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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培训

（上接第一版）
在 5号车厢的一头，有农产品供应信息栏。上边贴着各种

农产品销售信息，土鸡蛋、芹菜、生姜、核桃、葱、腊肉应有尽有。
几十年来，山民有产品销售，都可以免费上信息栏。

“现在卖货的少了，说明日子好了！”在绿皮车工作 23年的
列车长刘连瑞回忆道，以前每趟车有几百位卖货山民。

通学列车：带孩子们走出大山
略阳县，这个山地面积 97.7%的山城，曾经是宝成铁路秦岭

南麓枢纽，每天有40多趟客车经过，为陕南、甘肃康县等地群众
出行服务。2008年后，这条新中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重要性逐
渐递减，但不变的是山区孩子上学的通勤功能。

2月9日下午14时37分，6063/6064次列车从略阳白水江车
站发车后，列车长向宝林同往常一样，忙着整理通学车厢茶几上
的图书。1月中旬沿途学校放假以来，虽然少有学生乘坐，但向
宝林还是惯性地走了进来。

1元，2元，3元，票价不等！
在向宝林的记忆里，每逢周五周日，便有几百名学生旅客，

年龄最小的不到 10岁。在凤县境内，秦岭山区孩子往返凤州、
凤县。在略阳境内，往返徐家坪镇中心小学的小学生，略阳县城
的中学生是常客。最多时有五六百人，最少也有近200人。

每当学生上车，向宝林都会同他们聊一会儿。日子久了，同
孩子们成了朋友，手机里存着不少人的联系方式。“郭洁考上中国
矿业大学、郭静考上延安大学。”他经常分享姐妹花的励志故事。

1993年，向宝林到这条线路工作。那时，列车几乎趟趟爆满，
条件有限，看到背书包的学生，他只能叮嘱注意安全。2000年以
后，上座率不再那么火爆，他们开始关注如何更好服务学生群体。

2017年，列车打造“通学车厢”，并在周末将座位预留给学
生。加宽茶几，摆上书架，方便孩子们看书，写作业。几年来，还
通过购买、募捐等凑了六七百本图书，供孩子们借阅。有时，还
会给孩子们赠书。

“7名孩子考上大学！”向宝林说，2020年，抽样调查了略阳
县白水江镇经常乘车的高考生，“有一本，也有二本。”其他车站
没有调查，估计也不会少。

列车驶出隧道，车窗玻璃上印着“继续奋斗”的新年窗花更
加醒目。新的一年，他们的愿望是多出几名大学生。

幸福列车：旅游观光越来越火
冬天看雪，夏天赏绿。
2017年底，随着西成客运专线的开通，秦岭绿皮车开始转型

观光旅游慢火车。
“看雪季，周末有1000多人！”车队党支部书记任斌说，去年

12月到今年 1月，每天都有一拨又一拨的旅客到秦岭观雪。早
上10点发车，中午11点到达秦岭，下午返程回家。这几年，列车
还增加了夏天秦岭之巅看绿，凤县氧吧避暑等新功能。

遥想当年修建宝成铁路时的场景，我们致敬杜鹏程名篇《夜
走灵官峡》中小主人公成渝父母一代铁路建设者，他们让穿越蜀
道不再难。今天，富起来的中国人更加注重精神生活，游览祖国
大好河山，享受慢生活的幸福。

2月 11日，大年三十。宝鸡姑娘李改群踏上回家的值乘之
旅。8时 51分，列车离开宁强县燕子砭车站，关车门瞬间，她被
碧绿的嘉陵江吸引住了：“真美，水下好像还有城堡呢！”

列车绕着嘉陵江盘旋，李改群哼起了歌曲《中国美》：山也
美，水也美，山水之间流淌着中国美…… □本报记者 薛生贵

日前，陕西省 2020年高校毕业生就业
质量报告出炉。

报告显示，2020年全省共有普通高校
毕业生 332035人，比上年增加 3099人，到
2020年 11月 1日，全省高校毕业生已就业
271076人（其中有岗位就业人数214477人；
升学、出国、征兵人数 56599人），初次就业
率为81.64%。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据了解，陕西省采取一系列措施，启动
2020届高校毕业生“百日冲刺”行动，适时
开展线上招聘活动，推出系列“促就业”政
策措施，千方百计扩渠道、拓岗位，全面推
进高校毕业生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实现了省委、省政府确定的初次就业率不
低于80%的工作目标，全省高校毕业生就业
形势总体稳定。

