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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游戏”也能上大学？有
人真的把这看似荒诞的想法变
成了现实！日前，顺德一中实验
学校4名高考生都收到了中国传
媒大学南广学院电竞专业抛来的

“橄榄枝”。据该校招生要求，如
果今年高考这些学子的文化课成
绩达到了该校的最低投档线，就
能实现自己的“象牙塔梦”。

和传统专业招生相比，电竞方
向属“艺考”范畴。学子需要PK面
试官、专业考题环节，最终才能“过
关斩将”获得高校电竞专业的“敲
门砖”。专家表示，随着电竞产业
的发展，电竞相关人才的需求量剧
增。而集心理素质、思维路径、心
手协调等能力为一体的电竞人才，
或成为新产业市场上的香饽饽。

电竞专业如何考？笔者了
解到，与其他艺考形式相仿，报

考电竞专业方向的艺考生，除了
笔试，还有面试环节。电竞专业
有这三个主要方向：交互设计分
析、电子竞技分析、用户体验分
析。面试环节里有两位面试官，
考生根据自己报考的方向自主
抽题，各有一道专业题以及推理
题，有特长的考生还可以进行才
艺表演，每个考生的面试时间大
概在8分钟左右。

而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
工作人员介绍，专业核心课程也
有十几门，并不是说上了大学只
是玩游戏。该学院还有用户体
验分析和交互设计与运营方向
两个电竞专业，分别是培养游戏
用户研究、用户体验大数据分析
和动画原图制作等方面的人才。

据《2017年中国游戏产业报
告》显示，2017年，中国电子竞技

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 730.5
亿元，占中国游戏市场实际销售
收入的 35.88%。电竞行业蓬勃
发展的背后，掩盖不了大量人才
缺口的事实。以广东省创新孵
化器运营研究院旗下的广东电
子竞技研究所为例，尽管各类硬
件、运营框架已“落地”，但因专
业化人才的“捉襟见肘”导致该
研究所发展受限。

尽管目前广东较少有高校开
设电竞专业，但国内一些高职院
校有探索电竞教育。例如四川电
影电视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南
广学院等体艺类院校也都纷纷开
设了各自的电竞专业，以为产业
培养更多专业化人才。 □ 仲清

电竞专业：“头号玩家”的另类高考另类高考

毕业季临近，今年将有820万高校毕业
生步入社会。对于涉世不深的大学生来
讲，就业路上难免遇到各种各样的“陷
阱”。对此，毕业生有什么问题需要注意？
职业生涯如何快速起步？

就业路上，警惕这些“陷阱”

——就业歧视花样翻新

说起求职路上的“绊脚石”，不少毕业
生可能会想到各种各样的就业歧视。例
如，男生优先、“双一流”高校毕业生优先、
某地生源优先等。

此外，近年来，企业在招聘时不考虑学
生干部、不考虑“海归”等花样翻新的就业
歧视也屡屡引发关注。

中国高校传媒联盟 2017年面向来自
100余所高校的605名应届毕业生进行的问
卷调查结果，75.7%的受访者表示曾在找工
作时受到过不公平的对待。

2017 年 12 月，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在
2018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
网络视频会议上强调，要严格落实就业签
约“四不准”要求，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就
业歧视，严密防范“培训贷”、求职陷阱、传
销等不法行为，切实维护毕业生合法权益。

——这些合同不能签

对于历经重重面试后终于拿到offer的
毕业生来讲，签署劳动合同时也不能掉以
轻心。例如以下的几种合同，就可能无法
保障毕业生的合法权益。

例如，有的学生在毕业后得到了用人
单位的口头承诺，并没有书面文件；

再如，合同内容极其简单，缺乏必要的
细节约束，甚至连用人单位的名称、工作内
容、劳动报酬等基本要素都不全；

还有些合同明显偏向用人单位一方，
只强调用人单位的权益和务工者的义务，
对务工者应享受的权益规定很少；

此外，还有些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必
须遵守“厂规厂纪”，并利用这些条款强迫
劳动者加班，使强迫劳动变成合法。

——试用期有说道

不少毕业生参加工作之初，都会经历
“试用期”，那么关于试用期又有哪些规定？
试用期不发工资的“规定”又是否站得住脚？

试用期多长算合理？根据《劳动合同
法》规定，劳动合同期限三个月以上不满一
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一个月；劳动合同期
限一年以上不满三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二
个月；三年以上固定期限和无固定期限的劳
动合同，试用期不得超过六个月。

