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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吹风■
新华网北京4月27日电“校

企合作和产教融合是职业教育办
学的基本模式，是培养高素质劳
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的内在要
求，也是办好职业教育的关键所
在。”在当日教育部召开的新闻发
布会上，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
教育司副司长谢俐解读了教育
部、国家发改委等6部门联合印发
的《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有关情况。

谢俐表示，《办法》通过明确
职业学校校企合作的目标原则、

实施主体、合作形式、促进措施和
监督检查等，建立起校企合作的
基本制度框架，对回应战线和社
会多年的呼声，深化产教融合、校
企合作，奋力办好新时代职业教
育，具有重要意义。

谢俐表示，推进《办法》实施的
具体工作举措将从四个方面开展。

一是加强统筹领导。在中央
教育工作小组领导下，主动协调
好教育、经济、劳动、就业等领域，
制定行业企业办职业教育的配套
政策，鼓励企业举办或参与举办
职业教育，发挥企业在实施职业
教育中的重要办学主体作用，形
成部门协调、部省协同、行业企业

参与的政策红利。
二是打出政策组合拳。根据

国办印发的《关于产教融合的若
干意见》，细化《办法》的部门分工
职责，制定实施方案。

三是开展大样本试点。研究制
定并启动实施“十百千”产教融合
行动计划，继续推进现代学徒制人
才培养，进一步提升技术人才培养
质量。继续指导建设一批校企深度
合作项目，助力企业发展。

四是持续予以推动。宣传《意
见》《办法》，宣传职业教育领域产
教融合、校企合作成果和典型案
例，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成为
各方自觉行动。

教育部多举措推进
《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实施落地

为期两天的2018丝路长安
“明泽杯”击剑冠军赛（第二站）
4月 30日至 5月 1日在西安市
体育场内的陕西明泽击剑俱乐
部开幕，此次比赛共有省内外
各中小学的530多名选手参加，
参赛人数创赛事纪录。

近年来，击剑运动在我省
发展较快，尤其是西安市击剑
协会成立后，通过击剑进校
园、进社区以及举办赛事等方
式，促进了项目在古城西安的
进一步普及和提高。2018丝路
长安“明泽杯”击剑冠军赛
（第二站）由省高尔夫击剑运
动管理中心、西安市体育总
会、西安市射击射箭运动管理
中心为指导单位，西安市击剑
协会主办，陕西明泽体育文化
发展有限公司承办。“这项赛
事是该市击剑运动的传统赛
事，经过发展如今也已成为一
项品牌赛事，吸引了省内外诸

多地方的选手前来参加。”据
西安市击剑协会主席吕明介
绍，本站比赛共有 530多人报
名参加，人数创赛事纪录。如
果不是遇到“五一”小长假，
前来参赛的外省选手还会更
多，“有100多名外地选手因为
买不到车票、订不到酒店等原
因无缘此次比赛。

据了解，此次举办击剑冠
军赛的目的，除了给我省以及
外地选手提供比赛交流的平
台，也希望通过赛事选拔培养
好的击剑苗子。每个年龄段
（年龄在 18岁以下）的优秀选
手，将代表该市击剑协会参
加国内青少年赛事，感受高
水平比赛的氛围，并通过与
高手的较量，提升我们本土选
手的水平。

听说市体育场有击剑比赛
的消息，一向对该项运动酷爱
的笔者一大早就赶到了赛场，

真是“莫道君行早”，让人
始料未及的是现场早已人山
人海。看着手拉剑包的父
母，稚气未脱的小剑手，笔
者多少有点心疼他们。在
学习压力如此大的情况
下，难得还有这么多家长
和孩子喜欢击剑运动。

西安市击剑协会虽然成
立仅短短几年时间，但这项
古老而现代的运动在古城开
展得风生水起。吕明主席有
信心把西安击剑水平推上一
个新的台阶。在他的不懈努
力下，西安击剑已经走出家
门，在全国青少年比赛中摘
金揽银。

