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 当消
费者面对琳琅满目的商品不知如何下手时， 有人便会
认为“有赠品总比没有好”， 于是乎， 商家与顾客各得
其所， 实现双赢。 但是， 如果面对的是人生的路口，

需要抉择的是教育这样关乎前途命运的大事， 还会有
人为了区区赠品而毅然买单吗？

这笔账粗粗一算即知： 一旦选择就读， 且不说那
整整三年的大好时光、 毕业之后的谋生大计， 就是每
年要交的上千元学费， 又岂是一部手机可以轻松交换？

“正品” 与赠品之间的对比如此悬殊， 恐怕再贪小便宜
的人也不会如此逐小利而忘大义吧。

话说回来， 职业学校要想让家长和学生买账， 还
是应该追本溯源， 认真想想人家的需求到底是什么。

柏拉图说过， 教育是什么， 教育是为了以后的生活所
进行的训练。 这句话对于职业教育来说尤为适用。 职
业学校以服务为宗旨， 以就业为导向， 归根结底就是

向学生传授职业知识、 职业技能， 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道德， 把受教育
者培养成社会需要的人， 让他们能够凭借一技之长充分就业， 安身立
命。 对于家长和学生来说， 最看重的也正是职业学校的教学质量、 师资
水平， 以及毕业生的就业率高低、 岗位待遇如何这些实实在在的指标。

学校不是商场， 招生更不是商战。 职业学校要提高吸引力， 与其在
花哨的促销手段上浪费精力， 还不
如踏踏实实办学， 把精力用在提高
教学质量、 提升学校口碑上来得实
在。

首都高校项目团队
获希望工程激励奖

本报讯（记者 杨彬） 日前，

中国青基会在中国农业大学发布
了希望工程激励奖，首都

28

所高校
的
44

个项目团队获奖，每个项目团
队将获得

1

万元资助， 用于开展大
学生自己创新设计的社会公益服
务项目。

44

个项目团队的
400

多人
中，

70％

以上为国家助学金和希望
工程等社会力量资助的大学生。

据了解， 希望工程激励行动
是由中国青基会和世界银行联合
主办的面向受助大学生的公益项
目， 旨在倡导和发挥参与学生的
自主性， 由参与学生自主发现社
会需求、 自发组织项目团队、 自
行设计项目计划、 自主组织项目
实施， 并提出政策建议。

青岛杯“我爱我的祖国”摄影比赛启事
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围绕庆

祝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深入开展群
众性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的意见精
神， 日前， 教育部发出通知， 决
定在各级各类学校深入开展 “我
爱我的祖国” 主题教育活动。 为
了做好这项活动的宣传工作， 本
报与青岛市教育局联合举办 《青
岛杯 “我爱我的祖国 ” 摄影比
赛 》 。 比赛从即日起开始征稿 ，

于
2009

年
9

月
30

日截稿，

10

月中旬
评选颁奖。

一、 稿件内容
各地各校多形式开展主题教

育活动的新闻照片 ， 内容真实 ，

画面生动， 说明准确翔实。

二、 稿件规格
参赛作品只收电子文件， 规

格要求 ：

jpg

压缩格式 ，

300dpi

，

照片长边尺寸以
17cm

为宜， 压缩
质量为 “高”， 所有参赛照片请勿
进行后期电脑加工处理。

参赛作品须注明标题、 照片
文字说明、 作者姓名、 联系电话
及通信地址和邮政编码 ， 邮件
“主题” 一栏注明 “摄影比赛” 字
样。 作者可随拍随发。

优秀作品将在本报上陆续选
发， 一经刊用即付稿酬。

三、 稿件评选
比赛截稿后， 主办单位将组

织评委 ， 对全部来稿进行评选 ，

评出金奖、 银奖、 铜奖及优秀奖
若干名 ， 颁发证书和奖金 （奖
品）。

参赛电子稿件发至：

syms@e鄄

dumail.com.cn

咨询电话： （

010

）

62236814

依依话别

日前， 身着民族服装的
羌族小学生与四川省宜宾市
黄桷庄小学的同学依依话
别。 这些羌族学生来自地震
灾区汶川龙溪小学， 一年
前， 他们在宜宾市复读， 如
今已完成阶段性学业， 即将
返乡。

