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高考之后，照例有许多人向教育
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葛道凯请
教志愿填报的问题。对那些在二本、三本
和高职之间犹豫的考生，他总是建议上高
职：“一技在手，不愁工作，多好！”

专业围绕产业转
培养企业最需要的人

今年，天津职业大学依托“全国职业
院校增材制造技术应用中心”，新增增材
制造技术（俗称 3D 打印）专业，计划面向
全国招生 85 人。天津职业大学还首次与
天津商业大学联合培养酒店管理专业本
科生，与洲际酒店集团、喜达屋酒店集团、
万豪国际酒店集团等合作伙伴共同培养
从事酒店运营管理相关工作的技术应用
型专门人才。

对于高职院校来说，根据企业需求定
制专业，或者根据市场需要动态增减专
业，实在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

“匹配产业是高职发展的主旋律。去
年，我们颁布了新的高职专业目录，将专
业类由原来的 78 个增加到 99 个，专业总
数由 1170 个调减到 748 个，同时列举了
746 个专业方向，其中一、二、三产相关专
业数比例为 6.8∶39.4∶53.8，与当前国内生
产总值比例基本吻合。”葛道凯表示，这种
吻合是经逐年专业调整形成的。以 2014
年为例，高职撤销或停招 5200 多种专业，
减少文秘、计算机信息管理、法律事务等
专业，同时增加了 3000 多个与新业态密
切相关的专业，如物联网、老年服务等。

特别是 2011 年至 2013 年，教育部、
财政部联合实施了“高等职业学校提升专
业服务产业发展能力”项目，围绕现代农
业、制造业等发展重点和战略性新兴产
业、生产和生活性服务业等重点领域和地
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投入中央财政资金
40亿元，带动地方政府、行业企业、高职学

校投入 34.28 亿元，支持全国 977 所独立
设置公办高职院校建设了 1816 个重点专
业点，惠及全日制在校学生近 90 万人，极
大地提升了高职教育适应现代产业发展
的能力，让学生一毕业就能成为企业最需
要的产业工人、技术人才。

学校与企业手拉手
学生就业率稳定在91%

“今年，我们学校的自主招生名额是
800人，却吸引了 8249人来报名。”说这话
的不是名牌大学校长，而是温州职业技术
学院院长谢志远。

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人大、南开、浙
大、厦大等大学自主招生的报名人数，与
全国自主招生报名人数排名前 20 的大学
不相上下。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为什么有这么强
的吸引力？谢志远说：“因为我们围绕区域
支柱产业设置专业，围绕企业难题搭建服
务平台，围绕新技术培养应用型人才，学
生就业率连续 10年达到 98%以上。”

近年来，随着宏观环境的变化，温州
企业由于长期处在价值链下游，研发支撑
不足、“节能减排”压力增大。温州的中小
微企业偏多，它们尤其需要科技创新和技
术革新，但又养不起也做不了研发中心。

针对这种情况，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将
专业向研发端和培训端延伸，为企业提供
技术开发、产品开发、成果转化、项目策划
等“立地式”研发服务。学院与中小微企业
共建研发中心、产学研合作基地 20 家，近
三年为温州企业提供技术研发 580 项，获
授 权 专 利 600 余 项 ，成 功 转 让 专 利
121项。

“比如，学院为企业研发的全自动喷
铝设备，解决了安全问题和环保问题，做
到了真正的机器换人。”谢志远说，“我们
的两支学生创业团队在老师指导下，根据

企业实际需求研发了纽扣颜色自动分拣
机和羽毛球重量自动分拣器，为企业解决
了大难题。”

像温州职业技术学院这样为企业着
想，已经成为我国高职院校的自发选择。
与企业手拉手、肩并肩，也让高职毕业生
成为了就业市场的香饽饽，即使在就业压
力增大的 2016 年，许多高职院校的学生
也供不应求。

