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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同为
教育内容，并无优劣之分。然而，
长期以来，人们对两者不能同等相
待，很多单位在招聘时总是厚此薄
彼。例如，许多国有企业，尤其是
央企，在校园招聘时对学生都有学
历要求，本科及以上几乎是标配。
根据媒体近期报道，金陵石化却

“逆流而动”，去年底一下子招了39
名高职生。这些学生还没入职，已
经在内部被争抢。为防止“宝贝”
流失，该企业对这些学生进行了岗

前培训。
对于职教生而言，这是一个振

奋人心的消息。且不说，当前毕业
求职，学历已是“硬杠杠”，单单带着
职教生的头衔，就很难入大企业的

“法眼”。然而，在人才招聘“唯学历
论”的大背景下，金陵石化却能突破
窠臼，敞开大门以才论英雄，一招就
是39名高职生，充分展现了这家企
业不拘一格招人才的勇气与魄力。
我们为被“争抢”的职教生衷心叫
好，更对这种用人之举点赞。

高职生被争抢，这是一个好现
象。它折射出当前求职的趋势——
职教生逐渐扭转颓势，越来越被社

会所认可。事实上，充满正能量的
职教新闻经常见诸报端，例如，在世
界技能大赛中，职教生屡屡斩获大
奖，展现了高超技艺。再如，去年
初，江苏一名19岁高职生被授予副
高职称。又如，一些专业过硬的职
教生，还没毕业便被用人单位争抢
一空。种种现象充分说明，职教生
的价值逐步显现，拥有越来越广阔
的就业发展空间。

相比普通大学生，优秀的职校生
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他们实战性、
适应性强，能够满足企业对专业技术
的需要。此外，随着社会分工日益细
化，职教生的价值将得到更大体现。

当前，企业发展为何人才流失严重？
其中重要原因，就在于招聘时重学
历、轻才能，导致人才岗位错配，结果
人越招越多，堪当重任者寥寥。因
此，企业与其汲汲于高学历，倒不如
瞄准硬技术，以才招人。

当然，在就业歧视仍存的当下，
职教生能否胜出关键还在自我，要
根据社会需要练就过硬本领。毕竟
能够被争抢的，多是职校里的佼佼
者。笔者以为，职教生的生命力在
于专业技术，而专业技术离不开精
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职教生要认清
自我、努力拼搏，用加倍的努力与付
出，锻造过硬专业技术。只有如此，

才能适应残酷竞争、改善自身形象。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日

前，国务院印发了《国家职业教育改
革实施方案》，其中明确，“职业教育
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
具有同等重要地位”，充分肯定了职
业教育在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眼下，制造业和科学技术越来越受
重视，这种大背景将为职教生提供
越来越多的用武之地。现在，金陵
石化已经做出榜样，我们期待越来
越多的企业能够敞开怀抱，为职教
生提供一个人生出彩的机会，也期
望职教生能够抓住机遇，在激烈竞
争中脱颖而出。

我国已有职业院校
1.17万所

记者日前从教育部了解到，2018年，全国有职业
院校1.17万所，年招生928.24万人，在校生2685.54万
人。职业教育已经具备了大规模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
能力，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人力资
源支撑。

统计显示，全国中等职业教育共有学校1.03万
所，高职（专科）院校1418所。中职毕业生就业率连续
10年保持在95%以上，高职毕业生半年后就业率超过
90%。在现代制造业、新兴产业中，新增从业人员
70%以上来自职业院校。

为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全国组建了56个行
业职业教育指导委员会，1400个职教集团。3万多家
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基本形成产教协同发展和校企共
同育人的格局。 （据新华社电）

教育部：

发展校园足球别急功近利
全国校足办主任、教育部体卫艺司司长王登峰近

日在长沙表示，近四年，我国校园足球发展已取得可见
成绩，但仍处于“小儿时节”，要坚持“教会、勤练、常赛”
模式，将顶层设计落到实处。

2014年底，教育部正式牵头负责全国青少年校园
足球工作。王登峰说，校园足球在过去四年的成绩主
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探索了一条学校体育改革发
展的有效路径，二是保障体系得到进一步提升，三是健
全了评价体系。通过校园足球的实践，探索出了学校
体育要做的三件事——教会、勤练、常赛，这代表了中
国学校体育的发展方向。

王登峰说：“过去四年，我们认定了11个组别全国
最佳阵容共800多人，100多人已经进入国内各职业俱
乐部，还有30多人到了国外的职业俱乐部。校园足球
已经开始为职业足球源源不断地输送优秀后备人才。”

四年来，全国共遴选创建了24126所全国青少年
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据了解，有关部门今年将摸底排
查，对不能坚持每周一节足球课和相关要求的校园足
球特色学校，一律摘牌。