曾朗摄

各地教委、教研中心（室）负责人、各中学校长：

2009

年全国绝大多数高中将进入新课改 ，

为贯彻落实国家教育部门关于 “积极推进普通
高中新课程实验， 进一步扩大实验范围， 组织
开展经验交流” 的精神

,

促进新课改在全国高中
的顺利实施， 中国教育报刊社定于

2009

年
8

月
8

日—

9

日在河北鹿泉举办大型公益研讨活动———

“全国高中新课程有效教学专题研讨会”， 旨在
搭建研讨和交流的平台， 解读政策、 展示成果、

分享经验、 启迪智慧， 从而推动中国基础教育
优质、 均衡和可持续发展。

一、 会议内容：

高端引领

国家教育部门权威课改专家现场解读高中
新课程， 剖析新课程相关问题， 把脉当前基础
教育改革的趋势。

专业指导

全国知名教育专家就新课程背景下的课堂教
学， 进行理念阐释、 方法指导和答疑解惑。

主题论坛

中央教科所课程专家与校长、 教师同台论道，

思想碰撞、 观点交锋， 深入探讨新课程有效教学
相关问题。

经验分享

来自河北、 山东、四川、湖北、安徽、内蒙古等地
的校长与代表共同分享思想与理念、经验和成果。

体验式考察

走进鹿泉一中真实的课堂， 观摩“原生态”

的多形态高效课堂教学， 感受“八环节学案型教
学模式” 的魅力。

观摩鹿泉一中真实的校本研修活动， 体验建构
式研究型的教研文化。

二、 时间：

2009

年
8

月
7

日―
9

日
(7

日报到
)

会议规模限制在
500

人以内， 迟报者如无法安
排参会， 敬请见谅。

三、 其他：

会议免收会务费。 食宿统一安排、 费用自理。

四、 会议报名及联系方式
梁老师 （

0311

—

82285063 13832140055

）

刘老师 （

0311

—

82285063 13582197102

）

孙老师
(010-62271563

传真：

62244041)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文慧园北路
10

号
中国教育报刊社

邮编：

100082

网址：

www.jybpx.com.cn

邮箱：

jypx@edumail.com.cn

82285063@163.com

受金融危机影响，许多企业开始加大招录实习生的力度，机遇面前———

大学生实习如何做好科学规划
暑假在即， 炎热的夏季也将掀

起莘莘学子实习的 “热浪”。 记者近
日在采访时了解到， 受金融危机影
响， 许多企业都开始加大招录实习
生的力度 ， 以降低人力资源成本 。

面对特殊的经济形势， 大学生实习
策略应如何调整？ 大学生实习如何
规划？ 在实习中应注意哪些问题？

六成企业愿意留用实习生
据一家网站———“实习吧” 日前

作的一项调查显示， 虽然目前很多
企业面临经济困难， 但录用实习生
的数量大大好于预期 ， 截至目前 ，

该网站的企业会员已经提供了近
1500

个实习岗位。 “实习吧” 网站
市场经理毛怡凡表示， 作为一种弹

性用工手段， 招录实习生能较好地
帮助企业有效降低人员成本。

“有六成企业表示愿意把符合企
业要求的实习生留用。 ”毛怡凡介绍
说，调查显示，三成职场人的第一份
正式工作来自实习。他们在实习期间
得到了用人单位的认可，同时也在实
习的经历中发现了自己的能力。

