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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成林

近日，河南工业大学职业技术
学院的张同学向媒体记者反映，他
今年大三，学校要求该学院200多名
学生参加校外实习。他被强制安排
在广州一家磨具厂，每天工作11 个
小时。由于磨具厂化学成分多，一
些学生出现过敏症状，身上起了许
多红疙瘩。他们向学校反映这一问
题，但学校却称，只能请假一天，不
实习不发毕业证。由此，教育实习
再次引发广泛关注。

古人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教育实习，于学生而言，正是将理
论、知识付诸实践的重要机会。为
此，根据教学需要及时安排实习，本
是一件好事。可现在，许多学生的
实习却引发广泛质疑——“不实习
不发毕业证”“从早晨8点工作到晚
上11 点”“周末只休一天”……诸如
此类现象引发了一轮又一轮的“吐
槽”。从形式上看，在一些职业技术
学校，教育实习沦为强制实习，而且
这种现象还非常普遍。

是学生吃不了苦吗？显然不
是。引起口诛笔伐的，归根结底是
实习的含金量。“实习一点技术含量
都没有，随便找个人都能干！”这已
经成为许多职校生的集体吐槽。对
于教育实习，学生本来抱有很大期
待，可真正工作起来却大失所望，流
水线上的简单机械重复劳动，导致
学生所学毫无用武之地。实习内容
与学习内容不仅完全脱节，而且对
学生成长毫无益处。试问，这样的
实习要它何用？

可是，从一些学校的角度来看，
如此实习可谓是“好处”多多。按照
规定，实习是教育的一个重要环
节。在一些学校看来，每年成千上
万的实习生，可是一笔不可低估的
潜在“财富”。将其一窝蜂全部派往
工厂或者流水线公司，不仅快捷省
事，可免去单独安排学生实习的烦
恼，还能通过中介等获取相应收益，
甚至还能在实习生工资上再动点心
思捞上一笔，如此实习可谓是“一举
多得”，何乐而不为呢？

只是，这是学校应有的作为
吗？学校的首要目的是培养德才兼
备的人才，无论是教学设计，还是实
习安排，都应以此为目的。可现在，
一些学校却掉进了“钱眼”，被小利
蒙住了眼，对学生素质、能力的提升
缺乏足够关心与关注。从长远来
看，这无异于自绝门路。事实上，非
但职业学校，当前，许多高等院校普
遍对学生实习都重视不够，或者直
接取消，或者沦于形式，教育实习成
了摆设。

教育实习，是连接学习与工作
的纽带，是联通学校与社会的桥梁，
无论是对学生能力的培养，还是对
学校声誉的提升，抑或是对社会事
业的推进，都具有重要意义。面对
成色不足、日渐成为摆设的教育实
习，以及不断爆出的实习乱象，希望
教育部门及学校都能及时警觉，及
时应对，通过及时惩戒、加强引导等
多种方式，还实习以本来面目，让实
习真正发挥出应有效力。

热点

快言快语

资讯

“现在辛苦，考上大学就轻松了”
“大学嘛，只要考得上就不怕毕不了
业”……这些高中时期萦绕耳边的
话，被许多大学生称为“最大的谎
言”。

日前，教育部发布《关于狠抓新
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
议精神落实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要求加强学习过程考核，加大
过程考核成绩在课程总成绩中的比

重，严格考试纪律、严把毕业出口
关，坚决取消“清考”制度。

海南日报记者近日从海南多所
高校了解到，早在《通知》发布之前，

“严进严出”就已是我省高校加强教

育教学过程管理的普遍做法。各校
通过加强学风整顿、严格过程管理、
取消“清考”制度、上涨毕业学分绩
点等措施，让大学生“混文凭”的日
子一去不复返。

海南学子
美育基本功展示获佳绩

本报海口11月12日讯（记者陈蔚林）海南日
报记者11月12日从省教育厅获悉，由教育部主办
的2018年全国普通高校音乐、美术教育专业本科
学生基本功展示活动近日落幕，我省代表队在活
动中斩获佳绩。

本次活动的音乐教育专业基本功展示在广
西师范大学举行，参展项目为微课展示、歌唱与
钢琴伴奏、自弹自唱、合唱指挥、中外乐器演
奏、舞蹈展示，全国 60 所高校的 180 名学生参
加。海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获得团体三等奖及
个人全能一等奖 1个、个人全能三等奖 1个、自
弹自唱单项奖 1 个、歌唱与钢琴伴奏单项奖 1
个、微课展示奖单项奖 2个；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获得个人全能奖三等奖1个、合唱指挥单项奖1
个。

