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3月8日14版 职业教育职业教育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主编：褚清源 电话：010-82296784 编辑：钟原 电话：010-82296569 投稿邮箱：zgjsbzyjy@163.com 美编：孙东 电话：010-82296729 图片新闻投稿邮箱：zgjsbtp@vip.163.com

最近工作繁忙，常常感到疲惫不

堪。那天，一个熟悉的电话铃声瞬间让

我清醒，家长劈头盖脸的谩骂在我耳边

炸响，我一句话都插不上嘴，等家长骂完

已经 10 分钟过去了，她又开始哭，说孩

子一直哭着给她打电话说“不上学了要

回家”。挂了家长电话，我赶紧给孩子打

过去。孩子委屈极了，情绪低落，抽噎着

跟我讲述，说得含糊不清，语不成句。

等孩子心情平复已经凌晨两三点

了。我安抚她睡下，自己却怎么也睡不

着。于是，我早上 5 点就起床赶往学

校。等我了解完前因后果、把事情处理

完已经中午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还没吃饭又投入了另一场战斗，结果又

是个“持久战”，一直到下午五六点才结

束。我刚准备下班的时候手机再次响

起……

教书育人的道路有幸福也有辛酸。

我曾经因为提醒学生上课不要玩手机，

学生当着我的面把手机摔了说：“管得真

宽！”也曾因为年纪小被家长指责“这么

年轻能管得好班吗？你知不知道一个班

主任可以毁了一个学生”。

大家总是把“教师高高捧起来，又重

重摔下去”。我时常在想，教育不是老师

的专利，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其实，

教育是家庭、学校、社会共同作用的结

果。老师需要家长的理解和支持。

或许是那几天的谩骂、指责、不理解

压垮了我的心理防线，让我疲惫不堪。

深夜忍不住自己偷偷哭了很久，于是第

二天顶着个熊猫眼去了学校，厚厚的粉

底也没能遮住我的悲伤，还是被孩子们

看出了端倪。

孩子们是善良的，也是爱我的。我

的付出和努力没有付之东流，而是在他

们的心里生了根、发了芽。

学生是所有事件的目睹者和参与

者，比家长更理解我、体谅我。在我情绪

比较激动时，他们默默递上了纸巾，一个

个欲言又止地跟在我身后亦步亦趋，在

我要回家的时候偷偷塞给我一沓信件。

我打开信件，好不容易止住的泪水

又流了下来。

给宁宁的信①
今天看见你哭了，感觉眼泪中包含

了很多东西——无奈、伤心、委屈……你

不仅是我们的班主任，也是我们的情感

导师。你要知道，我们也是你坚强的后

盾，什么事都有我们在，我们一直都把你

当姐姐。

不仅是你单方面的爱，我们也爱

你。希望你以后不要再受委屈。明天会

更好，今天也不会差！

加油，长篇大论就一句话：我们会陪

着你，不管怎么样。一切都在心里，不用

说，你懂的（下面画满了红色的爱心）！

给宁宁的信②
生活总会有答案，但不会马上告诉

你！送给我几近崩溃的班主任，希望可

以给您带来一丝安慰。

老师，您也是女孩子啊，是公主，是

我们的宝贝！委屈了可以哭，我的肩膀

给您，事情压不垮人的，老师调整好心

态，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要微笑，要开

心。我也想给您颁一个“最好老师奖”