毛怡凡建议， 大学生的实习应
“先下手为强”。 以

6

月份的实习职位
为例，一个实习岗位的发布，

1

周内通
常会收到

60

人左右的申请， 而到了
6

月中旬，平均每个实习岗位的申请者
在
110

人以上， 整整翻了一倍的现象
显示了大学生对于暑假实习的热衷
与积极性。

如何获取一份对今后职业道路
有帮助的实习岗位 ？ 毛怡凡建议 ，

大学生应该根据自己的专业特长 、

兴趣爱好和目的， 有针对性地选择

适合自己的实习项目， 一定要选择
正规的、 大型的、 稳定的企业， 切
忌因为 “僧多粥少”， 盲目选择一些
不曾了解过的企业， 防止落入不法
分子的陷阱。

实习并非越早越好
“很多用人单位在招聘时都要求

有一定的工作经验。” 中国青年政治
学院中文系学生万春鹃说。 还在上
大二的她自去年暑假就开始了实习，

在北京某网络咨询公司做了一个月
的网络编辑。 万春鹃认为， 提早实
习可以实现自身经验在量上的积累，

为自己今后的工作创造条件。

据 “实习吧” 网站调查， 有
51%

的大学生有过不止一次的实习经历。

面对用人单位对大学毕业生工作经
验的要求， 在校大学生实习是否越
早越好？ 是否越多越好？

北京圣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
经理翟翌翚认为， 目前大学生就业
形势严峻， 部分高校的本科教学和
人才培养模式， 已经跟不上就业形
势的发展。 在这样的背景下， 鼓励
学生早些实习， 提早感受社会竞争
是件好事情。 但学生的主要任务还
是学习， 那种刚进入校园便花力气
寻找实习机会的做法并不可取 ，

“实习应建立在具有一定专业能力的
基础之上， 否则一切都是空中楼阁，

是不牢固的。”

北京智联招聘网站总监付浩认
为， 大学生实习要有针对性， 太杂
的实习经验在应聘时并不管用， 有
时还会适得其反。 例如， 有的建筑
专业的毕业生拿出的实习经验竟然
没有一项或很少与建筑沾边， 却大
吹自己是个全才， 有

IT

、 计算机和
销售等多方面经验， 而用人单位对

此并不买账。 在专业性很强的行业
中 ， 用人单位往往希望录取一些
“专才”， 专业知识和专业经验在求
职中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大学实习不要走过场
“我们也愿意给大学生提供实习

机会， 但在操作中发现， 许多学生
来实习并非为了学到东西， 而是为
了得到一张实习鉴定， 实习就是走
过场。” 北京某报社一名编辑对记者
说， 有些大学生实习期太短， 不到
两周时间， 很难给他安排什么活干，

只能打打杂。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 许多学校
规定大学实习一般为

3

周， 由于时间
较短 ， 许多单位不愿接收实习生 ，

担心影响本单位正常的工作流程 。

“我们要忙于自己的本职工作， 而有
些工作并不合适也不放心交给实习

生来做， 既耽误时间又费心费力。”

北京一家网络公司的职员张先生说。

“实习必须保证一定的时间， 其
价值才能得到体现。” 付浩认为， 大
学生实习要摆正心态。 首先要以一
个职场人的身份要求自己， 了解实
习岗位的工作内容和要求， 对实习
单位和岗位进行认真考察， 尽快给
自己做好职业规划； 其次是要有积
极主动的心态， 实习期间切忌被动
等待工作， 要积极主动地去咨询前
辈， 多学多做； 再其次， 对于一些
打杂工作也不要轻视， 要确认这些
工作你是否都能做好， 因为这也是
在职场中生存的基本技巧。

付浩认为， 实习也要做好规划，

不同年级的学生， 实习侧重点也不
一样 。 大一 、 大二应以接触社会 、

素质储备为主， 根据自己所缺乏的
能力可以适当安排实习。 大三应寻
找适合自己的方向， 以技能储备特
别是与自己长期目标相匹配的技能
储备为主， 如在公司实习则应有意
识地了解公司面试流程和技巧， 向
同事学习职场生存技能。 大四的实
习是要找好目标， 争取能够在实习
中胜任主要工作， 最大程度地表现
自己， 把实习变成工作。

■

本报记者梁杰实习生张晨

提
高
吸
引
力
岂
能
靠
送
手
机

中考、 高考过后， 每年一度的招生大战火爆登场。

为了招揽生源， 学校的招生手段可谓是花样百出。 有
媒体报道， 山东某职业学校就使出了“上学送手机”

