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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胡梦甜

近日，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公布了2018—2019学年度中等职

业教育国家奖学金获奖学生名单。

浙江省共有760名中职生获此殊荣。

据悉，目前奖学金发放工作正有序进

行，将于月底前一次性发放到获奖学

生手中。

今年3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

作政府工作报告时送出一份令人期

待的中职教育“大礼”：设立中等职业

教育国家奖学金。这项政策给学校、

学生带来哪些利好？如何发挥中职

教育国家奖学金的育人功能？记者

对此进行了深入采访。

拿奖需“文武双全”
成绩名列前茅，曾获第四届中国

（国际）3D打印创意设计大赛职业教

育组三等奖、2019年度机械行业职业

教育技能大赛“欧特克杯”机械数字化

设计与制造技术技能竞赛一等奖……

这是浙江信息工程学校2017级机电

专业学生成灏的评选材料。记者注意

到，参与评选的学生个个都是妥妥的

“学霸”“技能高手”，竞争之激烈，胜过

“神仙打架”。

杭州市人民职业学校2017级速

录班学生余智琪是获得此次国家奖

学金的学生之一。她爱好阅读，尤其

热爱古典诗词。每年学校举办的诗

词大会，冠军非她莫属。她是学校的

手工社社长，为了壮大社团，在社团

文化节和技能节上，总能看到她策划

上的奇思妙想。热心公益的她还带

领社团参与少年宫义卖活动，以实际

行动为贫困山区的孩子奉献自己的

爱心。

“要成为‘国奖’候选人，必须‘文

武双全’。”杭州人民职校校长金卫东

告诉记者，接到相关文件和通知后，

学校专门成立了校长牵头的评审小

组，召开评审会议，对国家奖学金的

申请条件、评审程序进行细化，从德、

绩、技三方面综合考量，确定学校的

“国奖”候选人。

根据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财政部出台的《中等职业教育

国家奖学金评审暂行办法》（以下简

称《办法》），学习成绩排名位于年级

同一专业前5%（含5%）的学生可以

申请国家奖学金。学习成绩排名未

进入年级同一专业前5%，但达到前

30%（含 30%）且在道德风尚、专业

技能、社会实践、创新能力、综合素

质等方面表现特别突出的，可以申

请国家奖学金，同时需要提交详细的

证明材料。

浙江省教育发展中心学生资助

工作部副主任孙卫芳介绍，和以往面

向高等教育阶段学生设立的国家奖

学金相比，中职生的国家奖学金评审

不但强调学习成绩，也尤为注重学生

在专业技能、文明风采等方面取得的

成绩。

据悉，今年是中职教育国家奖学

金政策出台和评审的第一年，浙江有

760名中职生获国家奖学金，其中教

育部门586人、人社部门174人。根

据《办法》，浙江省中职教育国家奖学

金名额分配以各地各校二年级及以

上全日制在校生人数为基本依据，同

时对“办学水平较高的学校”和“以农

林、地质、矿产、水利、养老、家政等专

业和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

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人才紧缺专

业为主的学校”适当倾斜。

“国奖”重在“奖学”
成灏原本是湖州市练市中学的

一名普高生，因成绩不理想，和父母

商量后转入浙江信息工程学校就

读。“当时，我的心里充满了失落，班

主任鼓励我，‘只要不放弃理想，不放

弃努力，脚踏实地，就一定能成功’。”

于是，成灏重新振作起来，加入学生

会，参加各项技能大赛，不断挖掘身

上的闪光点。

如今的成灏收获了尊重和自

信。“这笔奖学金不仅是对我努力学

习的奖励，更是一种激励，它会让我

在今后的学习中继续努力，一步步向

梦想靠近。”成灏不无感慨地说道。

长兴技师学院2018级普职融通

班学生严佳磊，在同学眼中是一个十

足的“学霸”，每次考试几乎都是班级

第一。高一结束后，原本有机会转入

长兴县太湖高级中学就读普高的他

毅然选择留在学校，就读数控加工制

造专业。“这次获得国家奖学金也证

明了我当初的选择没有错。”严佳磊

兴奋地说道，“通过努力，生活给了我

第二次选择的机会，在技师学院学习

的日子，让我深刻感受到学习一技之

长的重要性。”

“与普高生相比，中职生更需要

激励和鼓舞，当初他们中有很大一部

分是带着失落和迷茫进入中职学

校。设立中职教育国家奖学金，为中

职生增添了一份信心，坚定了他们选

择职业教育的决心。”海宁市职业高

级中学校长王小林说。今年，海宁职

高共有5名学生获国家奖学金。他们

中有获“金算盘”称号的技术能手，有

擅长轮滑运动、连续3年入选国家队

的运动达人，有频频在技能大赛中获

奖的“金牌选手”……在王小林看来，

中职教育国家奖学金“奖学”的意义

远大于“奖金”，对获奖学生而言，这

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肯定和激励。

几天前，长兴县职业技术教育

中心学校为荣获国家奖学金的4名

学生举行了颁奖仪式，还把获奖学

生的家长也请到了现场。一位学生

家长激动地说道：“没想到女儿这么

棒，能拿到含金量这么高的奖项。”