不过在首日的比赛中，

笔者看到几位来自江苏的小队
员表现十分抢眼，小组赛里她
们几乎战无不胜，而且将对手
打得基本上只有招架之功，
难有还手之力。采访后得知
这些孩子接受击剑训练已经
两年有余，此次她们在买不
到火车票的情况下，包乘大
巴车而来，除了为冠军而来外
更重要的是向古城选手学习，
积累比赛经验。

看到强大的对手咄咄逼
人，吕明主席也是急在心
里，他深知由于种种原因，
古城几个年龄段的剑手已经
输在了起跑线上。在接受媒
体采访时，他虽然忧心忡
忡，但对未来仍然充满信心。
他说让高水平剑手到西安来比
赛，就是把他们好的东西给我
们传过来。他相信三秦击剑人
一定会知耻后勇，齐心协力，
迎头赶上。 □ 闫明

——2018丝路长安“明泽杯”击剑冠军赛开幕侧记

一舞剑器动四方

■校园风景线■

上半年教师资格面试即将进行

2018年上半年中小学教师
资格考试面试将于5月 19日至
20 日进行。笔者从省考试管
理中心获悉，本次全省共有
38042 人报名参加面试，其中
报考幼儿园类别 9564人，小学
类别 12218 人，初中类别 6808
人，高中类别 9267 人，中职类
别185人。

此次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
面试将设 14个考区。省考试
管理中心提醒考生：应在 5月
14日至 20日登录“中小学教师
资格考试网”，自行下载并打印
准考证，按照准考证提示的时
间、地点，持居民身份证和准考
证参加面试。

□ 张彦刚

陕西3.8万人报名

每年4月，西安音乐学院都
会举办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

“读书月”活动。8年来，“读书
月”已成为西安音乐学院校园文
化建设的一个传统和品牌。

作为一所艺术院校，西安
音乐学院每年 4月的“读书月”
活动形式丰富多彩。据该院党
委书记张立杰介绍，在今年“读
书月”活动中，该校不仅有学术

讲座、读书会、读书心得分享、
艺术沙龙等，师生们还把中国
诗词和外国文学经典作品作为
载体，编排成音乐舞蹈，开展一
系列艺术展演活动；创建了“与
圣贤同行——国学经典咏诵”

“品读经典作品·构建书香校园”
等校园文化建设特色品牌，并连
续荣获陕西高校校园文化建设
优秀成果一等奖。 □ 希望

西安音乐学院：“读书月”活动八年不辍

西农大博览园:宣传普及地球科学知识
4 月 22 日至 28 日第 49 个

世界地球日宣传周期间，西北
农林科技大学博览园联合杨凌
示范区国土资源局、杨陵区
国土资源局多元化开展世界
地球日科普宣传活动，多形
式、多层次、合力宣传普及
地球科学知识，让更多人接
受“保护资源，保护地球”的
理念熏陶。

宣传周期间，他们围绕
“珍惜自然资源，呵护美丽国
土——讲好我们的地球故事”
主题，通过“科普、互联网+”形

式，科普讲解人员现场互动，宣
传国土国情现状、资源保护、地
质灾害成因等相关科普知识，
组织开展“世界地球日”专题展
览和公众惠民宣传活动，“国
土知识进校园”科普巡展巡
讲、“魅力土壤资源”科普专
题报告会、新媒体平台设立世
界地球日“健康土壤带来健康
生活”科普专题栏目和青少年
研学旅行科教系列主题活动。
累计发放科普资料、宣传读物
3000 多份，科普受益人群近
8000人次。 □ 张琛