的“妙招”， 希望借助品牌手机的诱惑， 吸引更多学生
前来就读。

上职校送手机， 不免让人联想到商场促销时惯用
的买赠手法。 满

1000

元送
100

元， 或者购买某品牌产品
送手表、 水壶之类， 以此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 当消
费者面对琳琅满目的商品不知如何下手时， 有人便会
认为“有赠品总比没有好”， 于是乎， 商家与顾客各得
其所， 实现双赢。 但是， 如果面对的是人生的路口，

需要抉择的是教育这样关乎前途命运的大事， 还会有
人为了区区赠品而毅然买单吗？

这笔账粗粗一算即知： 一旦选择就读， 且不说那
整整三年的大好时光、 毕业之后的谋生大计， 就是每
年要交的上千元学费， 又岂是一部手机可以轻松交换？

“正品” 与赠品之间的对比如此悬殊， 恐怕再贪小便宜
的人也不会如此逐小利而忘大义吧。

话说回来， 职业学校要想让家长和学生买账， 还
是应该追本溯源， 认真想想人家的需求到底是什么。

柏拉图说过， 教育是什么， 教育是为了以后的生活所
进行的训练。 这句话对于职业教育来说尤为适用。 职
业学校以服务为宗旨， 以就业为导向， 归根结底就是

向学生传授职业知识、 职业技能， 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道德， 把受教育
者培养成社会需要的人， 让他们能够凭借一技之长充分就业， 安身立
命。 对于家长和学生来说， 最看重的也正是职业学校的教学质量、 师资
水平， 以及毕业生的就业率高低、 岗位待遇如何这些实实在在的指标。

学校不是商场， 招生更不是商战。 职业学校要提高吸引力， 与其在
花哨的促销手段上浪费精力， 还不
如踏踏实实办学， 把精力用在提高
教学质量、 提升学校口碑上来得实
在。

首都高校项目团队
获希望工程激励奖

本报讯（记者 杨彬） 日前，

中国青基会在中国农业大学发布
了希望工程激励奖，首都

28

所高校
的
44

个项目团队获奖，每个项目团
队将获得

1

万元资助， 用于开展大
学生自己创新设计的社会公益服
务项目。

44

个项目团队的
400

多人
中，

70％

以上为国家助学金和希望
工程等社会力量资助的大学生。

据了解， 希望工程激励行动
是由中国青基会和世界银行联合
主办的面向受助大学生的公益项
目， 旨在倡导和发挥参与学生的
自主性， 由参与学生自主发现社
会需求、 自发组织项目团队、 自
行设计项目计划、 自主组织项目
实施， 并提出政策建议。

青岛杯“我爱我的祖国”摄影比赛启事
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围绕庆

祝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深入开展群
众性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的意见精
神， 日前， 教育部发出通知， 决
定在各级各类学校深入开展 “我
爱我的祖国” 主题教育活动。 为
了做好这项活动的宣传工作， 本
报与青岛市教育局联合举办 《青
岛杯 “我爱我的祖国 ” 摄影比
赛 》 。 比赛从即日起开始征稿 ，