举办这样的颁奖仪式，校长姚新明

有自己的思考：“榜样就像一座灯

塔，能鼓舞斗志、指引方向，希望这

些优秀的学生能鼓舞更多的学生为

梦想而奋斗。”

孙卫芳表示，中职教育担负着培

养千百万高素质劳动者的重要任务，

中职教育国家奖学金不仅仅是奖励

优秀学生，更重要的是通过多种形

式、多种渠道，广泛宣传中职教育国

家奖学金政策和获奖学生的典型事

迹，充分发挥其育人功能，激励广大

中职生积极向上，成长成才。

浙江首批760名中职生获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奖学金

“重奖”背后，释放了哪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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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以“传承节气文化，弘扬科学精神，坚定
文化自信”为主题的二十四节气文化艺术展在中
国农业博物馆开幕。遂昌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旅游专业学生通过昆曲茶艺表演，将二十四节气
与茶饮的关系展现得淋漓尽致。这也是学校传
承二十四节气文化的新尝试。

（本报通讯员 陆红英 摄）

昆曲茶艺昆曲茶艺亮相文化艺术展

□王寿斌

近日，两则关于高职扩招的新闻成

为社会热议的焦点，并进一步引发人们

对职业院校办学定位与管理模式的深

层次思考。

一则是来自渭南市潼关县的任娇

于 12 月 9 日带着自己 9 个月大的宝宝来

到杨凌职业技术学院报名入学，她表

示，“对于我们农民来说，能考上大学真

的很不容易，所以即使带着娃，我都要

来杨凌把大学上完”。（《华商报》12 月 12

日头版）

另一则是来自河南省南召县马市

坪乡，81 岁高龄的李志新于 12 月 12 日

怀揣南阳农业职业学院园林园艺专业

的录取通知书到校报到，不仅与 70 岁

的邻居孟庆立同时入学，而且还与自

己的四儿媳和五儿子成了校友，成为

学校年龄最大的“网红”学生。（扬子晚

报网 12 月 13 日）

任娇、李志新们之所以会引发媒体

与受众的强烈关注，不仅仅是因为他们

“带娃读书”和“高龄入学”，更在于他们

是全国高职扩招的首批受益者，并将成

为高职院校深化教育教学与管理改革

的见证者、参与者、推动者。

随着全国高职院校第二批扩招工

作的结束，越来越多的退役军人、下岗

失业人员、农民工、新型职业农民等将

进入校园，他们中不乏“带着娃”“拄着

拐”的另类学员。励志的他们既是校园

里的一道亮丽风景，同时又给学校的教

育教学及管理带来许多无法回避的现

实难题。

许多重返校园的“扩招生”强烈地

想要通过继续深造学到真本领。比如，

任娇先前曾在当地一家企业从事电商

方面的工作，她想通过大学深造实现自

主创业，把家乡的花椒、软籽石榴等特

色农产品销售出去，增加自己和乡亲们

的经济收入。而李志新曾担任村支书，

深知没有技术的苦，他平时爱好钻研，

自学了一些园林园艺知识，他期待到大

学里学到更多的实用技术，学成之后能

够教给村民，带动村民技术致富。

毫无疑问，无论是耄耋老人、古稀长者，还是家庭

主妇，获取一纸文凭决非他们重返校园的目的。他们

克服重重困难坚持来校求学，更是为了能在大学里学

到实用技术，并借此改变自己的人生、改变家乡的面

貌。这样的求学目的是职业院校必须面对的现实。

然而，长期以来，职业院校在人才培养上习惯了在

统一时间、统一地点，以统一内容、统一标准对同年龄

段的学生进行“流水线”式的培养。如今，职业院校的

生源因扩招而呈现多元化，传统的教育教学模式将难

以为继。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百万扩招”对职业院

校的教学模式、管理模式、评价标准、人才培养方案

等，都将产生“蝴蝶效应”。

我们必须看到，未来的职业院校将不再单纯地为

同一年龄段的青年学生提供学历教育，而是为更广大

的社会群体提供以就业为导向、以技能习得为目的、以

人生改变为旨归的开放性的终身教育服务。

越来越多的学生不再“死磕”毕业证书，而把学到

本领当成求学的首要目标。职业院校迫切需要重新审

视和修正自己的办学定位和育人思路，尤其要重视变

管理为服务，用柔性化的教育服务替代僵化的刚性管

理，不断提升服务的等级和质量，让那些综合素质差异

大、接受能力千差万别、求学目标各不相同的“扩招

生”，都能在具有职教特色的环境中顺利完成“定制

式”学习。

（作者系本报特约评论员）

叙永学子龙游“镀金”
本报讯（通讯员 江 媚）近日，浙江莎兰娜化妆品有

限公司的研发室里，技术员何四化正带着一名特殊的徒

弟——四川省叙永职业高中学生王雷研发新产品。在师

父的悉心指导下，王雷有条不紊地调配、称重、混合、压

制、试色。“小伙子学技术特别认真，人也很勤快。”何四化

对王雷的表现赞不绝口。

“一开始什么都不懂，经过半年学习和师父的耐心教

导，已慢慢学会制作一些简单的化妆品。”借助东西部扶

贫协作工作的东风，王雷获得了这次宝贵的实习机会。

该公司副总经理周倩介绍，公司技术员每月工资高