——租房的“陷阱”也不少

毕业后，搬出安全便利的宿舍，面对鱼
龙混杂的租房市场，毕业生需要警惕哪些

“陷阱”？
据媒体报道，以看房为名骗取“看房

费”、提供虚假租房信息以骗取中介费、设
置合同“霸王条款”减轻自身义务、无中介
资质违规参与中介服务等租房问题，都可
能成为毕业生租房时的“绊脚石”。

对此，警方提醒，要找正规房屋经纪公
司，仔细查验房东的房产证、身份证等信
息，没有房产证的一定要其出具购房合同。

此外，租房者一定要签署正规的《房屋
租赁合同》，如遇到强迫交易等涉嫌违法犯
罪情况，要及时拨打110报警，积极向警方提
供证据信息，切实保障自身权益不受侵害。

怎么办？

——牢固树立维权意识

近年来，高校毕业生走向社会因阅历
较浅而无法保障自身合法权益的案例并不
罕见。对此，人社部 3月发出了《关于做好
2018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
知》，部署毕业生的权益保护工作。

通知要求，加大就业权益保护宣传，在
招聘会现场、服务大厅和相关网站发布防
范求职陷阱的专门提示、典型案例、维权警
示和投诉渠道，增强毕业生风险防范意识
和权益保护意识。

针对毕业生在就业路上可能遇到的各
种问题，电子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学生
科科长黄飞凯建议，在求职过程中，学生要
增强法律意识，自己遵守法律法规的同时，
也要注意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他建议，毕业生在与单位签订合同时，
要与单位加强沟通，详细了解合同内容，尤
其要注意区分劳动合同与实习协议的区
别，仔细阅读劳动合同的内容，明确试用期
条款、薪酬待遇标准及发放办法、社会保险
条款等内容。一旦遇到权益被侵害的情
况，要及时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身的权益。

另外，依据《新录用公务员试用期管理
办法（试行）》，新录用公务员试用期自报到
之日起计算，试用期为一年。

不少毕业生还曾遇到过使用期内不发
或少发工资的情况。《劳动合同法》规定，劳
动者在试用期的工资不得低于本单位相同
岗位最低档工资或者劳动合同约定工资的
百分之八十，并不得低于用人单位所在地
的最低工资标准。

职业生涯如何快速起步？

——不能再留有“校园思维”

高校毕业生关心的另一个话题是，步
入社会后，如何更快地适应工作的节奏？
职业生涯如何快速起步？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
为，毕业生走入社会，最关键的是抛弃固有
思维，不断地学习并完善自己。

“毕业生走入社会后，80%的事情都需
要自己去学习，包括如何与人交往、如何树
立责任心、如何把自己分内的工作做好，等
等。”储朝晖称，如果毕业生进入社会后留
有“校园思维”，有可能会成为自己职业生
涯发展的阻碍。

此外，北京邮电大学的一位辅导员还
建议，大学生在走入职场前可以多参加校
内就业指导中心准备的各类课程，并积极
做好专业知识的储备，加深对公司及行业
的了解。同时，如果有机会可以提前参加
实习，以尽快适应
工作的节奏。

□ 冷昊阳

■基层动态■

■教育时评■
“帽子”者，“头衔”也。以“帽”

取人在时下社会颇为流行，教育领
域也是如此。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不少高校
和科研机构经常根据人才“帽子”的
分类，确定引进人才的年薪、科研启
动经费、配套政策等，这原本也很好
理解，毕竟各种“帽子”是衡量人才
的重要标准。但这种现实之下，一
些高校教师、科研工作者为了争取

“帽子”投机取巧，拉关系、走门路；
而一朝拿到“帽子”，有的教学科研
人员仿佛获取了“护身符”“通行
证”，有人变得骄傲自满、不思进取，
有人则只想着如何拿着“帽子”去谋
取个人利益。

上述现象值得警惕。以“帽”取
人的确为衡量人才找到了一条简便
实用的标准，但如果只认“帽子”不
认“人”，很容易滑向“唯帽子论”。

“唯帽子论”一个显而易见的逻辑破
绽是：一位学者、教师拿到“帽子”前
后，其实人还是那个人，水平还是那
个水平，但前一刻还乏人问津，后一
刻就变得抢手，如此选人、用人，难
言科学。

