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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培训

前几年总因为招不到足够的、优秀的生
源而发愁的齐齐哈尔技师学院，这个学期不
愁了。

这一届新生不仅生源饱满，一些热门专
业还对学生之前的学历、成绩提出了一定要
求。在招生办负责人看来，这是前所未有的
事情。

发生这样的变化，背后一个重要原因就
是，学校开设了“订单班”。

“订单班”是指学校按照企业用工需求
进行招生、培养，成绩合格的学生毕业后可
以按照招生时签订的订单，直接进入相关企
业工作。

企业储备未来用工，学校招生不愁

“中国一重今年要求，只招高中起点的
毕业生，所以，今年‘一重订单班’竞争还比
较激烈。”

从1988年就在齐齐哈尔技师学院工作的
王慧鸣老师，目前负责学校的招生工作。在
他的记忆中，最低谷的时候，学校一年连 400
名学生都招不到。但现在光报考“一重订单
班”的就有400多人。

所谓“一重订单班”，指的是中国一重集
团有限公司与技师学院签订的定向培养技校
生班，这批新入学的学生3年后成绩合格将直
接成为中国一重的正式职工。

这几年，一重通过改革创新，企业不仅扭
亏为盈，而且效益节节攀升，职工工资不断上
涨，各种福利待遇也随之上调。不断上升的
企业直接将培养新员工的任务交给了合作学
校，这引来了家长和学生的关注。

齐齐哈尔是典型的东北老工业基地，在
经济结构方面，重工业比较多。但是，近年
来，当地也在不断谋求经济转型，互联网经
济、粮食加工经济的发展也呈上升趋势。于
是，不仅像中国一重这样的传统企业要签“订
单班”，一些互联网企业、粮油加工企业也在
技师学院签订了“订单班”。

入学前，学生家长不仅可以到学校考察，
还可以到企业实地查看。“家长能亲眼看到孩
子未来工作的地方，也就对这个专业的学习
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王惠鸣说，“现在，找
到我们开办‘订单班’的企业，都是在储备未
来两三年的用工，学校的生源非常充足。”

实践场所就是将来工作的岗位

“从今年新生开始，我们已经跟技师学院
沟通好，毕业前的实习将分散在3年内。通过
学习、实践、再学习、再实践的过程，让学生们
学到真本领。”段海成说。

段海成是中国一重人力资源部高级经
理，他目前的工作不仅仅是招聘人才，还要参
与技师学院“订单班”培养人才的工作。

今年，他重新调整了“订单班”学生理论
学习和实践课程的课时安排。从过去的先学
习、再实践，改为了“边学习、边实践”。

据了解，大多数“订单班”安排的实践场
所，就是学生以后工作的岗位。此举让学生毕
业后能够快速融入岗位工作之中，减少了以往
社会招聘人员所需要的熟悉和适应时间。

“国外同行业的经验表明，一线工人不能

只会操作冶炼的机器，必须要懂得设备的基
本原理，这样才能更加科学、精准操作，从而
提高工作效率、延长设备使用寿命。”北满特
钢集团企业人事行政部副部长勾锡建说，他
们希望通过在技师学院开设“机电一体化”专
业，培养出一批既懂操作，也懂原理，同时还
会维修的复合型人才。

种下企业文化的种子

姜芃宇是齐齐哈尔技师学院粮食工程专
业的“订单班”学生，目前正在他未来的用工
企业益海嘉里公司进行实习。

“当时报名上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以
后的工作内容、环境和待遇，家长也很放心。”
小姜说，他们在学校的班级班名就叫“益海嘉
里订单班”，公司出品的粮食、食用油等产品
也都在教室内有所展示。同时，展示在教室
里的还有墙壁上的一行字：建立一个理想的
集团。这是益海嘉里公司的经营理念。

“通过‘订单班’，我们可以把企业文化的
种子埋在学生们的心里，这样他们将来对企
业的认知度、认可度、忠诚度会更好，会更好
地融入到企业的工作中来。”企业人事行政经
理李帅说。

“订单班的孩子，素质高，懂得企业文化，今
后我们将进一步在此基础上研究如何培养合格
的企业技术工人。”勾锡建讲道。 □张世光

如何培养孩子的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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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开设了“订单班”，以往因招不到足够的、优秀的生

