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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佳

近日，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联合
印发新修订的《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
理规定》，明确“不得仅安排学生从事
简单重复劳动”“严禁以营利为目的违
规组织实习”。实习是职业教育重要
的教学环节，如何做到专业学习和技
术技能训练提升的同时，锤炼意志品
质、提前熟悉岗位、引导学生融入社
会，我市各职业教育学校对于学生实
习工作高度重视、规范管理。

新规针对关键节点进
一步明确准则

据了解，修订后的《规定》进一步
明确了实习参与各方的责任、权利和
义务，规范了实习各环节过程的基本
要求——针对关键节点进一步明确准
则，着眼实习全程、聚焦关键节点，针
对以实习为名组织学生到企业“流水
线”务工、赚取“人头费”、强制实习等
进一步划出红线、明确行为准则，对跨
省实习、实习保险等进一步细化规定，
保障实习安全、提高实习质量。

同时加强部门协同，落实各方责任
并细化激励约束机制。发文单位增加工
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务院国
资委等三个部门，并新增“保障措施”和

“监督与处理”两章，结合有关部门职责
对有关规定进行了细化，进一步明确学
校、实习单位、有关行政部门等各方职
责，强化对违规问题的追责问责。

值得一提的是，修订后的《规定》
划定了实习管理“红线”。针对实习内
容专业不对口、强制实习、收费实习、
简单重复劳动、中介机构参与、违规安
排加班和夜班等问题，进一步划定“红
线”，提出1个“严禁”、27个“不得”，
并有针对性地明确了处理规定，切实
保障实习学生的合法权益。并首次配
发了《实习协议示范文本》，明确了必
须由职业学校、实习单位、学生三方签
署协议后方可实习。

规范管理，双选会成
为无缝衔接平台

记者从各在常职业院校了解到，
新修订的《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
定》发布后，各校就进行了不同形式的
学习和解读；下一步，各校将严格审
查、实地考察专业合作单位，确保合作
单位资质、诚信状况、管理水平、实习
岗位等符合要求；同时加强实习学生
管理与指导，建立日报告制度等。

对于学生实习的组织和管理，新
规明确要求实习岗位应符合专业培
养目标要求，与学生所学专业对口或
相近。原则上不得跨专业大类安排

实习。据了解，为了让学生找到心仪
的实习岗位，双选会成为近年来各校
为企业和学生搭建的双向选择的优
质平台。

常州市高级职业技术学校去年6
月为2022届毕业生顶岗实习举行校
园双选会，共有160家校企合作企业
参会，提供顶岗实习岗位3200多个，
涵盖了建筑、机械、汽车、信息、经贸、
电气等专业，与学校专业设置匹配度
高。学校共有参会学生644人，供需
比达5:1，充足的岗位为2022届高技
毕业生提供了丰富的选择。

据该校相关负责人表示，参与双选
会的企业前期都要经过多道程序的筛
选，除了要合法经营、规范管理、实习条
件完备外，更要与学校开设的专业相匹
配。“此次参会的部分企业已多次进校
招聘，与学校建立了实质性的校企合作
关系，实现了人才培养与企业人才需求
的无缝对接。”该负责人表示，双选会上
有近六成毕业生与企业初步达成实习
意向。“这也说明学生对于学校推荐的
这些实习企业也是相对满意的。”

多重管理，“全过程”
关注学生情况

虽然不在校园，但来自学校的温
暖和关怀依旧。近日，常州机电职业
技术学院信息工程学院将服务送至学

生所在的实习岗位。
2022届毕业生目前正在顶岗实习

中，该学院老师在走访学生过程中了解
到，一名身高只有1.2米的特殊学生在
实习中存在往返困难和无法适应等问
题，老师在第一时间联系上了这名学生，
进行面对面沟通，给予她专业的技术指
导和耐心的心理开导。同时联系实习单
位，推荐有意向的同宿舍好友去她所在
的单位实习，做好往返路上的陪同和专
业技能的答疑、帮助。如今，这两名学生
均受到实习单位的一致好评。

“学生的顶岗实习仅仅是换了一个
场所学习，所以我们对学生的关怀不能
少。”信息工程学院副书记刘莱蕾表示，
对于在企业顶岗实习的学生，学校进行
双重管理，不仅有产教合作部各工作站
的专职指导老师进行顶岗实习学生的统
一管理，还有二级学院班主任、辅导员等
的联系和走访。“特别是春节期间，加上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
辅导员、班主任通过班级微信群、QQ群
等多渠道多方式，定期对顶岗实习学生
开展安全教育工作，提醒顶岗实习学生
注意疫情防控安全、人身安全、交通安全
和财产安全。”刘莱蕾表示，春节假期结
束，学院目前正在进行学生按时返岗的
督促和管理工作，及时联系走访顶岗实
习学生，掌握学生动态去向。对于未按
时返岗的学生要重点关注，将了解未返
岗原因并及时反馈至企业和单位。