为深入推进文明校园创建
工作，丰富师生文化生活，西安
工业大学高雅艺术进校园系列
活动拉开帷幕。

5 月 2 日，西部电影频道、
西安工业大学战略合作启动仪
式正式启动。

后期，西安工业大学还将
邀请西部电影频道、西影厂知
名专家来校与师生面对面交流
影视文化与他们的艺术人生，
并将与西部电影频道共建学生
实习创新基地。

□ 杨飞 支龙华 摄

西安工业大学：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启帷

5月初，就业季已经过半。不少毕业生
已经找到了工作，没找到的还在奔忙。

数据显示，今年高校毕业生预计达820
万人，比去年多出 25万，就业压力不小。
但各种促就业政策、各地引才政策的出台，
给稳定就业夯实了基础。

毕业生找工作的时候，什么是他们最关
心的？找工作过程中他们又有哪些苦恼？
面对选择他们如何取舍？需要什么帮助？

我们随机采访了一些应届高校毕业
生，来听听他们站在人生十字路口的求
职故事。

通过采访发现，以 90后为主体的高校
毕业生就业心态已经发生了变化，选项多
了，出路也就多了。

北上广不再是必选项。“我原本愿望是
留在北京，但是综合考虑户口、买房、子女
上学等现实问题，最后选择了天津。”清华
大学博士生任硕今说，“我女朋友现在也在
北京工作，为了陪我，过段时间就调到天津
分公司。”

希望留在一线城市的，对户口的要求
也在降低。北京林业大学大四女生赵瑛琦
说：“我比较随性，所以在找工作过程中，户
口指标不重要，我可能在北京待几年，再去
其他城市体验一下。”不少人表示，自己的
将来有无数可能，不一定非被户口、城市

“锚定”。
当然也有对户口比较看重的。“有户口

有归属感，让我觉得安稳。”研究生周林（化
名）原本已经找到心仪的工作，没想到用人
单位户口缩编，不能解决了。他选择了重

新再找。
薪酬水平也是高校毕业生找工作时重

点考虑的因素。很多同学对薪酬比较看
重，他们表示，人不能活在真空里，城市生
活成本是真实的存在。但同时，许多人表
示可以接受较低的起薪，只要有利于事业
的发展，看得到将来的发展空间。当问及具
体的期望值时，中国传媒大学研究生乔一茗
说：“我期望税后月工资在七八千左右吧。”

目前，博士生邓萍（化名）正在北京一
所高校办理入职手续，她的理想就是留在
北京从事学术研究。她说，相较于起薪，自
己更看重发展平台和学术研究空间。

专业对口、感兴趣，也是很多毕业生坚
持的标准。中国传媒大学研究生郭金玲之
前收到一家企业的录用意向，工作内容是
写材料，被她婉拒，“我性格外向，更喜欢去
采访调研、写新闻，不太适合坐办公室。”

从事工业产品设计的大四毕业生梁恩
瑞说：“现在出现了很多新产业新业态，家
长可能不了解，尽管如此，他们很少干预我
找什么工作，只要我喜欢就行。”

一位长期从事就业指导工作的老师告
诉笔者，对高校毕业生来说，想找个工作其
实不难，难的是同时满足内心多种需求的
理想工作。“现实总追不上期望，期望是非
常理想的嘛，很多焦虑是这么来的。其实
理性一些，海阔天空。”

信息不对称是高校毕业生在找工作中
遇到的第一关。北京林业大学毕业生卫星
杓说：“很多时候，我们因为错过招聘信息
而错失理想职位。”

调查发现，错过招聘信息不是因为信
息少，而是因为招聘信息鱼龙混杂，里面不
乏虚假信息。郭金玲说，“我的经验是要辨
别哪些企业确实有用人需求，关注企业的具
体业务方向，有针对性地投简历更加高效。”

此外，就业歧视也是毕业生的一大烦
恼，部分用人单位在招聘时仍存在一些隐
性要求。

邓萍在面试过程中，一直被问会不会
生二胎。“我不敢说出自己的想法，只能一
直强调绝不生二胎。”博士生张博雅介绍，
在他们电气工程专业，同班一位女生进入
某企业面试，表现不错，但最终录取的还是
男生。专业里部分能力较高的女生都选择
了科研院所，因为感觉学术研究行业对女
生歧视较少。

本科出身二本院校的郭金玲自嘲得了
“求职焦虑症”，自己本科学校不是 985、
211，她怕用人单位会另眼看待。

除了专业技能，不少用人单位还希望
毕业生有一些锦上添花的本领。“有一次去
一家企业面试，面试官说单位篮球队还少
一个人，问我会不会打篮球，我说不会。还
有一次，面试官问我会不会跳舞，我也不
会。”毕业生卫星杓很羡慕那些多才多艺的
同学。