源而发愁的技师学院不再为生源发愁了。适龄的孩子愿意

来，生源充足，学校开展教学活动也更有劲头，用工企业也非

常满意按照他们心意培养出来的学生。在“订单式”培养模

式下，职业教育呈现出三赢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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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到职校开设“订单班”渐成风潮，企业直接介入人才培养全过程，
既满足了企业所需，也使学校不再为生源发愁——

■关 注■

近来，多所高校陆续发布2020年毕业生就业质量报
告，各校毕业生的平均薪酬也随之公布。其中，有媒体援
引南京大学的相关报告称，该校2020届被调查毕业生中，
平均薪酬为17.83万元/年，较2019年上涨3.21万元；四川
大学2020届毕业生的薪酬水平则与学历层次呈明显的正
相关，其中博士毕业生的月平均收入接近1.3万元。

以薪酬作为毕业生发展的评价指标，是因为相对来
说，薪酬数据是可以比较客观反映现实的一个指标，此外，
借助薪酬数据能够进行更加细致的分析，如追踪观察不同
专业毕业生在毕业不同时段的职务晋升与薪酬发展状况。

因此，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高校当前的薪酬数据是否
真实反映了客观情况，是否能用于分析毕业生就业质量？
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不太乐观。

严峻的疫情形势下，高校毕业生年薪真能达到17万
元之多吗？同为“双一流”建设高校，毕业生的年薪为何差
距如此之大？社交网络上诸如此类的讨论和质疑背后，焦
点也停留在薪酬数据的真实性和有效性上。科学审视各高
校发布的就业质量报告，不仅可以有效回应网络争论，对推
动完善高校毕业生就业数据统计和调查体系也不无裨益。

其实，由于各校采取的调查毕业生薪酬的方法不同、
样本不同，不仅本校毕业生的平均薪酬数据缺乏足够的客
观性、公信力，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各校数据比较就更不足
为信了。

不少人以为高校毕业生平均薪酬数据，是根据对每个
就业的毕业生的实际薪酬进行统计后得出的，但从各校发
布的就业质量报告看，并非如此。这些数据其实是由相关
课题组对毕业生进行网络调查而得出的结果。比如，四川
大学和南京大学的调研均通过网络问卷完成，因此，样本
的代表性就存疑。各校的网络调查均由毕业生自愿填写，
并没有对样本对象进行选择，那么自然是高薪酬的毕业生
填写意愿更强，研究者对低薪酬毕业生的选择性忽略，肯
定会得到失真的最终数据。

鉴于以上种种，目前各高校发布的就业质量报告，因
毕业生学历结构不同、调查样本不同，很难具有可比性，
以此来评价各校毕业生的就业质量情况，就难免会出现
各说各话的情形。要让毕业生就业数据更具公信力、更具
参考价值，就有必要对统计、调查发布就业数据的方法进
行调整。

首先，应由独立的第三方统计发布高校毕业生的就
业情况。鉴于毕业生就业情况直接关系到高校的声誉、
招生以及与社会机构的合作，由高校自己统计、调查发布就业情况，公
信力会打折扣。其次，不能只关注大学毕业生毕业时的就业情况，要

对毕业生的中长期就业情况进行跟
踪，尤其是进行雇主调查，以此更加
全面、客观了解毕业生的就业与职
业发展，以及雇主对毕业生的能力及
素质评价。 □熊丙奇

2020年12月30日，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与西安市红军过境户县陈列馆，在
鄠邑区石井镇栗峪口村签订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共建
协议，并举行挂牌仪式。此举旨在提高大学生理论
修养，增强使命担当。 □刘江平 摄

本报讯（张岩波 杨飞）近日，“第五
届中国高校计算机大赛——团体程序设计
天梯赛”全国总决赛举办。经过 3小时的
激烈角逐，西安工业大学获得全国三等奖 1
项，陕西省一等奖 1项、二等奖 1项、三等奖
1项。

受新冠疫情影响，本届比赛采取以校
为赛点的形式进行双机位在线比赛。大
赛共有来自全国 29 个省级行政区的 298

所高校组成的 935 支队伍共 9300 位学生
参赛。

“中国高校计算机大赛——团体程序设
计天梯赛”是由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类专
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办的赛事，是“全国普
通高校学科竞赛排行榜”评估指标之一，旨
在培养大学生利用计算机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的能力，包括程序设计能力，培养团队合
作精神，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