“最佳班主任奖”，喜欢有太阳的早上，喜

欢有您的每一天，爱您！

看到这里，孩子们爱我的一幕幕场

景在脑海中闪现，每年冬天总有学生给

我织围巾说“愿这个冬天善待陈老师”；

前些日子许多学生夜以继日给我临摹

《上林赋》说“送心上人”；还有17级14班

全体学生给我过的最难忘的生日。

原来我们已经一起度过了那么多美

好的时光，何其有幸，路过你们的青春，

目送你们远行。毕业时你们曾和我说

“来年夏天教室里还会坐满人，但是再也

不会是我们”，我想告诉你们，曾经的你

们已经走进了老师的心里，成了老师的

“心上人”。

你们就是我一直坚持下去的理由，

是我历尽千辛万苦想要守护的小天使，

原来你们也在守护着我。偶尔一些学生

和家长的不理解没有压垮我，大多数学

生的理解和支持是我勇往直前的动力。

一半烟火以谋生，一半诗意以谋爱，

原来孤勇者背后是漫天星河！

（作者单位系郑州财经技师学院）

育匠有方

孤勇者背后
是漫天星河

□ 陈晓宁

近年来，随着相关职业教育重要文件的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
育法》也迎来修订，职业教育受到了高度关注。今年两会期间，关于职业教
育，且看代表委员提出了哪些建议。