英语笔译专业的万静柯想应聘金融英
语翻译岗位，但自己从未接触过金融行业，

“市场对跨界人才需求很大，但我们缺少相
关知识，在校时应该拓宽知识面，多参加实
习实践。”

张博雅已经收到了 3家用人单位的录

用意向，包括2个央企和1所西安高校的教
职，他选择去西安。

“西安最近出台了人才引进政策，当地
高校的人才公寓、科研经费等优势资源向
引进人才倾斜，我认为未来成长空间较大，
我又是西安人，回家乡高校任职是个不错
的选择。”

日前，多地出台引才政策，正展开“抢
人大战”。西安推出“仅凭学生证和身份证
就可以完成在线落户”，武汉进一步打造大
学生留汉新政2.0版，深圳正在酝酿“鹏城英
才计划”，珠海未来5年每年投入超过25亿
元延揽各类人才……买房打折、租房补贴、
落户降标、项目资助、一次性奖励等等，一系
列引才政策，对高校毕业生来说，都是利好。

除了各地的人才政策，国家近年来出
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促进高校毕业生多
渠道就业和自主创业。比如，基层就业学
费补偿和助学贷款代偿等、自主创业一次
性创业补贴等。坚持把高校毕业生就业摆
在就业工作首位，实施就业创业促进计划。

此外，高校的就业指导部门也做了大
量的工作。就在张博雅举棋不定时，清华
大学职业发展指导中心的老师给予了帮
助，“了解了我的未来职业规划后，指导中
心老师给我分析了 3份工作的薪资待遇、
发展前景和学术环境，眼前的路逐渐清晰
了，我最终选择了回西安工作。”

大学生们希望这些扶助更多些，针对
性更强些。

清华大学硕士生林雨铭希望建立学校
与企业对接机制，加强与往届毕业生的联
系。“一方面，师哥师姐能教我们简历和面
试技巧；另一方面，也让我们了解各行各业
真实的工作状态。”
□ 巩育华 孟思奇

孙志男

■教育杂谭■
一家缺乏社会责任感的企业，

注定会遭遇挫败；一个缺乏社会责
任感的企业家，迟早要栽跟头。这
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国内的教育培训机构似乎也意
识到了这一点。近日，全国 160 家
校外培训机构在河南郑州共同签署

《校外培训机构自律公约》，承诺依
法、诚信、规范办学，避免“超纲
教学”“强化应试”，绝不组织中小
学生等级考试及竞赛等。

这样的自律意识其实早就该
有，从当下做起也不算太晚。但

“善始”虽易，“善终”却难。数量
众多的培训机构是否都能一直恪守
公约，恐怕还要“听其言观其行”。

教育培训与其他行业终究不
同，既然参与了育人，就肩负着高
于其他行业的社会责任。作为商业
机构，营利固然可以，但教育培训
机构决不能自我降格为追求利润最
大化的纯营利组织。缺乏教育情怀
的培训机构即便一时能做大做强，
也终究成不了受人尊敬的企业，机
构负责人也不可能成长为真正的企
业家。

教育情怀并非唱高调式的空洞
概念，而是对育人这项特殊事业的
敬畏，是对教育规律的遵循，是面
对教育对象的谦抑。深厚的教育情
怀是一家培训机构不可或缺的基
因，但不少培训机构的所作所为让
我们失望地发现：它们不具备。

《半月谈》日前刊发报道，揭露
当下教育培训市场上常见的“洗脑式”营销。不少
家长架不住广告“忽悠”，被培训机构工作人员“洗
脑”，报班花费动辄成千上万元，被坑钱、坑娃、坑
智商。种种“洗脑式营销”消费着家长们的焦虑，
加剧拔苗助长的功利心，违背了教育以育人为本的
初心。

校外培训机构的野蛮生长模式必须被终结。今年
以来，各级各地教育行政部门与工商、人社等相关部
门联合行动，采取一系列严格规范治理的举措，传递
出明确信号：校外培训市场正在进入一个崭新的时
代，倘若不认清、不顺应这一大势，后果很严重。