美术教育专业基本功展示在杭州师范大学举
行，参展项目为微课、美术专业技能、集体创作，全国
54所高校的162名学生参加。海南师范大学获得
微课展示单项奖1个。

琼台师院开展
精准教育扶贫
党员实习先锋队顶岗置换
定安14名教师到省级示范园学习

本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郑传鹏 陆延仕）
11月5日，琼台师范学院组织30名入党积极分子
和优秀学生代表组成党员实习先锋队，赴定安县
开展精准教育扶贫顶岗实习工作。他们将置换定
安县幼儿园及定安县龙河镇中心幼儿园的14名教
师，到省级示范幼儿园跟岗学习规范幼儿园保教
知识。

据介绍，琼台师范学院党员实习先锋队此次实
习工作将持续到本学期末。置换跟岗学习的定安幼
儿园教师将在此期间，向省级示范幼儿园的优秀教
师学习教育新理论、新知识，提高自身保教基础知识
及开展自主游戏的能力。

全国中小学德育工作
典型经验名单出炉
我省11所学校入选

本报讯（记者陈蔚林 特约记者韩小雨 实习
生叶润田）近日，教育部办公厅公布了2018年全
国中小学德育工作典型经验名单，我省11所学校
入选。

我省此次入选的学校为乐东黎族自治县实
验小学、陵水黎族自治县文罗中心小学、屯昌县
屯城镇屯昌小学、临高县西南大学临高实验中
学、91458 部队八一小学、五指山中学、北京师
范大学万宁附属中学、海口市五源河学校、澄迈
县第二中学、琼海市嘉中分校、三亚市第七小
学。

我省高校频出实招加强学风整顿

念好紧箍咒 把好“出口”关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实习生 余梦月如此实习

还有多少含金量？

“随着各高校取消‘清考’制度，
我和身边的小伙伴都谈‘挂’色变，
从入学开始就一直努力学习，希望
能远离挂科的‘厄运’。”海南高校学
生赵晨晴告诉海南日报记者，现在
每逢考试前夕，图书馆、自习室里都
坐满了人，学校学风明显改变。

毋庸置疑，严把“出口”，体现了
高校从严治校、提升办学质量的决
心，也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多名
受访者建议，在坚持“严进严出”原

则的同时，各高校应更注重提升教
学质量，同时注重学生差异化精准
管理。

张云阁认为，“严进严出”是一
个系统工程，与课堂教学、课程考
核、学籍预警、留级退学、学生违纪
处理、毕业资格审核等工作关联较
大。因此，“严进严出”要体现在教
学管理与学生培养的全链条上，由
学校各部门不断整合和优化资源，
共同探索和建立更加全程化、体系

化的“严进严出”工作方案。
他还建议，各高校应加强人才

培养柔性管理机制，通过完善重修、
补考机制等方式，给予学生合理的
学习和考试的机会，帮助学生深入
学习和真正掌握学科内容；建立健
全辅修专业制度，将转专业资格的
比例适当提高，赋予学生充分的自
主权和选择权，激发学生学习的主
动性、积极性。

梁广建议，有关部门应制定高

校本科生重修、补考学分收费管理
标准，在鼓励高校坚持“严进严出”
原则的同时，也帮助高校妥善解决
重修课程辅导、教学考试安排时需
要面对的资源和经费等问题。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近期，
省教育厅将召集各高校相关处室
负责人，听取各校“严进严出”“以
本为本”的经验做法和实际困难，
让“严进严出”成为海南高校的管
理常态。

令人欣慰的是，“严进严出”早
已成为我省各大高校的普遍共识和
育人原则。

据海南大学教务处处长张云阁
介绍，早在2003年，该校就有23名
学生因“挂科”被降为专科生，此前
他们已因学分不达标而转为试读。
自2017级新生入校开始，该校又决
定取消“清考”制度，引入重修政策，
向“严进宽出”的学风顽疾开刀。

日前，海南大学已正式发布《海
南大学普通学生学业预警管理办
法》，明确学生在校学习期间，经补
考、重修不及格课程学分累计达到
6学分及以上，或一学期无故旷课
累计达8学时及以上者将给予学业
预警，从制度上把“出口”扎得更紧
一些。