“我们不能急功近利，要有战略定力、恒心和信心，
坚定不移地把校园足球的工作扎实做好，做到‘教会、
勤练、常赛’。”王登峰说。 （据新华社电）

近半数中小学生
乐于主动与父母谈论游戏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近日发布报告，指出网络游
戏已经成为中小学生的社交语言，建议家长善于利用
网络游戏进行亲子沟通。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去年开展了“中小学生及其
家长网络游戏认知与态度研究”，通过在全国范围内对
中小学生及其家长一对一问卷调查，分析他们对网络
游戏的认知、态度与行为。

调查发现，过半中小学生喜欢网络游戏，大多数中
小学生认可网络带来的正面影响。报告显示，73.5%认
为上网能开阔视野，73.8%认为上网可以学到新知识。

调查发现，同龄人是中小学生获悉网络游戏相关
信息的最重要渠道，超过八成中小学生通过同学或
朋友了解游戏信息。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儿童
研究所所长孙宏艳说，在日常交往中，孩子们乐于通
过游戏语言来表现自己对网络游戏文化的了解，并
由此体验到群体归属感，有的中小学生甚至为了得
到同伴认同而去玩网络游戏。

调查还发现，近半数中小学生乐于主动与父母谈
论游戏，而主动与孩子谈论游戏的家长比例仅为
32.4%。孙宏艳认为，产生上述差异的原因，在于家长
对孩子成绩关注较多，而对孩子娱乐关心较少；也或许
是父母怕孩子沉迷网络游戏，才忌讳谈此话题。成年
人忽略孩子的娱乐需求和交流心理，会造成家庭对话
机会的丢失，久而久之可能降低亲子关系。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家庭教育首席专家孙云晓表
示，在青少年时期，获得归属感和友谊是他们成长的重
要任务。如果青少年未能成功建立亲密友谊，他们就会
体验到痛苦的孤独感，自我价值感也会随之降低。父母
与其单纯反对孩子玩游戏，不如因势利导，把网络游戏
作为构建和谐亲子关系的一个桥梁。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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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勤劳双手摆脱贫困

三亚海棠湾免税购物中心某柜台营
销主管许丽花的家中挂着一幅旧画。那是
许丽花读中专二年级时，别人给她画的一
朵花。“这幅画告诉我，作为贫困家庭的女
孩，我要像这朵花一样，努力绽放出属于自
己的绚丽色彩。”许丽花说。

曾经辍学的许丽花，2015年进入海南
省经济技术学校“扶贫巾帼励志中专班”接
受职业教育。毕业后，进入免税店工作的她
收入不错，还帮家里盖起新房，日子越过越
红火。

过去，我省贫困地区一些女孩辍学
后，没有文化和技能，只能打零工赚取微
薄收入，然后早早结婚生子，继续贫困的
生活……为改变这一局面，10年前，我省
在海南省经济技术学校创办“扶贫巾帼励
志中专班”，招收来自贫困家庭的女孩，免
费供她们读书。据统计，10年来，我省共
有9600多名贫困家庭女孩在“扶贫巾帼
励志中专班”接受职业教育。已经毕业的
7141名学生里，有5000多人用双手摆脱
贫困。一些人成长为企业骨干和家庭致
富的顶梁柱，许丽花便是她们中的一员。

近年来，我省进一步发挥职业教育培
养技术技能人才的主要功能，推动“扶贫先
扶智”的“造血式”扶贫工程，帮扶贫困家庭
子女完成学业、学会职业技能，提升贫困人
口的素质，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助推贫困
地区脱贫。

根据省教育厅的要求，中等职业学校
对本校建档立卡学生在行政班之外，还要
开设“扶贫励志班”，开展第二课堂励志教
育活动。目前，我省在全省中职学校中开
设了251个“扶贫励志班”，对9157名贫困
家庭学生实施精准施策、精准培养、精准就
业、精准脱贫。此外，各中职学校也根据自
身特色开设各类班级，助力脱贫攻坚。

同时，我省大力促进校企资源融合、师
资融合、课程融合、文化融合，探索实施现
代学徒制。全省中职学校与金海浆纸业、
海马、海汽等多家企业建立了深度合作关
系，组建了由职校、行业、企业参与的职业
教育集团9个……这些举措，将中职校门
和企业大门的距离越拉越近，为学子提供
了更多“追梦跑道”，为他们创造更多机遇。