脑子里有“生意经”的不仅是培训机构，有的学
校也不能免俗。日前，西安某民办学院学生向媒体爆
料，学校即将迎来20周年校庆，其所在班级辅导员在
班会上要求学生捐款，最低10元，不捐将会被取消评
优资格。在接受采访时，该校有关负责人回应称将严
查此事，并表示捐款“纯属自愿，不得强制”。

近年来，校友以捐款形式回报母校渐成风气，这
原本是好现象，但也让一些高校生了攀比之心、摊派
之念。有的高校明里暗里把校友捐赠金额的多少当成
彼此竞争的“战场”，每逢有校庆等重大活动，总巴
望着校友能“慷慨解囊”，甚至把目光投向在校学
生，号召他们也“表示表示”。这显然走向了歧途。
学生回报母校的形式很多，但若把捐钱当作主要途
径，便把学校和学生的关系庸俗化了，也把双方的精
神层次都拉低了。学校即便一时得到了经济利益，却
容易让众多校友受到不同程度的情感伤害，实在是

“打错了算盘”，得不偿失。
相比之下，不少家长的算盘打得更精。某教育媒

体前不久发布的《2017 中国家庭教育消费白皮书》显
示，教育支出平均占家庭年收入20%以上。43%的受访
家庭表示，辅导班在教育支出中占比最大。从孩子3岁
踏入幼儿园到22岁大学毕业，20年下来，一般而言，家
长付出的教育支出从几十万元到几百万元不等。

既然培养孩子花了大价钱，不少家长自然希望收
获相应回报，于是他们把孩子未来能获得怎样的物质
生活当成了主要衡量目标，比如毕业后找的工作“含
金量”几何，甚至具化为月薪、年薪多少以及福利的
好坏。如此“生意经”看似属于人之常情的范畴，但
之于教育来说则陷入舍本逐末的误区。孩子的教育不
是一笔商业投资，孩子本身更非理财产品，用纯粹做
生意的思维计算孩子教育的成败得失，是对教育本质
的背离，是对孩子的物化和不尊重。

让孩子拥有良好的物质生活只是教育的低层次目
标，更重要的是让孩子树立崇高的人生理想，学会如
何与自然和他人相处，对社会有所贡献，进而成为更
好的自己，在身心健康的基础上过好这一生。那些脑
子里只有“生意经”的培训机构、学校和家长，是该
好好反省一下了。 □ 杨国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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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 焦■

4月 28日，西安市发布 2018年民办学校初中入学
工作方案，采用电脑随机派位与面谈相结合方式招生，
比例为 4∶6。4月 30日，西安市教育局公布《西安市民
办学校初中招生系统测试结论》。

西安市 44所民办初中，招生计划为 25430人。报
名学生数超过招生计划数的民办学校，采用电脑随机
派位与面谈相结合方式招生，电脑随机派位与面谈的
比例为4∶6；报名学生数未达到招生计划数的民办学
校，直接全部录取报名学生。电脑随机派位时间：6
月 12日 10时全市同时开始。面谈时间：7月 6日至 7
月11日。

笔者从西安市教育局获悉，西安软件测评中心是
经西安市政府信息化办公室批准设立，开展软件测评
服务的专业机构。该中心是西北地区首家获得中国合
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实验室认可证书（证书
编号：NO.CNAS L2998）及陕西省质量技术监督局计
量认证证书（证书编号：172721340284）的软件测评服
务机构，其出具的检测报告目前在全球 50多个国家和
地区获得认可。西安市民办学校初中招生系统就委托
该中心进行测评。

本次测评，西安软件测评中心对系统进行了功能、
性能以及安全测试，经过公正、公平、严格的测试，结果
表明电脑随机派位系统的数据在派位前和派位后都采
取了数据加密处理，有效杜绝了数据刻意修改的风
险。同时系统在电脑随机派位过程中采用计算机随
机算法，对学生数据进行随机重新排序，并在此过
程中随机产生种子号按照特定算法进行排位，做到
全程自动派位，派位过程无人为干预。电脑随机派
位整个过程不能进行人为数据增加和修改，做到了随
机公平公正。 □ 雷婧

西安民办初中招生系统测试结论

全程自动派位 不能人为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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