于
2009

年
9

月
30

日截稿，

10

月中旬
评选颁奖。

一、 稿件内容
各地各校多形式开展主题教

育活动的新闻照片 ， 内容真实 ，

画面生动， 说明准确翔实。

二、 稿件规格
参赛作品只收电子文件， 规

格要求 ：

jpg

压缩格式 ，

300dpi

，

照片长边尺寸以
17cm

为宜， 压缩
质量为 “高”， 所有参赛照片请勿
进行后期电脑加工处理。

参赛作品须注明标题、 照片
文字说明、 作者姓名、 联系电话
及通信地址和邮政编码 ， 邮件
“主题” 一栏注明 “摄影比赛” 字
样。 作者可随拍随发。

优秀作品将在本报上陆续选
发， 一经刊用即付稿酬。

三、 稿件评选
比赛截稿后， 主办单位将组

织评委 ， 对全部来稿进行评选 ，

评出金奖、 银奖、 铜奖及优秀奖
若干名 ， 颁发证书和奖金 （奖
品）。

参赛电子稿件发至：

syms@e鄄

dumail.com.cn

咨询电话： （

010

）

62236814

依依话别

日前， 身着民族服装的
羌族小学生与四川省宜宾市
黄桷庄小学的同学依依话
别。 这些羌族学生来自地震
灾区汶川龙溪小学， 一年
前， 他们在宜宾市复读， 如
今已完成阶段性学业， 即将
返乡。

曾朗摄

各地教委、教研中心（室）负责人、各中学校长：

2009

年全国绝大多数高中将进入新课改 ，

为贯彻落实国家教育部门关于 “积极推进普通
高中新课程实验， 进一步扩大实验范围， 组织
开展经验交流” 的精神

,

促进新课改在全国高中
的顺利实施， 中国教育报刊社定于

2009

年
8

月
8

日—

9

日在河北鹿泉举办大型公益研讨活动———

“全国高中新课程有效教学专题研讨会”， 旨在
搭建研讨和交流的平台， 解读政策、 展示成果、

分享经验、 启迪智慧， 从而推动中国基础教育
优质、 均衡和可持续发展。

一、 会议内容：

高端引领

国家教育部门权威课改专家现场解读高中
新课程， 剖析新课程相关问题， 把脉当前基础
教育改革的趋势。

专业指导

全国知名教育专家就新课程背景下的课堂教
学， 进行理念阐释、 方法指导和答疑解惑。

主题论坛

中央教科所课程专家与校长、 教师同台论道，

思想碰撞、 观点交锋， 深入探讨新课程有效教学
相关问题。

经验分享

来自河北、 山东、四川、湖北、安徽、内蒙古等地
的校长与代表共同分享思想与理念、经验和成果。

体验式考察

走进鹿泉一中真实的课堂， 观摩“原生态”

的多形态高效课堂教学， 感受“八环节学案型教
学模式” 的魅力。

观摩鹿泉一中真实的校本研修活动， 体验建构
式研究型的教研文化。

二、 时间：

2009

年
8

月
7

日―
9

日
(7

日报到
)

会议规模限制在
500

人以内， 迟报者如无法安
排参会， 敬请见谅。

三、 其他：

会议免收会务费。 食宿统一安排、 费用自理。

四、 会议报名及联系方式
梁老师 （

0311

—

82285063 13832140055

）

刘老师 （

0311

—

82285063 13582197102

）

孙老师
(010-62271563

传真：

62244041)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文慧园北路
10

号
中国教育报刊社

邮编：

100082

网址：

www.jybpx.com.cn

邮箱：

jypx@edumail.com.cn

82285063@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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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山教育集团是集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职专、大专于
一体的大型民办教育集团。 现有在校学生

1�.6

万多人，是中国
知名品牌民办教育集团。 因事业发展需要，特向全国招聘骨干
教师。

一、招聘岗位
幼儿园：幼儿教师若干人
小学部：语文、数学、英语教师若干人
初中部：语文、数学、英语、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

物教师若干人
高中部：语文、数学、英语、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

物教师若干人
职专部：英语、计算机教师若干人
各学部：体育教师（武术专业）若干人

二、招聘条件
应聘教师者必须是全日制师范类毕业，有一定教学实践经验，

师德高尚，身体健康，业务能力较强。 幼儿教师需具备幼儿教育专
科以上学历，年龄不超过

35

岁；小学教师需具备专科以上学历，年
龄不超过

45

岁（女的不超过
40

岁）；初中教师需具备本科学历，年
龄不超过

50

岁（女的不超过
45

岁）；高中和职专教师需具备本科

学历，年龄不超过
55

岁（女的不超过
50

岁）；体育教师需具备本科
学历；省级以上比赛获前

3

名者，学历不限。

三、工资待遇
幼儿教师 月薪

2500

元
~3000

元
小学教师 月薪

3000

元
~4000

元
初中教师 月薪

3500

元
~5000

元
高中教师 月薪

4500

元
~5500

元
职专教师 月薪

3500

元
~5500

元
体育教师 月薪

3000

元
~4000

元
四、招聘方式

有意者将简历、身份证、毕业证、职称证、教师资格证、获奖
证书复印件寄福建西山学校人教处、 江西西山国际学校人事
处，并注明通讯地址及联系电话，初审合格后通知面试，面试时
需带以上证件（原件）来我校面试。