社会上流行以“帽”取人，因
为“帽子”是身份的象征，也是把
人标签化的结果。以“帽”取人的
负面效应，即便是刚毕业的大学
生，也有机会感受到。最近，国内
各大城市在人才引进方面的“抢人大战”备受瞩
目。有媒体发文指出，“抢人大战”中，不少城市
一味强调对高学历、名校出身的人才的重视，引发
了不好的舆论反响。

事实上，在基础教育领域，也存在以“帽”取
人现象。最近，一位自称“优秀教师、著名演讲
家”的人在新媒体平台上大肆宣扬自己在成都某知
名中学作报告的盛况，称受到该校校长的高度评
价，北京某教育类媒体还对报告盛况做了大篇幅报
道。结果当事校长、媒体齐齐站出来辟谣，称此事
纯属子虚乌有，甚至根本不认识此人。尽管这位所
谓的“优秀教师、著名演讲家”很快现出了原形，
但据知情人士透露，在一些基层中小学，各种来路
的“专家”“名师”很有市场，不少学校之所以趋
之若鹜，除了信息闭塞等客观原因，很大程度上也
是因为对一些顶着各种大“帽子”的人盲目追捧，
不加甄别。

当然，也不是所有“帽子”都是“香饽饽”，有些
“帽子”就让人避之唯恐不及。最近正值“金三银四”
的求职高峰期，不少毕业生却因为头上的“帽子”遭
遇歧视。有媒体报道称，在有关部门的种种明文禁
止下，一些隐性就业歧视依然顽固存在，比如对“学
生官”和“海归”的歧视，他们分别被贴上了“浮躁、功
利”和“学习差”的标签。对于这样的“帽子”，一些毕
业生可谓欲摘不能，叫苦不迭。

以“帽”取人和以“貌”取人存在相似的谬
误，即过分看重个人单一方面的指标，而忽视了对
人的素质和能力的全面甄别、考量，注定经不起实
践和时间的双重考验。前不久，中办、国办印发

《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指
出当前我国人才评价机制存在分类评价不足、评价
标准单一、评价手段趋同、评价社会化程度不高、
用人主体自主权落实不够等突出问题，亟须通过深
化改革加以解决。建立科学的分类指导、分类管
理、分类评价体系，则是眼下教育界有识之士的共
同呼声。 □ 校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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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 焦■

■他山之石■
今后，中小学生的作业将有

“电脑教师”的评判。4月 20日，
省教育厅发布《安徽省中小学智
慧校园建设指导意见》，计划到
2020年，全省所有市、县（区）都
要进行智慧校园建设。江淮晨
报、江淮网记者了解到，实际上，
结合新高考改革，我省今年已经
率先试点普通高中和300多所中
小学建设“智慧校园”示范校，而

不久的将来，“智慧校园”将遍布
全省。

作业不但由专门的作业测
评系统自动批改，并为每位学生

“量身定制”作业菜单；上学不用
背着书包来回跑，一个电子书包
解决一切烦恼；课堂上没有黑
板，取而代之的是网络课堂……
这些，都是未来“智慧校园”将呈
现的模样。

根据省教育厅的要求，今
后，全省中小学校内的教学都将

“智能化”。比如，依托智能化教

学平台，实现云端优质资源到书
到课与智能推送，助力精准备课
和有效导学；基于线上线下作业
测评系统，实现对学生作业和测
试的自动批改与分析；利用师生
教与学行为的伴随式数据采集与
大数据分析工具，完成科学的学
习诊断和教学评价，实施个性化
的学习辅导，实现因材施教等。

今后，课堂上也不仅仅是黑
板和电脑的结合，甚至是人工智
能、虚拟现实等教学设备都将走
进课堂。 □ 邝保

安徽：“电脑教师”即将上岗替你改作业

笔者从宁陕县教体局获悉，该县日前
启动了“2018 年宁陕万名学生上冰雪运
动”活动，秦岭四季滑雪馆将免费向全省2
万名中小学生提供3小时滑雪体验。

据了解，本次活动采取自愿的形

式，以校为单位组织参加，自行安排车
辆前往，往返秦岭四季滑雪馆所乘车辆
需是运管、交警等部门认可的合法运营
车辆；3小时滑雪体验、参观地质博物馆
均为免费。 □ 杨卓 摄

毕业季临近，今年将有820万高校毕业生步入社会。对于涉世不深的大学生
来讲，就业路上难免遇到各种各样的“陷阱”。对此，毕业生有什么问题需要注意？
职业生涯如何快速起步？