海南师范大学教务处处长梁广
表示，从2014年开始，该校已取消

“清考”制度，同时要求学生毕业成
绩达到均分70以上才能拿到学位
证。今年毕业的4400余名学生中，
就有240余人未拿到学位证，其中
不少学生就是因为成绩不过关。

梁广表示，对于师范类毕业生，
海南师范大学严格按照教育部和省
考试局有关规定，通过狠抓面试工
作加强毕业资格审查，确保师范类
毕业生能够承担起教书育人的神圣

使命。这对他们来说，毕业的“门
槛”又抬高了。

目前，海南师范大学还在数统
学院和文学院等学院试点实行《海
南师范大学本科生学业成绩预警和
留级制度》，学生应修学分达不到
1/3标准时将进入预警阶段，不及
格学分超过一半时将直接留级到下
一级。这项制度预计将于明年在全
校各学院铺开。

学生考试通过率低、毕业率
低不利于高校招生宣传。因此，
国内不少高校都曾设立“清考”制
度，在毕业前给重修、补考均未获
得学分的学生最后一次补考机
会，再给考试合格者发放毕业证
和学位证。

这类考试之所以被称为“清
考”，是因为老师大多会在考前划
好重点，或者通过安排开卷考试

等方式，确保绝大多数考生能够
顺利通过考试。这样的做法，在
一定程度上促使不良学风在高校
蔓延。

采访中，一位海南高校毕业生
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前几年，学校实
行“清考”制度，就像给大家“兜了
底”。在他身边，不乏脱离父母管束
后就“放飞自我”，整天逃课去谈恋
爱、打游戏的同学，“在他们看来，考

试挂科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反正
毕业前都能通过‘清考’拿到毕业证
和学位证。”

“教育部门不赞同‘严进宽
出’的做法。”省教育厅高教处相
关负责人表示，每个大学生都经
历了高考才能进入大学。如果学
校管理松散、培养不力，不仅对不
起学生高中三年的努力拼搏，对
不起家长对孩子的满心期望，也

无法培养出社会主义合格的建设
者和接班人。

不容忽视的是，由于一些学校
对本科生实行“严进宽出”政策，“重
科研、轻教学”的现象也因此开始在
高校教师中出现。这导致高校本科
教学质量难以有效提升，高校立德
树人的根本任务也难以真正完成。
因此，该负责人认为，“严进宽出”之
风应严刹。

严刹“严进宽出”之风

取消“清考”把严“出口”

建章立制“严进严出”

日前，孩子们在儋州市那
大镇中心幼儿园里开心地玩游
戏。据了解，那大镇中心幼儿
园去年正式投入使用。今年，
该园继续完善各类硬件设施，
加强幼儿园师资力量建设，优
化课程设置，让孩子们在园内
享受快乐童年时光。

近年来，儋州深入推进义
务教育均衡发展工作，以标准
化、规范化学校创建等为抓手，
让众多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乐享
优质教育资源。

本报记者 陈元才
特约记者 吴文生
通讯员 朱鼎甲 摄

儋州:让孩子在家门口乐享优质教育资源

我国建成
职教集团1400余个
近3万家企业参与

记者近日从教育部在湖南长沙召开的新闻发
布会上了解到，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已经建立
起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形成了中国特色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基本框架，办学水平整体提
升，产教融合协同发展。全国共组建职教集团
1400余个，覆盖90%以上的高职院校、100多个
行业部门。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王继平介
绍，《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
2018 年）》和《职业院校管理水平提升行动计划
（2015-2018年）》的实施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奠定了坚实基础。当前，职业教育大规模培养技
术技能人才能力不断增强，每年有70%新增劳动
力来自于职业院校，职业教育社会认可度显著提
升。

据介绍，全国共启动建设优质职业学校456所、
骨干专业3815个、校企共建生产性实训基地1933
个、省级协同创新中心727个。校企合作共建“双师
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660个，促进了高职教师和企
业人员双向交流合作。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
351项国际合作，学历教育学生近6000人、培训超
10万人次。

在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方面，王继平说，我
国职业教育已初步形成与经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的
发展格局。制造业十大重点产业相关专业新增专业
点1253个，年度招生43万人。全国建设职教集团
1400余个，近3万家企业参与。分批布局了558个
现代学徒制试点，覆盖1480多个专业点，9万余名
学生学徒直接受益。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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