面试时间：

2009

年
7

月
10

日—

7

月
25

日，逾期不予受理
福建西山学校：福建省福清市镜洋镇 邮编：

350304

电话：

0591

—

85313662����������

传真：

0591

—

85316224

江西西山国际学校：江西省进贤县长山乡邮编：

331724

电话：

0791

—

5607746������������

传真：

0791

—

5607555���

（上接第一版）

软件学院辅导员杨明凤记得非
常清楚， 她带过的一个班级在

2006

年刚进入大学时， 只有
2

名党员， 不
少学生对党员要做什么事情认识很
模糊。 述责测评之后， 所有学生都
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大二时， 这个
班级成了学校的先进班集体。 现在
班里有

9

名党员。 “党员群体的榜样
力量代替了教师的说教， 充分引起
了学生的思想共鸣。” 杨明凤说。

述责测评工作开展之后， 普通
学生入党的积极性有了较大提高 。

资源与土木工程学院、 基础学院等
出现有的班级学生

100%

递交入党申
请的现象。 文法学院全学院

98%

的学
生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工商管理学
院学生党员比普通学生早起

1

小时带
头出早操和晨读， 结果带动了全院
学生共同出早操和晨读。

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学院大三学
生米中生说： “最开始述责测评时，

班里同学参加的并不多， 今年所有
人都参加了， 大家都把这个活动当
成向党员学习、 提升自我素质的好
机会， 谁也不想错过。”

“学生的眼睛是雪亮的， 党员的
付出得到了他们的认可， 党员发挥
的先锋模范作用也就被放大和传
播。” 理学院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马
天威说。

党建测评体系逐渐成熟
4

年来， 从测评结果看， 获得满
意和基本满意票数多的学生党员人
数越来越多。

2009

年获得
100%

满意
和基本满意票数的学生党员人数占
95.2%

， 比
2006

年提高了
7.3

个百分
点。 而获得不满意票的党员人数则
越来越少，

2009

年有不满意票的党

员占
1.1%

， 比
2006

年下降了
3.5

个百
分点。

学校党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剑分
析说： “在述责测评的推动下， 测
评结果比较好的党员更加严格要求
自己， 积极为同学服务， 注意发挥
表率作用； 测评结果一般的党员在
党组织和其他党员的帮助下， 能够
认识自身存在的不足， 努力按照党
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从而也逐渐
得到了广大同学的认可。”

测评结果目前已成为学校对学
生党员奖惩的主要依据之一。 满意
率高作为评选优秀党员的一个重要
条件； 对于满意率一般的党员， 要
通过支部民主生活会对其进行帮助
教育； 对于满意率低的党员， 要在
其所在支部党员大会上作出深刻检
查， 制定整改措施， 限期整改。

4

年来， 这项活动得到东北大学

全校上下 、 党内党外的普遍认可 。

学校党委书记孙家学说： “述责测
评工作是一项党建工作创新。 这项
工作对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 规范
党员行为， 提高党员素质， 发挥党
员先锋模范作用， 保持共产党员的
先进性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 为让
学生党员形象更加鲜活地扎根于普
通学生心中， 探索出了一条新路。”

述责测评一年一度开展， 在此
基础上， 学校把学生党员、 支部民
主评议和评优也由原来的两年一度
改为一年一度， 逐步推进学生党建
工作测评体系的成熟完善。 从

2006

年到
2009

年， 学校共表彰了
44

个先
进学生党支部，

180

名优秀学生共产
党员， 都是在述责测评基础上评选
出来的， 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在
群众中具有较高的威信。