“从就业来看，高职学生就业持续走
高、走好。高职毕业后半年就业率稳定在
91%左右。2010—2015 年高职毕业生毕
业半年后平均月收入增长趋势明显，2015
年比 2010 年月收入提高 59.1%。可以说，
我们的高等职业教育是管用的、实惠的。”

服务区域发展需求
一年培训逾2000万人次

地跨江西、湖南两省的罗霄山片区属
于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区范围，
是国家新一轮扶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

今年 4 月，江西省吉安职业技术学院
与民政部联合启动了罗霄山片区千名养
老护理员职业技能培训班，片区内有意愿
从事养老护理员工作、年龄不超过 40 周
岁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都可以免费参加
培训。

“培训人员学完所有课程，并通过由
民政部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组织的职
业技能鉴定考试合格后，将颁发养老护理
员国家职业资格证书，通过引导、协助等
方式，被推荐到江西、湖南等省的养老机
构就业。”民政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冯亚平
表示，此举有利于罗霄山片区精准扶贫精
准脱贫任务完成，帮助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脱贫致富，并有利于推动养老服务业的
发展。

立足区域发展实际，开展技能培训，
正是高职院校在日常教学之外承担的又

一职能。统计数据显示，2010 年至 2013
年，中央财政共投入资金 16.667 亿元，实
施职业教育实训基地建设项目，支持 715
所高职院校建设了 910 个实训基地，形成
了一批集教学、科研、培训、技术服务等功
能于一体的职业教育实训基地，为高素质
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提供了硬件保障。

依托这些实训基地，2015 年，高职院
校为社会提供技术培训超过 2000 万人
次，成为服务区域经济、提升劳动力素质
的重要平台。

“中国高等职业院校从当初 6 所发展
到今天的约 1300 所，增长了 200 多倍，最
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满足了中国经济发
展，尤其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教育部
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高等职业教育
研究中心主任姜大源表示，目前高职院校
毕业生创业比例高于普通高校，且近六成
毕业生在 300 人以下规模企业就业，已成
为推动中小微企业技术升级发展的重要
主体。

为更好地推动高职教育发展，2015
年教育部印发了《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
行动计划（2015-2018 年）》，提出到 2018
年支持地方建设 200 所办学定位准确、专
业特色鲜明、社会服务能力强、综合办学
水平领先、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契合
度高、行业优势突出的优质专科高等职业
院校。

今年，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和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发布了《关于编制

“十三五”产教融合发展工程规划项目建
设方案的通知》，启动实施职业教育产教
融合工程规划项目。按照规划，“十三五”
期间拟投入 50 亿元，支持 100 所左右高
职院校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加快建
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可以预见，“十三
五”期间职业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
力将得到全面增强，围绕地方经济转型和
新兴产业开设的专业将成为高职学生找
饭碗、造饭碗的“点金石”。

高职教育，学生找饭碗的“点金石”
本报记者 佘 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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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上方的电力接触网通常都带有
2.7万伏的高压电，是人类可持续接触安全
电压的 1125 倍。”“有关数据显示，行走、跨
越 铁 路 发 生 人 身 伤 亡 事 故 的 概 率 高 达
92.3%。”⋯⋯8 月 29 日，河南省三门峡市
外国语小学的教室里，一堂铁路安全知识
讲座吸引了百余名小学生和部分学生家
长。讲课人并非学校老师，而是郑州铁路
局洛阳车务段主管安全的副段长王建飞。

“以前觉得铁路旁地方大、空旷，是放
风筝的好地方，听了叔叔阿姨的讲解，我才
知道在铁路边放风筝，不仅危害铁路安全，

更容易对我们自己造成伤害，我要告诉身
边的同学和小伙伴，一定不能在铁路边放
风筝。”三年级学生王斌听课后说。

郑州铁路局针对铁路沿线村民、学生
掌握铁路安全知识较少、自我安全保护意
识不足等现象，自今年 6 月 12 日起，在局
管辖范围内开展形式多样的路外安全环境
隐患专项整治宣传活动。