从生源分布看，陕西籍生源毕业生最
多，有 224816人，占毕业生总数的 67.71%，
就业人数 182892人，占已就业毕业生总数
的 67.47%，陕西籍生源毕业生初次就业率
为81.35%。

从就业地域分布看，有 152496名毕业
生在西部地区就业，占比（有岗位就业人数
214477人）71.10%；在省内就业的有 134712
人，占比62.81%。

企业是吸纳就业主渠道

从就业行业看，在教育及培训机构就
业的毕业生最多，有30258人，占比14.11%；
在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行业就
业的有 26796人，占 12.49%；在制造业就业

的有 24418人，占 11.38%；在建筑业就业的
有23902人，占11.14%。

从就业单位看，企业是吸纳毕业生就
业的主渠道，在企业就业的占已就业毕业
生总数的60.79%。

从就业岗位分布看，在“工程技术人
员”岗位上就业的毕业生最多，其次是“教
育及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工科生就业率最高

从学科就业情况看，全省高校工学类
专业就业率最高，为 85.85%；理学类为
78.76%；农学类为 82.42%；管理学类为
80.52% ；文 史 类 为 77.75% ；医 学 类 为
79.26%；法学类为71.83%。

从城乡生源就业率看，农村生源就业率
高于城镇生源。从男女生就业率看，男生就
业率高于女生，两者相差3.24个百分点。

去年我省自主创业大学生超六千

过去的一年，我省鼓励毕业生自主创
业，到11月1日，98所高校自主创业大学生
6200人，其中毕业生 919人，带动毕业生就
业 1200余人。同时实施精准帮扶，加强湖
北籍毕业生就业帮扶。对 2020届 3125名
湖北籍毕业生建立工作台账，采取分片包
干、责任到人的办法开展“一对一”就业跟
踪指导服务。

对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毕业生等困难群
体有针对性地开展就业岗位推送。到11月
1日，全省高校 21289名“建档立卡”贫困生
就业率比全省平均水平高 7.26个百分点，
同时加强少数民族毕业生就业帮扶，在语
言培训、就业指导、岗位推荐等方面加大帮
扶力度，积极引导和支持少数民族学生面
向省内就业。 □任娜

近期，安康市石泉县池河小学组织部
分教师走进留守儿童家中，开展疫情防控、
一氧化碳中毒、烟花爆竹、森林防火、教育
扶贫等政策知识宣传，指导留守儿童科学

规划假期生活，做好居家防疫，劳逸结合，
充实自己，确保孩子度过一个安全、祥和、
有意义的假期。

□贾自强 张磊 摄

新华社北京2月16日电（记者 林苗苗）春节期
间，很多孩子都会收到压岁钱，这笔收入如何处理让一
些家长很是头疼。儿童心理专家表示，压岁钱管理也
是对孩子“财商”教育启蒙的契机，建议以 3岁为分界
线，3岁以前，孩子的压岁钱由父母代为保管；3岁以
后，由代管变为一起管理，并随着孩子年龄增加，逐步
给予孩子更多自主权。

压岁钱到底该不该给？国家儿童医学中心、首都
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精神心理科主任崔永华认
为，作为承载着长辈祝福的一项传统习俗，压岁钱该给
还得给，但应掌握的原则是：无论孩子年龄多大、家庭
经济条件如何，压岁钱的数额都应在孩子有能力支配
的范围内，不可过多。

压岁钱该怎么花？崔永华建议，家长首先应了解

孩子对于压岁钱的消费需求，进行示范引导。比如，引
导孩子按需求的优先级，购买文具和日用品、缴纳学费
等，并教他们“货比三家”买到物美价廉的东西。其次，
可借机培养孩子的孝心和爱心，如鼓励孩子用压岁钱
购买营养品慰问生病的长辈、捐款给有困难的人，孩子
知道自己的积蓄还可以帮助别人后，会更加明白储蓄
的重要性。

此外，家长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银行，给压岁钱开
设“独立账户”；或平时带孩子翻看家中日常支出的账
簿，让孩子参与管理家庭“财政”。这些都是培养孩子

“财商”的好办法。崔永华认为，培养孩子高“财商”，不
会让他们成为拜金主义者，反而能让他们正确认识金
钱，懂得如何运用规则去创造财富，为他们未来的人生
打下稳健、理性的财务基础。