“学生党员不一定都能成为大家
心中的太阳， 我们更愿意做一支小
小的蜡烛， 把自己的光和热奉献给
大家 。” 研二学生林琳这样对记者
说。

（上接第一版）

“行业产业技术更新快， 一些
职业学校的师资水平和实训条件
却跟不上。” 倪阳生认为， 通过大
赛如果能够让职业学校了解自身
的技术水平， 主动加强校际交流、

校企交流， 那么其带来的社会效
益就会很可观。

高职组电子产品设计及制作
比赛时， 山西、 宁夏、 黑龙江等
代表团的几位指导教师表示， 学
校并没有直接对口这一比赛的专
业， 只好临时选出机电专业和通
信专业学生进行集训， 如此上赛
场难免有些底气不足。

“全覆盖” 宗旨倡
导人人参与

参加国家级技能大赛的选手
约

3200

人， 实际上大赛的影响力
和覆盖面远不止于此。 大连市代
表团副团长王运河认为， 大赛倡
导 “全覆盖” 的宗旨， 从比赛中
传递出的先进技术和理念， 对所
有职业院校来说都具有引领作用。

本次参赛的大连代表队由
１３

所学校的选手组成， 其中既有技
工学校、 民办学校，也有县区级职
校及和行业举办的职业学校。 “如
果我们直接从国家重点职业学校
指定选手，他们的技能水平也绝对
过硬，但这不符合技能大赛让所有
人参与的宗旨。” 王运河说。

近几年来， 在全国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的示范作用下 ， 上海 、

江苏、 河南等全国各地广泛开展
技能比赛， 基本形成了 “校校举
办比赛、 学生个个参与、 教师人
人辅导” 的局面， 技能大赛引领
教学改革、 促进校企合作的作用
日益彰显。

不仅如此， 大赛还为广大职
校学生提供了一个展示技能、 互
相切磋的平台。 参加烹饪比赛的
广西柳州选手李丽燕说， 参加高
水平的大赛对她来说是一种动力，

能鼓舞她在技能成才的道路上继
续努力、 不懈追求。

监督中警醒 奉献中成长

（上接第一版）

春节一过， 天津职业大学就由
校长董刚亲自挂帅， 开始了紧张的
筹备工作， 具有管理专业背景的教
务处处长丁建石被委派上阵， 具有
执行和相当的决策权力。

项目管理、 整体系统的科学控
制、 强有力的执行力、 科学的组织
机构、 灵活快捷的应急机制———先
进的管理理论派上了用场 。 省钱 、

省时、 省力的妙招也不少： 购置计
算机 ， 采取了 “不专门为大赛买 ，

但专门为大赛用” 的策略， 改变了
学校原来的购买计划， 早买的错后，

后买的提前， 保证赛场上使用的计
算机都是新的； 需要大批软件， 他
们就与中兴、 华为、 中望、 惠远等
国内通讯行业的顶尖企业和运营商
合作， 所有竞赛软件都由企业提供。

在赛场， 大赛流程的每个环节都精

确到分钟， 志愿者人数不多却可以
一当十， 每个人都不得空闲、 马不
停蹄。 入场式的 “引导员” 完成引
导后 ， 又马上成了教师休息室的
“服务生”。 工作虽然繁重， 但却井
井有条， 一步不乱！

据介绍 ， 在现场 ， 场地通信 、

网络技术服务由该校电信学院承
担 ， 礼仪服务由酒店管理专业承
担， 文秘、 广告设计和印刷技术等

专业， 承担了会务材料、 广告、 图
片的设计和印刷工作。 天津职业大
学以及天津市遴选出的各个承办学
校秉承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的办
赛宗旨， 把承办大赛做成了发挥职
业教育专业优势的实际大项目， 大
赛的大平台不仅仅是选拔、 培养技
能高手的大擂台 ， 也成了检验展
示、 宣传整个职业教育教学成果的
大舞台。

大赛引发行业
新技术“冲击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