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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高中“国际班”宜早不宜迟

带学生到大自然中撒欢

儿童立场： 不可违拗的教育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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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看点

历史上的今天

1841年5月29日， 广州城北爆发了

著名的“三元里抗英斗争”。

1953年5月29日， 人类首次征服珠

穆朗玛峰。

1987年5月29日， 中央作出 《关于

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决

定》。

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进市县

新闻特别行动·

广东佛山

改革者说

依托产业发展需求 深化职教体系改革

广东省佛山市委书记 李贻伟

2012年12月， 佛山率先成

为首个通过“广东省推进教育

现代化先进市” 督导验收的地

级市。 在推进教育现代化进程

中， 佛山始终凸显职业教育在

加快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中的

重要地位， 努力探索现代职教

新路子。

在省委、 省政府支持下， 佛

山在广东率先开展现代职教体系

建设改革试点， 推进以中职与高

职、 高职与本科、 中职与本科、

普通高中与中职的沟通与衔接为

主要内容的现代职教体系建设，

形成人才培养与供给结构对应机

制， 建立起与现代产业体系相适

应的高技能人才培养的“多层立

交桥”。 通过改革， 既满足了人

民群众对接受职业教育提出的现

实需要， 又满足了为经济社会发

展培养更多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

人才的客观需要。

下一步， 佛山将根据产业发展

需要， 在职业技能人才培训上更加

大胆地改革开放， 探索建立企业和

民间力量进入中等职业培训市场的

体制机制， 从而构建弹性开放、 多

样化、 多层次、 面向全民终身发展

的现代职教体系和完善的人才队伍

梯队。

搭建“立交桥” 职教快步跑

———广东佛山探索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采访纪行

■本报记者 李功毅 蔡继乐

高毅哲

初中毕业后上了中职， 中职

毕业后可以考高职， 高职毕业后

还可以考本科； 中职和普通高中

也能互转， 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职

教“立交桥”。

搭建职教“立交桥”， 对于

更好地满足学生的教育选择， 以

及职业教育的发展都具有非常重

要的意义。 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提

出这一改革目标后， 一些地方陆

续开始进行探索， 广东佛山就是

这项改革探索的先行者之一。

佛山市现代职教体系建设改

革， 核心内容有三： 一是探索建

立中职与高职贯通分段培养机

制； 二是探索建立高职院校与本

科院校相互贯通的本科应用型人

才培养机制； 三是探索建立中职

学校与普通高中之间的转学通

道。

记者近日走进佛山， 与当地教

育部门的领导和职业院校师生交

流， 近距离了解佛山职教改革试点

的方案设计和实施进展， 以期为更

多的改革者提供借鉴。

“2.5+0.5+2”培养机制

中高职五年贯通教育

教学“无缝衔接”