2020年12月31日，渭南市临渭区育红
幼儿园小朋友们跟着老师学习传统文化。

当日，该园开展“知民俗、品年味、迎新
年”活动。通过制作张贴环保创意作品，品

尝美食感受舌尖上的年味，悬挂中国结、大
红灯笼等形式，让孩子们在浓浓的年味中
了解传统文化，欢欢乐乐迎新年。

□崔正博 摄

西安工业大学

在中国高校计算机大赛中获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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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有才华、学历高，但不够自
信，遇到一点困难就退缩；而有些人，在
某些方面并不优秀，却很有自信，最后攻
克难题。所以，自信对人的发展很重要。

现在，很多父母担心孩子胆小、不自
信。如何培养孩子的自信心？中国少年
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原总编辑卢勤老师给
出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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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要引导孩子认识自己，了解自
己的长处。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每个生
命都是独特的，父母要启发孩子看到自
己的闪光点，看到自己身上蕴含的潜
力。消极比较的结果，只能让孩子看到
自己的缺点，不知道自己的优势在哪里，
也不知道自己努力的方向在哪里，很难
赶上去，也很难突破自我。

比如，有些孩子上课时明明知道老
师问题的答案，但可能由于胆怯，不爱回
答问题，或者说不敢当众表达。对于这

样的孩子，家长可以私下与老师沟通，请
老师在课上能关注到这个孩子，鼓励他
把自己知道的问题回答出来，给他展示
的机会。

我女儿做作业速度很快，但从不检
查，结果不是做错了，就是漏题了。遇到
这种情况，我通常不批评她，而是鼓励
她：“闺女，其实你并不是不会，就是着急
了，要是下次做完后检查一下，效果肯定
会更好。漏掉的和做错的题都很不开
心，说你偏心，把它们做错了。”“嗯，妈
妈，下次你给我定个闹铃，我保证在三分
钟之内全部做完并且我会检查，改掉这
个马虎的毛病，让它们全都开心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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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体验成功，激发梦想。小孩子
的未来、梦想从哪儿来？就从他人生第
一次成功开始。因此，家长在日常生活
中，尽量创造机会，让孩子在做成一件件
小事中，获得成功的感受。

其次，家长可以通过做游戏、讲故事
等方式，让孩子明白，一块地总有一粒种
子适合它，也总会有属于它的一片收成。

第三，体验灾难，调动生命的潜能。
以前发生的大地震、水灾、飓风，包括这
次疫情，都是灾难，它带给我们的是失去
很多生命，但也会调动很多生命的潜
能。如在大地震中被救出后给解放军叔
叔敬礼的一幕，这种坚持就是一种生命
的潜能。

所以多带孩子走出去，让孩子经历
各种各样的事情，有了这种经历，在遇到
问题时他就有办法解决，经历才是人生
最大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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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找出自己最“怕”的地方。每
个人心中都有“我不行”在作怪。很多的

“不行”，是因为孩子曾经失败过，留下了阴
影，父母帮孩子把这个“病根儿”找出来。

其次，和“我不行先生”告别。北京

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小雨姐姐曾经读过一
封告别“我不行先生”的信：“每当我
跑步的时候你就说我不行，你这么胖根
本就跑不下来，于是我觉得浑身每一处
肉都在痛，我没有跑到终点；每次我要
参加夏令营的时候你就说我不行，你这
么小会想妈妈的……每当生活中遇到困
难时，你都会出来捣乱，你让我失去了
自信，失去了信心，失去了机会，我受
够你了。今天我下决心和你告别，我要
找回自信，找回勇气，我要和‘我能行
先生’交朋友。”这封信对孩子有很大
的激励作用。

第三，和“我能行先生”交朋友。一
个人要和“我能行先生”交朋友，首先要
相信自己有无限的潜能。

安徒生在写作方面，就对自己充满
信心，因此文章越写越好，其童话已经被
翻译成多种文字，在 150多个国家发行，
安徒生也被誉为“世界儿童文学的太阳”。

所以要和“我能行先生”交朋友，让
孩子勇于追梦，不停地圆梦。 □张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