“路外安全事关国家大动脉的运输畅
通，更关系到孩子们的人身安全，我们通过
建立铁路安全辅导站，开办安全知识小讲
堂，设置铁路安全主题教室等方式，希望能

够让孩子们懂得铁路安全知识，掌握自我
保护技能，感受铁路安全的重要性，从而共
同维护铁路良好的运输环境，确保孩子们
的人身安全和快乐成长。”洛阳车务段党委
书记张云芳说，“开学之际是进行安全教育
的最佳时机，所以我们以所管辖的 35 个既
有线车站和 5 个高铁车站作为基本原点，
向车站所在地的市、县（区）、乡（镇）学校进
行深度辐射，集中开展‘让安全伴随孩子快
乐成长’铁路安全知识宣传教育系列活
动。”

郑州铁路局洛阳车务段选取铁路沿线
地区的 20 所关键学校建立“铁路安全宣传
辅导站”、成立安全联系点，开办“金秋第一
课 安全陪伴我”铁路安全知识小讲堂，以
学生日常生活中易发生的安全问题、易做
出的错误行为和乘坐铁路交通工具出行的
安全注意事项等为主要内容，采取课堂宣
教、知识问答、交流互动等方式，帮助学生
了解掌握铁路安全知识；与学校合作设立
铁路安全知识主题教室，通过播放形式新
颖的沙画视频，观看铁路沙盘模拟演示，聆
听铁路发展简史，参与铁路安全知识大闯
关等方式，增加学生“知路、爱路、护路”意
识；开展铁路安全 cosplay 互动小游戏，让
小朋友们分别扮演不同角色，利用火车模
型模拟“开火车”，以众所周知的卡通人物
做出错误行为而影响列车运行安全为切入
点，提问小朋友原因和正确做法，提高孩子

们遵守铁路规定、维护铁路安全的自觉
性。这些活动不仅得到了孩子们的积极参
与，受到了学校的热烈欢迎，更赢得了学生
家长的充分肯定。

“咱们铁路部门不仅在我们学校建立
了辅导站，还开办了路外安全知识小讲堂，
带领孩子们到高铁车站参观，用数据说话，
用事实教育，用感受实证。我看着孩子们
在课堂上认真听课，积极回答问题，打心眼
里感谢咱们的铁路部门为我们所做的工
作。”三门峡市外国语小学负责人说。

郑州铁路局洛阳车务段为了强化宣传
效果，在每个活动环节中，都会进行现场互
动和有奖问答，对于积极参与活动、正确回
答问题的小朋友，不仅现场免费发放印有

“铁路安全常识”的学习文具等小纪念品，
还会发放给每名小朋友一张“铁路安全知
识宣传记录卡”，只要按照卡片要求积极向
身边的小伙伴、好朋友、父母、亲友等人群
宣传铁路安全知识，就可领取纪念品，其目
的就是为了鼓励孩子们将所学到的铁路安
全知识说出去、讲起来、记在心，增强铁路
安全宣传教育的深度和广度。

截至 8 月 29 日，郑州铁路局洛阳车务
段共印制各类宣传品 5000 余件，举办各
类铁路安全知识讲堂、安全主题活动 30 余
场，铁路安全宣传教育基本覆盖了该段管
辖范围内的所有小学。

（文/赵晶晶）

金秋第一课：铁路安全进校园 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
兴城路街道唐山路社区老
党员房洪亮、王瑞娟和居
民姜淑欣、苟乃臣，仔细
察看着社区东侧、唐山路
小学侧门前新安装的 6 条
减速带。“街道社区帮我
们化解了安全隐患，解决
了 实 际 困 难 。” 姜 淑 欣
说。这也是他们作为“见
证人”和“说事人”，参
与街道办事处“老百姓说
事、明白人评事、贴心人
理事”的“三事”活动成
果之一。