海南省技师学院电工专业学生在实训基地做照明线路实验。

赛场竞技追逐梦想

春日的海南省技师学院花团锦簇、
绿树成荫。刚吃过午饭，该校教师陈绵
睿就加快步伐向学校实训基地走去。

“2013年，我到海南省技师学院就
读后，就开始参加各类竞赛，最擅长的项
目是塑料模具。”陈绵睿说。

今年21岁的陈绵睿，曾多次代表海
南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选拔赛并取得
优异成绩。“通过与全国各地选手的赛场
比拼，我可以全方位认识自己的水平，在
比赛中获得成长。”陈绵睿说。

在去年举行的世界技能大赛中国
选拔赛上，陈绵睿在塑料模具工程项目
中获得全国第3名的佳绩，并入选国家
集训队。现在，他每天都忙着进行电脑
建模和车间实操。今年毕业后留校任
教的陈绵睿，最后一次冲击世界技能大
赛的出线资格，“希望能在俄罗斯参加
第 45 届世界技能大赛，圆自己一个
梦。”

去年6月，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中
国选拔赛闭幕，我省7名选手入选世界
技能大赛国家集训队。这7人全部来自
海南省技师学院。据海南省技师学院院
长石磊介绍，该校从去年起将世界技能
大赛的比赛内容融入学校多个专业的日
常教学、课程设计中。在国内外技能大
赛中取得优秀成绩的学生，成为在校学
子的好榜样，激励他们不断追逐自己的
梦想。

近年来，我省坚持通过“以赛促教、
以赛促训、以赛促改”，推动中职教育发
展。去年，我省通过举办全省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全省中职学校教师教学能力
大赛等系列赛事，选出了一大批优秀中
职学校师生代表海南参加国家级技能大
赛和教学能力比赛，取得佳绩。

■ 本报记者 陈卓斌

利用飞旋的砂
轮，将一片片贝壳打
磨成“绿叶”“山石”，
然后再通过拼接、粘
连，一座层次丰富的
“青山”便被雕刻出
来……2 月 22 日，
海南省技师学院毕
业生、车间工人莫恒
锡在学校与老师一
起创作“贝雕画”。

海南日报记者
近日在海南省技师
学院实训基地看到，
学生们有的正埋头
绘图，有的手持椰
壳，仔细挑选下刀雕
刻的位置……他们
的神情都十分专注。

近年来，我省加
大力度推动中职教
育迈上新台阶，在技
能大赛、非物质文化
传承、扶贫帮困等方
面亮点频现。同时，
推动“工匠精神”加
快落地，进一步提升
社会各界对职业教
育的认同度。

让传统技艺后继有人

相较于技能大赛上激烈比拼的动感画
面，“非遗”文化的传承场景显得很安静。近

日，海南日报记者在海南省技师学院看到，该
校车间里摆着几台砂轮机，老师吴鉴峰、刘飞
雄和车间工人莫恒锡三人正在进行贝雕创作。

“看到贝雕工艺的第一眼，我就被这门
技艺迷住了。”莫恒锡说。2012年入学后，
莫恒锡等人成为海南省技师学院第一批学
习贝雕工艺的学生。毕业后，莫恒锡在该
校车间工作，继续和贝雕打交道。

在老师刘飞雄看来，莫恒锡坐得住、很
用心，“在很多年轻人眼中，创作贝雕很枯
燥。如果不用心，很难坚持下来。”

2011年，海南省技师学院赴广西邀请北
海贝雕技艺第四代传承人曹世莲、第五代传
承人吴鉴峰来校任教。刘飞雄，开始向吴鉴
峰拜师学艺。“刚开始学贝雕时，经常缺少雕
刻材料，我只能常常向海鲜商贩求购贝壳。
我家的饭桌因此也常常出现海鲜。”刘飞雄笑
道。

“刚开始到海南任教，我心里也没底，
不知道能否将贝雕技艺在海南发扬光大。”
吴鉴峰坦言。经过两次考察，他最终坚定
了自己到海南任教的决心，“我看到了海南
省委、省政府对职业教育的投入，也看到了
海南省技师学院引进人才的诚意。”

如今，位于海南省技师学院的贝雕画艺
术“产、学、研”一体化基地，每年能够制作出
贝雕画作品1000多幅，年产值200多万元。

无独有偶，近年来，为传承海南民族文
化，海南省民族技工学校开设了黎族织锦技
艺和黎族剪纸技艺专业；儋州市中等职业学
校开设了花梨木雕刻技艺等专业……国家级
非遗木雕（花瑰艺术）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徐日
龙，每周都会前往澄迈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上
门为孩子们传授这项十分古老的技艺。

在中职院校的传承下，众多传统技艺，
正焕发出新一轮勃勃生机。

追梦人

在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选拔赛
上，海南省技师学院学生进行水处理检测
实验。 本文配图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