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

《关于做好 2023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指出，“大力发

展面向乡村振兴的职业教育，深化

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涉农中职

教育如何在新时代人才培养、产教

融合等方面发挥更大优势，助力乡

村振兴？今年两会期间，民进中央

带来了《关于加强涉农中职教育 助

力乡村振兴的提案》，提案提到，

2021 年全国共有中职学校 7294 所，

同口径比上年减少179所，涉农中职

教育发展仍面临以下三大困境。

一是涉农中职教育地位和作用

未被重视。长期以来，社会普遍存

在对职业教育的偏见，很多农村家

庭让孩子接受教育很大程度上是想

让他们摆脱农民身份，这就导致涉

农中职教育在“农业偏见”效应叠加

下更加不被重视，缺少群众认可度

和社会吸引力，许多中职学校走上

了“去农化”道路。

二是涉农中职教育优质资源支

持不足。涉农中职教育获得国家财

政性教育经费支持较少。中职学校

的办学经费主要来源于地方政府，

大多只能满足基本办学要求，在更

新设备、引进新技术方面存在资金

困难，直接影响中职教育办学质量，

失去了后续发展的基础与动力。

三是涉农中职教育发展模式僵

化。中职学校专业设置雷同，缺少

对相关职业布局的系统性、专业性

规划，培养模式陈旧僵化，涉农专业

与涉农产业联系不紧密，与企业需

求不匹配，产教融合不深入，与适应

地区农村产业发展的培养质量要求

存在较大缺口，逐渐缺乏长远发展

动力。

为此，民进中央建议：

首先，明确发展定位，强调服务

“三农”的价值取向。加强对涉农中

职教育发展政策支持、资金扶持。

面向乡村振兴需求明确中职教育定

位，建议兼顾就业技能需要和学历

提升需求，将涉农中职学校办学定

位确定为“服务多元主体职业发

展”，满足适龄学生、新型职业农民、

返乡创业人员等多元主体职业发展

需要。面对乡村振兴战略所需要的

庞大受教育群体，指导中职学校根

据需求拓宽服务面，将更多成年农

民纳入培养体系，制订适当的培训

方案和实践计划，加强教学设计，利

用多元方式因材施教，帮助他们在

短时间内成长为乡村振兴战略所需

要的新时代职业农民。

其次，利用教育数字化发展契

机促进涉农职业教育跨越式发展。

以国家职业教育智慧教育平台为依

托，开设全国性涉农职业教育资源

子平台，开发、整合数字化教育、培

训、就业资源。平台内可含培训需

求采集、培训资源、课程资源、效果

评估等多项内容，政府部门、教育专

家、指导教师、相关企业、学生主体

等均可使用，通过数字化打破发展

资源局限。中职学校还可以搭建

“互联网+职业教育”教室，为使用信

息技术困难的农民提供服务。

最后，发挥职业培训作用，合作

推进产教融合。指导涉农中职学校

利用自身优势，面向农村、农民开发

农作物培育、家禽养殖、物流配送、

电商直播等就业创业项目，开设短

期职业培训班，必要时可将培训班

开到田间地头或企业车间，切实满

足不同人员的职业技能提升需要。

引导中职学校和地方企业、乡村合

作建立培训基地，依托当地特色产

业和重点项目，定期定点组织学生

和返乡农民工等进行产品开发、农

产品销售等培训。地方政府支持组

建由中职学校、行业协会、企业等多

主体参与的校企合作委员会，发挥

多主体育人优势，调动行业企业深

度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探索形

成“学校+企业+乡村”合作育人模

式，开发“项目+创新+创业”行动育

人载体，延展“校园+庭园+田园”联

动育人课堂。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

业教育法》（简称“新职教法”）颁布

实施标志着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建设进入法治化阶段，新职教法首

次以法律形式确定了职业教育是与

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

类型，实现了从“层次”到“类型”的

重大突破。新职教法以法律形式对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作出了规

范，是推动实现职业教育制度之治

最基本、最稳定、最可靠的保障。

但是，贯彻落实新职教法精神

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的很多方面

都需要攻坚克难。基于此，特提出

以下建议。

推动各省（区、市）政府制定贯

彻落实新职教法的实施细则或职

业教育条例，切实履行发展职业教

育的主责。职业教育实行的是政

府统筹、分级管理、地方为主的管

理模式，地方政府承担着发展职业

教育的主要职责。目前，仅有部分

省（区、市）制定了地方性职业教育

条例，而且大多数条例制定时间较

早，已经不适应新职教法的要求。

建议以新职教法实施为契机，推动

各省（区、市）和地市级政府吸纳新

职教法精神，制定或修订地方性职

业教育条例，推动新职教法落地、

落实、落细。地方性的职业教育实

施细则或职业教育条例要在优化

教育经费支出结构，增加职业教育

经费投入，保证地方教育附加经费

用于职业教育资金的统筹使用，扩

大职业学校助学金覆盖面等方面

着力。要落实产教融合型企业金

融、财政、土地等支持和税费优惠，

完善职业教育督导评估办法，切实

将法律赋予各级政府的职责落到

实处。

推动各省（区、市）政府制定中

等职业教育生均拨款机制。新职

教法在第五十五条明确表述：“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制定

本地区职业学校生均经费标准或

公用经费标准。职业学校举办者

应当按照生均经费标准或公用经

费标准按时、足额拨付经费，不断

改善办学条件。不得以学费、社会

服务收入冲抵生均拨款。”虽然过

去 10 年我国已在职业教育经费保

障制度上取得了可喜的进步，2014

年前中等职业学校的拨款模式多

种多样，不同隶属关系的职业学校

财政拨款方式往往不同。随着《关

于建立完善中等职业学校生均拨

款制度的指导意见》的颁布，部分

省市的职业教育生均拨款情况得

到了较大改善，但是仍然有较多的

省份没有实施中等职业教育生均

拨款政策；即便是实施了中等职业

教育生均拨款制度的省份，在拨款

口径上也不同，如生均公用经费、

生均综合定额等。是否将对中职

学生的免学费补助纳入生均拨款

测算口径，各地也不同。建议按照

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匹配的原

则，推动省级政府建立完善区域内