八部门联合修订《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

在常职校规范管理，
“全过程”保障学生实习权益

本报讯（钱虹 尤佳） 2022年 1
月29日是瞿秋白同志诞辰123周年
的日子。日前，常州市觅渡桥小学五
（15）班秋白中队的同学和家长代表
们开展了“忆秋白往事·传先烈精神”
的主题座谈会。

座谈会从观赏剧目表演开始，将
同学们带回到秋白先生的少年和青年
时代。通过观赏，同学们认为，秋白在
少年时就与众不同，他不畏强权，捍卫
正义，立志要改变旧风俗、旧思想。同
学们表示，少年秋白在他们心目中是
一个坚韧勇敢的孩子；青年瞿秋白则

是一位充满力量的思想家和坚持真理的
革命斗士。少先队员情不自禁地诵读起
《白菊花》《卜算子·咏梅》《江南第一燕》
《哭母诗》等诗词，在字里行间，队员们品
读到了秋白先生的高洁人格。

参加座谈会的家长从马克思主义在
中国的积极传播者、国共合作和大革命
运动的重要推动者以及受命于危难之际
的党的主要领导人三个方面讲述了瞿秋
白同志的革命故事。在《国际歌》的歌声
中，师生齐宣誓：像秋白一样读书，像秋
白一样做人，像秋白一样成才，像秋白一
样报国！

纪念瞿秋白诞辰123周年

觅小秋白中队举行主题座谈会

□尤佳 解峰

这个春节，家在安徽金寨革命老
区的留守儿童小清（化名）收到了来自
常州的“礼箱”——里面有羽绒服、围
巾等御寒衣物，以及彩笔盒、笔记本等
学习用品。看到不期而至的“新年礼
物”，小清激动不已，并立即拿出纸和
笔，准备为寄送“礼箱”的大哥哥大姐
姐们写一封“感谢信”。

小清笔下的“大哥哥大姐姐”便是
来自常州机电学院“高鹏书屋”的志愿
者们。此前，他们曾不远千里来到金
寨天堂寨，为小清等众多留守儿童义
务补习功课。随着寒假来临，“高鹏书
屋”的志愿者们又计划着“暖冬行动”，
期望为小朋友们送去学习生活物品，
帮他们度过一个愉快而充实的假期。

为了更快地筹措爱心物资，志愿
者们发起了为校友家乡果农带货，售
卖重庆长寿湖山区“血橙”的公益活
动。每卖出1箱橙子，就可筹得10元
捐赠。活动得到学校师生的大力支
持，在短短1周内，志愿者们带货超过
500公斤，销售额超过7000元。看着
一箱箱橙子从山区发出，果农们露出
了开心的笑容。“大学生帮我们把橙子
卖到了全国各地，做了很好的宣传推

广，非常感谢他们。”果农罗阿姨说。
通过带货活动，“高鹏书屋”的志愿

者迅速筹得了2000余元的爱心捐助，顺
利采购了爱心物资，在今年第一场大雪
来临前送到了金寨天堂寨镇10名贫困
家庭留守儿童家中。收到“新年礼物”的
小朋友们和家长第一时间向来自常州的
关爱表达了感谢。“因为疫情原因，孩子
的父母在外未能回乡过年，原本有些失
落的他看到寄来的礼物后，心情好了很
多。”留守儿童小阳（化名）的奶奶说。

对于组织开展此次“暖冬行动”的大
学生志愿者来说，这是又一次成功的公
益实践。他们第一次将“助农”与“助学”
相结合，探索了大学生公益实践新模
式。“资金和物资募捐，是每次公益活动
的重点难点，这次活动我们进一步整合
了校内外资源，拓展了募捐渠道，提高了
实践活动的社会效益。”自动化2032班
的志愿者吴春生说。

据悉，常州机电学院“高鹏书屋”已
创办十周年，青年志愿者们始终致力于
各类公益实践。“助农助学是我们社会实
践和志愿服务的长期主题，‘高鹏书屋’
将持续引领广大青年学生以实际行动投
身国家和社会建设，在实践锻炼和服务
奉献中成长成才。”学校团委书记顾兴华
说。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带货“山区果农”，
情暖“老区儿童”

地
园

本报讯（尤佳 谢国强）为深入贯
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
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全面提高初高中学生
劳动（通用）技术课程的实施水平及课程
质量，常州市高级职业技术学校日前在
太湖湾教育大营地举行劳动（通用）技术
实践课程推进会暨总结表彰会。

与会人员首先走进太湖湾耕读文
化教育基地参观学习。目前，该基地正
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建成后，太湖湾耕
读文化教育基地将与劳动教育基地、国