达1.5万元，如果能自主研制配方，工资会更高，这是一个

很好的平台，只要他们肯学，以后的发展空间非常大。

今年5月，32名叙永学子来到龙游县职业技术学校，

通过一系列技能实训、岗前培训，精进技艺，为就业打下

良好基础。6月底开始，学生分赴浙江家家发纸业、浙江

耐特玻璃、浙江莎兰娜化妆品等企业顶岗实习。

近年来，龙游县与叙永县开展了一系列结对帮扶活

动，通过实施职业教育扶贫合作项目，对叙永贫困生在学

习、实习、就业等方面进行帮扶，变“授鱼”为“授渔”，从而

实现“一人就业、全家脱贫”，为两地经济共同发展作出了

贡献。

□本报通讯员 陈小平

“为了维护法庭秩序，保证庭审

的顺利进行，请肃静！”穿着一袭庄严

的法袍，学生摇身一变成了“审判

长”。镜头移近，“公诉人”“人民审判

员”“辩护人”赫然在列……近日，在

嵊州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场庭审

吸引了200多人“旁听”。

“这是学校的模拟法庭开庭了，

审判员、公诉人、辩护人、罪犯都由我

们自己扮演。”一旁的学生解释道。

审判现场井然有序，公诉人宣读起诉

书、法庭质证辩论、被告人陈述……

“这种形式不仅有趣，还让我们懂得

了不少法律知识，印象特别深刻。”一

名学生兴奋地说道。

事实上，这样的活动在嵊州职技

校早已是一道寻常风景。从2014年

学校开设模拟法庭以来，大大小小的

庭审已有数百场。为了增强学生的

法治观念，提高学生的法治意识，学

校推出了“法官”导师制度，定期举行

拜师仪式，对学生“法官”进行强化培

训，考试合格方能“上岗”，以便在“审

理”学生违反校纪校规的案件中能熟

练运用相关知识。

政教主任竺浩军坦言，身处日新

月异的信息化时代，学生们在获得更

多便捷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接触到

一些不良社会风气，如网络赌博已呈

现越来越低龄化的趋势。中职生自

制力较差，更容易被影响。

针对这一难题，嵊州职技校建起

了嵊州市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基

地设有宪法公园、模拟法庭、青少年

法治、普法长廊、法润嵊州、禁毒中心

等6个展厅，借助该市及周边发生的

典型案例和学生关心的热点、难点问

题，通过现代多媒体技术、智能技术，

用高科技的体验带给学生前所未有

的观感，以新颖有趣的形式让学生感

受法律魅力，点燃法治梦想。

走进模拟法庭，在庄严肃穆的

“法庭”上，围绕“案件”举证质证，

“小法官”把抽象的法律知识生动地

呈现在同学面前，让大家直面法律的

威严；宪法公园以图文并茂的形式，

讲解法治理念、宪法演变历史及与青

少年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让学生得

到法治文化的熏陶；法润嵊州展厅以

多媒体的形式不间断地播放嵊州市

的法治微电影……

不仅如此，嵊州职技校还创造性地

提出“四自一导”学生自主管理德育模

式。以中职生核心素养为培养目标，充

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通过

“自我规划、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

教育”，最终实现学生的自主发展。

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大到重大

违纪事件，小到学生之间鸡毛蒜皮的

事，只要学生向学校提出“审判申

请”，就能在模拟法庭“开庭审判”。

“本院认为，被告人王东、李鬼以

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暴力、胁迫等

手段劫取他人财物，其行为均触犯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

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均

应当以抢劫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模拟法庭上，“小法官”认真听取控辩

双方意见并作出公正判决。这是一起

真实发生在校园里的未成年人为满足

虚荣心而引发的抢劫案件。“通过这次

庭审，切身体会到法律的威严，同时也

学到许多法律知识，警诫自己在日后

的学习生活中要遵纪守法，遇事冷静

思考、沉着应对，做一名认真守法的公

民。”担任本次模拟法庭“审判员”的

2019级报关班学生童灵说。

“中职生首先得懂‘法’，才能更

好地学习和发展，让学生自己审判，

自己裁决，真正成为法治建设的主

人。”在竺浩军看来，法治教育在中职

生德育中的作用不言而喻，不仅能帮

助学生改变思维方式，控制自我行

为，在法律框架内行事，还能增强学

生的法治观念、培养其法治思维、提

高其法治素养。

嵊州职技校：学法，从“模拟小法官”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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