中等职业教育生均拨款制度。

推动各省（区、市）政府制定区

域内产教融合实施细则。新职教

法进一步强化了“产教融合”，从原

先的政策导向上升到法律规定,成

为国家职业教育的根本制度安排,

新职教法确定了“产教融合、校企

合作”是职业教育的基本办学模

式，明确了政府、行业主管部门、企

业、学校以及工会和中华职业教育

社等各主体之间应当承担的责任

和义务，建立了对产教融合型企业

的激励机制和资金投入保障机制，

特别是确立了企业办学的主体地

位，为破解当前产教融合的困境指

明了方向。近年来，部分省份已经

出台了区域内的产教融合实施细

则或实施办法，但一些省级政府没

有相应实施细则，导致国家的产教

融合政策落地难。

建议国家发改委牵头敦促各

省级政府牵头制定可操作性强的

实施细则，找准教育规律和经济规

律的契合点，搭建企业和院校之间

的桥梁，将金融、财政、土地、税收

组合拳的政策利好以可操作的方

式落实下去，推动产教融合真正落

地。实施细则应包含政府、企业、

院校与学生等产教融合参与各方

的责任与义务的量化指标。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民建广

东省委会副主委、广东技术师范大

学副校长）

民进中央建议：

推动涉农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推动新《职业教育法》落实落细
□ 许 玲

职业教育的生命力在于实践和

应用，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

改革，重点在于坚持产教融合、校企

合作。近年来，为推进新时代职业

教育高质量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校

企合作，国家先后发布《职业学校校

企合作促进办法》《国家职业教育改

革实施方案》《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

点实施方案》等重要文件，并修订了

《职业教育法》。在上述强有力的法

律、政策与制度保障下，国家推进产

教融合试点城市和产教融合型企业

建设工作成效日益凸显。但也要看

到，当前我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校

企合作进程中，还存在地方政府主

导作用亟待增强、政行企校集成创

新亟待提升、产业学院平台赋能亟

待凝聚、绩效考核评估亟待完善等

诸多难点、痛点与堵点，职业院校关

键办学能力与职业教育适应性需要

进一步提升。

为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认真贯彻新《职业教育法》精

神，全面落实政府主体责任。一是

建议进一步明确职业教育实行“政

府统筹”“地方为主”，全面落实“政

府应当加强职业教育实习实训基地

建设”。二是建议省级人民政府参

照国务院建立职业教育工作协调机

制，统筹协调全省职业教育工作。

市级政府成立由相关职能部门组成

的职业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和办公

室，由政府主要领导担任组长，具体

协调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工作，建议将驻地省属职业院校和

民办职业院校一并纳入协调范围。

三是地方政府细化制定本地区职业

教育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实施细则

等相关政策制度，制定地方行政法

规，落实落细校企合作中企业金融、

财政、土地等支持政策和教育费附

加、地方教育附加减免及其他税费

优惠。

以现代产业学院建设为抓手，

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一是明

确现代产业学院的地位与作用。

契合区域行业企业需求，以专业

（群）对接产业链，或以专业体系围

绕区域产业生态圈，打造技术技能

人才新生态，建设具有高阶化发展

形态的现代产业学院，实现教育

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效

衔接。二是尽快打破在学校建设

现代产业学院的单一模式，将现代

产业学院建在产业园、科技园等生

产场域，延伸拓展职业院校办学空

间，凸显企业办学主体优势，持续

深化产教深度融合、校企深度合

作。三是尽快出台着力解决当前

混合所有制改革面临的国有资产

管理、产权流转、权益分配、干部人

事管理等难题的相关配套政策，给

予产教融合企业“金融+财政+土

地+信用”组合激励机制。

探索建立产教融合共同体，推

进政行企校研集成创新。认真落实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

的意见》。建议由地方政府牵头，选

择本区域主导产业、重点产业、支柱

产业、战略新产业、特色产业，建立

由头部企业、行业领先企业、“专精

特新”企业与职业院校、普通高校、

科研院所等共同参与的跨区域产教

融合共同体。共同体汇聚产教资

源、开发专业核心课程与实践能力

项目，开展校企联合招生、订单培

养、学徒制培养和企业员工培训。

共同体应成立研发中心，以提高技

术服务水平促进校企深度合作。

完善绩效考核评估体系，提升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质量。一是建

立健全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的评价指标体系，将产教融合、校企

合作项目的政策落实情况、完成情

况、产生效益等作为重要评价指

标，对各级政府、行业、企业和学校

进行评估，确保职业教育校企合作

的评价指标体系科学、全面。二是

支持国内权威第三方机构开展区

域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绩效考核

与评估工作，将绩效考核与评估结

果作为政府部门考核、行业企业政

策支持和评估职业学校办学质量

的重要参考。三是加大督导力度，

对评估中发现的问题及时督导、督

查，确保提高校企合作质量。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河北交

通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

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 张运凯

□ 本报记者 钟 原

两会热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