不久前，在兴城路街
道“三事”活动日上，姜
淑欣、苟乃臣两位居民反
映，社区靠近唐山路小学
的路上有个大斜坡，斜坡
上有急拐弯，出入车速
快，直接影响到接送孩子
家长和上学孩子的人身安
全，希望安装减速带消除
安全隐患。活动现场，交
警部门、街道和社区工作
人员以及有安装减速带经
验的施工人员，就安装减
速带的费用数额、费用来源、费用审批程序及安装
流程等问题，逐一进行了研究、说明和答复。街道
一位副书记当场表态，办事处负责协调有关部门，
马上解决经费和安装问题。作为“见证人”的社区
老党员房洪亮、王瑞娟则表示，将对问题处理情况
进行全程监督。

“三事”平台是兴城路街道为群众搭建的谈心
交心、化解矛盾平台，目前通过该平台已化解了一
批多年积案，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 30 多个。在
这个平台上，鼓励百姓多渠道说事。兴城路街道建
立了“百姓说事中心”，开通了公开说事电话、邮
箱和微信，社区居民有事可以随时随地进行反映。

有了百姓说事，还要有“明白人评事”。兴城
路街道广泛动员，建立了由社区“五老”、法律咨
询、市区宣讲团、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人民调解
员等组成的 9 支“明白人”队伍，针对居民反映的不
同类别的问题，从“明白人”库中找出最合适的人员
进行说明、解释、答复和调解，达到化解效果最优。
比如，在老城区危旧房改造过程中，社区居民小李因
家庭矛盾两年多时间没有签约，街道组成了由房屋
征收专业人员、专业律师组成的“明白人”队伍，将家
庭矛盾与房屋征收工作区别开来，搁置争议，先行签
约；之后又发挥专业人员优势，讲政策、讲法律、讲感
情，实现了家庭矛盾的化解。

在此过程中，街道和社区的职责是为居民“贴
心理事”。尤其是在处理较为复杂的情况时，街道
和社区结合自身职能，使问题直达相关处理部门，
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步路。街道曾有一个赡养老人
的案子长达 5 年未能化解。在当事人反映情况后，
街道邀请民警、律师、当事人所在单位等“明白
人”参与调解，现场将事情说明说透，并联系职能
部门现场解决问题，改变了以往矛盾纠纷先调解再
处理落实的被动局面，当事人解开了多年的心理疙
瘩，对处理结果十分满意。

青岛市李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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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台就地化解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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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吴陆牧从重庆市教委获悉：为推
动教育公平、均衡、优质发展，今年重庆市将全面改
善 5100 所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到
2018 年，重庆市将建设 294 万平方米校舍、387 万平
方米运动场地，购置 80 万套课桌椅、1879 万册图
书、3.8 万张教学黑板、11.7 万台教学用计算机、27
万张学生用床。从今年起，重庆市将每年开展一次

“全面改薄”专项督导，对进度明显偏慢、举措不力、
资金监管不到位的区县进行通报批评。

据了解，2016 年重庆市投入“全面改薄”项目资
金超过 14 亿元，相关资金的分配均向贫困区县倾
斜。目前，对照国家 20 项底线要求，重庆全市 D 级
危房消除率、课桌椅配齐率、寄宿学生床位率、旗杆
旗台设置率 4 项达到 100%；教室采光照明等 6 项基
本完成。全市义务教育校舍标准化覆盖率达到
84%，比 2010年提高 19个百分点。

此外，今年重庆市还将加大对贫困区县教育扶
贫支持力度，教育经费增量重点向贫困区县倾斜，进
一步提高重点高校招收贫困地区农村学生比例，适
度扩大高校面向渝东南、渝东北定向招生计划。

重庆将改善 5100 所学校办学条件

入秋以来，内蒙古呼伦贝尔地区进入牧草储备

阶段。由于今年呼伦贝尔草原遭遇干旱，牧草较往

年大幅减少。内蒙古边防总队额尔古纳边检站主动

出动警力，协助牧民做好打草、收草工作，并将口岸

限定区域内近 6000 亩牧草送给当地困难牧民，帮助

他们渡过难关。 于景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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