佛山市为何在全省率先开展现

代职教体系建设改革试点？ “广东

省提出的‘打造我国南方重要职教

基地’ 的战略， 加上佛山经济转

型、 产业升级对高技能人才的现实

需求， 倒逼我们必须加快职教改革

发展步伐。” 佛山市市长刘悦伦如

是说。

为扎实推进这项改革,佛山市

除了成立试点工作小组， 并组建强

有力的团队外， 市长助理、 教育局

局长李亚娟还专门让副总督学姜蕙

牵头专门负责此项工作。 曾担任过

顺德职院院长的姜蕙上任后， 立即

带人到江苏、 浙江等地考察调研，

经过充分的调研和论证， 一份既科

学合理又大胆超前的改革制度设计

方案出炉了。

在佛山此次职教改革的三项内

容中， 佛山市最看重、 着力最足的

还是中高职衔接改革。 地处佛山市

高新区的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是中

高职衔接改革的牵头学校。 学院院

长徐小增说：“对这项改革， 学院高

度重视，精心遴选了汽修、物流等5

个与佛山产业紧密对接、 行业岗位

技术含量较高的专业作为试点专

业， 与几家参与试点的中职学校和

有关企业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

与 以 往 一 些 地 方 采 用 的

“3+2” 中职升高职方案不同的是，

此 次 佛 山 的 改 革 采 取 的 是

“2.5+0.5+2” 分段培养学制， 其中

的“2.5” 是指中职前5个学期，

“0.5” 是指中职第6个学期， 作为

高职提前介入的过渡学期。 5个专

业的人才培养方案， 都要由企业与

中职、 高职学校共同协商制定， 始

终贯穿“专业与产业对接、 课程内

容与职业标准对接、 教学过程与生

产过程对接、 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

对接” 的思路。

“这意味着中职与高职的教育

衔接得更加紧密， 避免了学生从中

职升高职时， 出现学习断层和学习

内容的重复。” 姜蕙说。

（下转第四版）

部分招聘单位对求职大学生设置不合理“门槛”———

向应届生要工作经验？ 没道理！

本报讯 （记者 蒋夫尔）

“我刚刚走出校门， 哪里来的

工作经验啊？ 设置这样的条

件， 没道理啊！” 在2013年新

疆夏季大中专毕业生专场招聘

会现场， 一名大学生充满无奈

和困惑地说。

以“搭建交流平台， 促进

重点全体就业” 为主题的

2013年新疆夏季大中专毕业

生专场招聘会日前在新疆国际会展

中心举行。 招聘会上， 196家企业

提供了9200多个岗位， 求职者可

以免费入场交流。

白玉虎是新疆财大的学生， 他

的专业是经济管理学。 白玉虎告诉

记者， 他看到很多用人单位都需要

有工作经验的， 一些关于管理的岗

位， 需要2至3年的工作经验， 这

让他跟他的同学都很无奈。 在现

场， 余文杰和她的同学马玉花也遇

到了同样的情况。 余文杰的专业是

市场营销， 在招聘会可以看到很多

与她们专业对口的岗位， 但用人单

位都要求有工作经验。

记者在招聘现场看到， 此次招

聘设有就业政策、毕业生就业、就业

培训、农民工就业、妇女就业、青年

就业、残疾人就业、就业服务、创业

服务等服务台，为应聘者解读、宣传

就业政策提供公共就业服务。 9200

多个岗位包括计算机信息工程、营

销、行政文秘、物流、培训机构师资、

财务会计、 土木工程、 后勤保障等

60多个专业。 其中，普工、技工、市

场营销等岗位需求仍最大。 另外，

有200家网站企业提供了4000多个

就业岗位。

有关人士指出， 用人单位招聘

应届毕业生要求有工作经验， 是典

型的不合理要求。 一些企业之所以

设置这样的条件， 是想招到立即可

以上岗的员工。 作为用人单位， 对

招聘的人才有责任和义务进行培

训， 如果一味地要工作经验， 就会

错过一些优秀的应届毕业生。 用人

单位应该相信大学生的能力， 取消

这些不合理的“门槛”， 为他们在

工作岗位上展示才华创造条件。

今日关注

毕业前夕重温入党誓词

5月26日， 湖南省南华大学2013届3367名党员毕业生在学校大礼堂重温入党誓词， 学

校勉励党员毕业生走上社会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用自己学到的知识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之梦贡献力量。 曹正平 摄