教育杂谭

工薪家庭应该倾尽财力让孩子上顶尖小学
当“凤尾”，还是上一般重点小学当“鸡头”？近
日，这则讨论登上某知识共享平台热榜，并很快
溢出到其他讨论平台。教育焦虑，从来都是流
量收割机。

究其原因，背后固然有优质教育资源分布
不均衡的因素，但与各类培训机构的“煽动”也
不无关系。但在焦虑加剧之时，我们有必要先
冷静下来，重新审视所谓的“凤尾”“鸡头”之说，
弄清基本的教育事实和逻辑，避免可能作出错
误的判断。

教育不是万能的，学校教育更不是。人的
成长是最复杂的，遗传、环境和教育等因素共同
产生影响，这决定了不能把教育简单化，认为选
择“顶尖小学”便万事大吉。就以孩子成长中最
容易量化的学业成就而言，到底与什么最相
关？较有影响力的结论来自科尔曼报告，该报
告在对美国4000所学校60万学生的详细数据
进行分析后认为，在影响学生学业成就的各种
因素中，家庭比学校更为重要，中产家庭的孩子
学业成就最为稳定。科尔曼对此的解释是，在
该群体的家庭中，信心和成就根植于家庭中成
人的监管和教育。而那些学业成绩不良的孩
子，大多缺乏一种改变和控制自己前途的自信。

父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情不难理
解，不过笔者还是坚持认为，相比给孩子选择什
么样的学校，父母本身的特质、所展出的态度和
行为或许更重要。毕竟，对孩子而言，最重要的其实不是环境
本身，而是他如何去认识和看待自己所处的环境。兴趣的启
蒙与培养，良好习惯的养成，内驱力的激发等，是远比上名校
更能支撑孩子走得更远的因素。

更值得警惕的是“鸡头”“凤尾”说潜藏的环境决定论的错
误观点。教育本身就意味着不断地改变，有谁能说一个孩子
在这个学校排在末尾，换到另一个学校就是佼佼者呢？而且，

“鸡头”“凤尾”说还透出浓浓的竞争味道。然而孩子们在学校
的关系，也不只有竞争关系。好的学校教育，应该是引导孩子
们学会如何合作与共处，淡化竞争，而不是相反。适合的教
育，其实就是最好的教育。何谓适合的教育？无非就是，以孩
子全面的健康发展来衡量，有利于此的就是适合的。一些父
母在为孩子择校时，考虑了学校名气、校园环境、师资与同龄
人竞争力等诸多因素，唯独忽略了孩子本身。父母需要把孩
子的想法纳入考虑，一起作出抉择，这个引导和协商的过程，
也是尊重孩子、助力他们成长的过程。 □刘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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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注■

企业“智变”，工人怎样“升级”？

面对智能化工厂，有的职工选择被动适应，有的则主动学习，创新

求变。“聪明的制造”正在呼唤具有匠心的工人保驾护航——
■职通车■

日前，国网西安供电临潼公司开展“青工在岗位奉
献建功，提高技能素质，实现青春价值，培育工匠精神”活
动。为“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优秀青年搭好舞台、建
好桥梁、做好纽带。图为培训现场。 □潘世策 摄

本报讯（吕扬）寒假期间，西北工业大学继续开展
第三期线上支教活动，吸引6000余名同学参与。

去年疫情期间，该校开展了“同心战疫”线上家教活
动，得到医护人员的一致认可及社会各界广泛好评。寒
假来临后，西工大志愿者决定利用假期继续开展社会实
践活动。本次志愿活动面向全国各地，特别是针对学校
定点帮扶地区建档立卡贫困生、2020年夏季洪涝灾害受
灾地区学生，开展线上课业辅导、心理疏导、防疫知识普
及、课外拓展等，已累计为1260余名学生服务超3万小时。

目前，西工大有数十个志愿者团队活跃在支教一
线，“领航行动”线上支教团第一课吸引了 3000余人在
线观看。

西北工业大学

6000余名学子寒假线上支教

连续9年举行“书香拜年”
本报讯（李向红） 2月 12日，省图书馆工作人员喜

迎辛丑年首批读者的到来，并向读者拜年送福。自2013
年春节以来，省图书馆已经连续 9年在大年初一举行馆
长拜年活动，深受广大读者关注和好评，成为年度春节
活动的一大特色。