本报讯（通讯员 杨飞 张亲脑）4月23日，由陕
西省国防科技工业办公室主办，西安工业大学及陕
西高校军民融合科技创新联盟承办的以“立德树人，
助力国防——航天与高校融合发展”为主题的“中国
航天日”活动在西安工业大学成功举行。

学术报告中，芮筱亭院士作了题为《发射动力学
研究进展》的报告，航天五院专家王大轶作了题为
《航天器自主光学导航技术》的报告，“大国工匠”徐
立平作了《用航天精神为国铸剑》的报告。

“中国航天日”活动陕西分会场
活动在西安工业大学成功举办

4月25日，中铁一局桥梁公司工程测量技能竞
赛在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举行。来自该公司
各工程项目的30名测量技术人员，在前期接受陕铁
院工程测量技术理论和实践专项培训后，展开了一
场技能大比武。本次竞赛重点检验学员测量技能水
平，以及工程施工测量过程中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图为学员进行测量竞赛的场景。

□ 通讯员 方芳 摄

4月 23日，世界读书日当天，
“视野第二届全国中学生作文大
赛”启动仪式暨新闻发布会在陕
西省西安市第七十五中学召开。
在“视野首届全国中学生作文大
赛”中，西安各中学参与人数达
1500余人次，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本届大赛启动仪式暨新闻发布会

在兰州、西安、上海、广州、成都五
地同时启动。届时国内近千所中
学的写作爱好者都将参与其中，全
面展示当代中学生对世界的认识
以及对生活的感悟。大赛征稿日
期为 4月 23日至 10月 18日，投稿
可通过电子信箱或邮寄两种方式，
于11月18日颁奖。 □ 钟轩

视野第二届全国中学生作文大赛启帷

4月 24日，由长安联盟成员
西安外国语大学承办的长安联盟
高校第一届学生工作论坛在西安
外国语大学长安校区举行。来自
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北
政法大学、西安邮电大学、西安
外国语大学等5所联盟成员的200
余名学工干部参加了论坛。论坛
还邀请了西安财经学院、西安美
术学院等高校参加。

论坛开幕式上，来自 7所高
校的辅导员代表分别从党员发展
教育、心理健康、学生日常管
理、志愿者队伍、艺术文化培
养、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等方面
进行了主旨发言。参会各高校
达成共识，以此次论坛为契机，
继续推动长安联盟各成员单位
之间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管
理方面的交流协作。 □ 席望

长安联盟高校第一届学生工作论坛在西外召开

为增进中泰两国之间的文化
交流和友好感情、弘扬两国传统文
化精髓，探讨对外汉语教育工作的
发展，深化中泰教育领域合作，同
时拓展西安文理学院师生的国际
视野，4月 24日上午，西安文理学
院书院校区举行中泰教育文化交
流节启动仪式。

泰国驻西安总领事馆总领事
安丽长·谭娜功、泰国驻西安总领
事馆领事潘佳诺、省教育厅副厅长
赵昶葆、省教育厅国际交流处处长
孙建宁、西安文理学院党委书记雷
英杰、西安文理学院校长陈刚等出
席本次启动仪式。

据西安文理学院院长陈刚在
致辞中表示，在国家“一带一路”倡
议背景下，学校先后与泰国普吉皇
家大学、斯巴顿大学、合艾大学建
立合作关系。三年来，西安文理共
招收培养泰国留学生 70余人次，
中国学生赴泰国实习共 19 批次
300余人次。陈刚表示，泰国驻西
安总领事馆、西安文理学院、西安
丝路朝阳教育文化传播有限责任
公司三方即将共建“校-政-企”产
教融合基地“中泰教育文化交流中
心”，西安文理学院即将正式签订
框架合作协议，推动中泰双方教育
合作和文化交流。 □ 丁永坤

中泰教育文化交流节在西安文理学院启动

宁陕免费向全省2万名中小学生提供滑雪体验

4月25日下午，西安市总工会
2018 读书月活动动员大会暨西安
市职工大学职工书屋开放仪式在
西安市职工大学举行，省图书馆
工作人员还向该书屋赠送了电子
阅览卡。

据了解，在读书月期间，西安
市职工大学还将举行精品图书展
及电子资源阅读推广、十九大精
神学习报告会、“思路漫漫望长安，
知行合一书为道”主题演讲等系列
活动。 □ 本报记者 鲜康 摄

■职教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