中央170亿元投入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据新华社北京5月28日电

（记者 吴晶晶） 近年来中央财

政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投入稳定

增长， 2013年计划投入资金170

亿元。 科学基金目前共收到各类

申请15.8万余项， 预计今年安排

资助计划238亿元。

据介绍， 2012年基金委共

受理来自全国2188个依托单位

提交的17.7万余份各类申请，择

优资助1420个依托单位的各类

项目38411项， 完成236.56亿元

的资助计划。 同时科学基金评审

系统进一步完善，聘任了1693位

专家组成第十四届专家评审组。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积极推

动科研诚信建设， 今年将完成科

研不端行为处理办法等规章修

订， 推进科研诚信案件库建设，

严肃查处基金资助过程中的科研

不端行为， 努力构建教育、 制

度、 监督和惩治并重的科研诚信

工作体系。

滇西所有中小学

获赠中国教育报

中国教育报刊社累计向中西部赠报10.6万份

5万余所农村学校受益

本报昆明5月28日讯 （记者 王友文 杨云慧 李配

亮） “《中国教育报》 为全县每所学校提供了难得的精神

食粮。” 云南省临沧市沧源佤族自治县教育局局长张国宏

说， 今后将充分学好用好每份 《中国教育报》， 促进边疆

教育发展。

在今天举行的面向滇西地区赠报暨读者恳谈会上， 中

国教育报刊社向滇西10个市州的56个县赠阅 《中国教育

报》 5140份。 中国教育报刊社党委书记、 社长李曜升，

云南省高校工委副书记陶晴及来自滇西部分市州教育行政

部门和学校的20余位代表出席仪式， 《中国教育报》 副

总编辑李功毅主持赠报仪式。

李曜升介绍说， 作为中国教育的主流媒体， 《中国教

育报》 一直是中央和教育部党组指导教育工作的重要舆论

阵地。 滇西是教育部定点扶贫地区， 中国教育报刊社有责

任让滇西的每所学校读到教育报、 用好教育报。

陶晴说， 今年中国教育报刊社向云南省赠阅的9420

份 《中国教育报》， 将为云南教育的发展提供宝贵的正能

量， 特别是面向滇西地区的赠报覆盖到滇西边境山区的每

所农村学校， 将有力地推动教育扶贫工作和滇西的教育改

革发展。 （下转第四版）

浙江每年一千万

奖励来华留学生

最高每人每年3万元

本报讯（记者 朱振岳）记者

从浙江省教育厅、 省财政厅日前

修订的来华留学生奖学金管理办

法中了解到， 从今年7月1日起，

来浙江接受研究生层次教育的优

秀外国留学生，具备对华友好、校

内无旷课等违反校纪校规行为、

校外无违反中国法律法规行为等

相应条件的， 每人每年最高可获

得省政府给予的3万元奖励。

为扩大外国留学生规模， 提

高留学生层次， 浙江省从今年起

将来华留学生奖学金总额增加到

每年1000万元，奖励具有招收外

国留学生资格的全日制普通高等

学校中， 正在申请或已在学习的

外国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本

科生和就读时间在一学期及以上

的长期进修生。奖学金分为三类，

相应的奖励标准分别为每人每年

3万元、2万元、 6000元。

俞正声在新疆学校调研时强调

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搞好“双语”教学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5月28日电 （记者 顾瑞珍） 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近日在新疆调研时

强调， 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

精神， 紧紧抓住中央支持新疆加快发展的宝贵机遇， 扎实

做好稳疆兴疆各项工作， 在发展经济中着力改善民生、 促

进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 推进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

安。

23日至28日， 俞正声先后来到和田、 喀什、 伊犁、

乌鲁木齐等地， 深入民族乡镇、 兵团团场、 工业园区、 边

境口岸， 并多次召开座谈会， 与各族干部群众共商发展稳

定大计。

做好民族地区的就业和教育工作， 是俞正声一直惦记

的民生大事。 他来到和田县罕艾日克镇中心小学、 喀什市

第十八小学和巴楚县职业技术学校， 亲切看望师生员工。

俞正声强调， 就业是民生之本， 也是确保新疆稳定的基

础， 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努

力解决好少数民族群众就业问题。 要进一步搞好“双语”

教学， 促进各民族交流进步， 使各族群众有能力有机会过

上好日子。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张

春贤， 全国政协副主席、 国家民委主任王正伟一同调研。

5月28日，中国教育报刊社党委书记、社长李曜升（右）向

云南省高校工委副书记陶晴赠送《中国教育报》。 罗洋 摄

教育部公布2013年

高考科目时间安排

本报北京5月28日讯 （记者 宗河） 记者今天从教育

部获悉， 教育部办公厅近日下发通知， 对2013年普通高

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科目时间作出安排。

据了解， 今年高考全国统一考试科目的时间仍为6月

7日、 8日两天。 具体时间为： 6月7日， 9:00—11:30， 语

文； 15:00—17:00， 数学。 6月8日， 9:00—11:30， 文

科综合/理科综合； 15:00—17:00， 外语。

通知指出， 各省 （区、 市） 考试科目名称与全国统

一考试科目名称相同的， 考试时间安排必须与全国一致；

6月8日外语听力测试部分应安排在外语笔试考试开始时

进行。

日期

时间

科目

6月8日

6月7日

15:00—17:00

9:00—11:30

数学

文科综合/理科综合

外语

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