上午9时，排队等候的读者走进馆内，工作人员向读
者致以新春祝福，并赠送了春联礼包、“陕小图”笔记本
等新年特色文创礼物。今年春节，省图书馆把握就地过
年群众文化生活需求，创新文化服务形式，为广大读者
提供更多云端阅读、线上展览等服务，并策划推出一系
列群众喜闻乐见、年味十足的线上春节活动。其中，由
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省图书馆承办的“文化陕西——
魅力非遗”春节专题系列线上讲座活动，邀请国家级非
遗代表性传承人、民俗专家、学者线上讲述春节的年节
文化及非遗传统技艺，唤醒人们的年味印记。此外，还
有“学在陕图”公益课堂之“年俗文化”系列线上分享课
程，“迎新春陕西民间木版年画”线上线下展览活动等。

省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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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就业率为81.64%

压岁钱该怎么管
——儿童心理专家支招培养孩子“财商”

“这些高科技的东西对我们来说，太难
了，再过几年，我们是不是要被淘汰了？”新
年伊始，重庆一家民营企业的齿轮制造车
间，更新了生产设备，面对生产线上的大小
屏幕，年近 50岁的陈丁不由得为“饭碗”感
到担忧。

在人工智能迅速发展的今天，“大数
据+互联网+移动终端”逐渐成为企业生产
的主要模式。面对越来越“智能”的工厂，
有些工人只是被动适应，有的则主动学习，
在企业“智变”的过程中，创新求变，让自身
实现“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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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的“宝马工厂”生产车间里，一辆隆鑫产的
宝马C400X踏板摩托车正在进行下线前的
最后一道检测。在模拟启动的过程中，检
测人员的目光一直停留在其身体右侧的电
脑显示屏上，检查包括制动、排放、安全在
内的120多项性能测试结果。

“只要有一个参数不达标，系统就会报
警，并直接显示出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隆鑫通用旗下机车公司总经理黎军说，生
产阶段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技术人员
都能马上知晓，从而立即改正，不对整个生
产进程造成较大影响。

“这就是智能化带来的好处。”现场质
量工程师范骥补充道，以前，由于没有操作
标准，工人们的生产操作依赖于经验和感
觉，非常“感性”。现在通过大数据和智能
化，每个环节都有了操作标准，生产更加

“理性化”，工人只需严格执行既定标准，产
品就能达标。

多家制造企业负责人坦言，打造智能
工厂，除了能节省人力成本外，更大的好处
在于能完全实现标准化生产。同时对于大
部分工人来说，生产就是“照章办事”，因
此，只要经过简单的培训就能上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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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人不得了，把‘云难题’都给攻

破了。”近日，在重庆北动车所检修库内，地
勤机械师李效先配合电务部门完成了一组
CRH2A重联动车组LKJ的数据换装，忍不
住对新的作业方法点头称赞。

LKJ指的是列车运行控制记录装置，该
设备是一个新事物，也是动车所逐渐“智
变”的一个典型例子。

让李效先称赞的两个年轻人是何川和
杨涵。他们接触LKJ装置后，觉得其操作起
来费时费力。作为一线技术操作员，二人
打起了优化作业流程的主意。

“早一点出成果，就可以减少兄弟们的
工作量。”何川、杨涵二人下定决心攻关。
经过数十天的努力，新的操作方案出炉，
操作时间从原来的 3个小时缩减至 30分
钟以内。

“随着动车技术的革新，我们面对的
设备越来越智能化，虽然按部就班地进
行操作没有问题，但是面对新鲜事物，应
该保持好奇心。”何川说，企业智能化对
他们这样的一线工人来说既是挑战也是
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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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劳模、西南铝高级技师刘永刚
看来，企业越智能，设备“智商”越高，就越
离不开独具匠心的人。刘永刚认为，与传
统制造相比较，智能制造操作更复杂、要求
更精准，对操作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
本身就需要弘扬传统工匠精神。但由于部
分年轻人缺乏“匠心”，极大地阻碍了智能
制造的发展。

智能制造当前面临最主要的问题在
于，职工技能水平不高，工匠精神传承不
力，并且不少企业存在盲目大干快上，造成
了高端技工紧缺、低端技工过剩等问题。

该负责人表示，“聪明的制造”更需要
具有匠心的工人保驾护航。当下，企业之
间竞争更为激烈，不是比拼“有没有”，是比

“好不好”，在同质化产品中，谁的品质更有
保障，谁在细节上出彩，谁才能真正胜出。
而“工匠精神”正是提升智能化产物品质的
核心素质。 □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