防教育基地、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应急
避灾教育基地合成“五位一体”，成为省
内首屈一指的中小学生“劳动、文化、国
防、科技、创新”实践教育大本营。

会上，学校为2021年常高职劳动
（通用）技术实践课程实施“十佳教师”
颁奖。

据悉，2020年12月，太湖湾中小

学劳动实践教育基地正式运营。截至
2021年6月11日，顺利完成了武进区、
经开区初高中劳动技术实践课程教育，
共接待 36 所初中，9 所高中，共计
40050名学生。作为校企合作单位，常
州市高级职业技术学校共有76位教师
先后承担了基地14门课程的日常教学
工作。在双方的密切配合下，基地教育

成果初显、社会知名度不断提高。基地获
评江苏省中小学劳动教育与综合实践优
秀基地第一名。在此，普通中小学教师和
职业学校的教师对课程形成了新的理解，
在合作中提升了普职教师的课程领导力
以及普职学校课程品质。普职学校间协
同合作，让学生从中发展受益，教师得到
锻炼提升，实现了普职共赢发展。

常高职举行劳动（通用）技术实践课程推进会

到采访时间了,老师说：“谁有
问题想问薛心怡姐姐吗？”我平复了
一下心情，然后颤颤巍巍地把手举
了起来。没想到老师选择了我，我
走到讲台上，脑子里突然一片空
白。怎么办？怎么办？我努力回想
昨天准备的问题。终于想起来了,
可因为太紧张了，所以问问题时我
支支吾吾的。薛心怡姐姐牵起我的

手，说道：“别着急，慢慢来。”这句话好
像有魔法，我一下子如释重负，流畅地
把问题说出来，姐姐的回答也令现场
的小记者们为之一振。薛心怡姐姐三
岁时，因一场车祸而残疾，但她依然乐
观开朗，积极向上，在面对困难时不但
能勇敢地站起来，还努力追寻自己的
梦想，用汗水浇灌梦想的种子，最终获
得了成功。这样一个豁达向上的女孩
可爱至极，也值得我们去学习！

林南小学三（5）班 王可昕
指导老师 查琳芝

第一次采访

薛心怡姐姐出生于1998年，三
岁时，一场意外车祸造成了她高位
截瘫，需要借助轮椅行动。但她没
有因此灰心丧气，而是付出了比常
人多几倍的努力，克服各种困难，尝
尽各种心酸，估计其中滋味只有她
自己才知道。虽然她脸上露出灿烂

的笑容，但是我发现她的手上满是厚
厚的老茧。顷刻间，我发现她浑身上
下散发着闪闪的荣耀。

从心怡姐姐的身上，我受到了很
大的启发，我要像心怡姐姐学习，学习
她积极乐观、不放弃、不服输的精神。
我更要懂得珍惜，努力成为父母、老师
心中的骄傲。

林南小学三（2）班 谢心兰
指导老师 梅梦姣

闪光的荣耀

剑击人生

林南小学林南小学：：小记者采访小记者采访““奥运奥运””健儿健儿

在成为小记者的这一天，我采访了
薛心怡姐姐。我所在的林南小学就是薛
心怡的母校，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很
兴奋。心怡姐姐今年23岁，有一头乌黑
的亮发，一双水汪汪的眼睛，她笑起来可
好看了。她小时候遭遇车祸，造成高位
截瘫，需要借助轮椅行动。但这并未将
她击垮，薛心怡姐姐拾起梦想，成为了一
名轮椅击剑运动员，在全国第十一届残
疾人运动会上，连获两枚银牌。

采访时，我问道：“心怡姐姐，你在比
赛的时候会紧张吗？心里又在想什么
呢？”薛心怡说，比起紧张，她更多的是兴
奋。脑海中思考的是自己以及对手接下
来要出的招式。听到这儿，我被她深深
感动了。她虽无法行走，但心中的那抹
光从未熄灭。向着梦想，重拾信心；为了
梦想，不懈奋斗。她流下的每一滴汗水
都孕育着那颗梦想的种子，而现在种子
已发芽。相信终有一天，这颗种子会开
出最灿烂的花。

林南小学六（4）班 张芷荥
指导老师 梅梦娇

梦想的种子

采访时间到了，随着一阵热烈
的掌声，薛心怡姐姐坐着轮椅入场
了。

轮到我采访了，我用老师教的方
法先自我介绍了一番，然后开始提
问，我问道：“薛心怡姐姐，您因为一
场意外而不能走路，需借助轮椅走
动，但您却不沮丧，反而乐观向上，这

是为什么呢？”薛心怡姐姐思索了一下，
便脱口而出：“因为我的父亲经常对我
说，我是一个正常人，而我自己也相信
命运不会戏弄人，久而久之，我就走出
了残疾的阴影。”听见这个回答，我仿佛
学到了什么，不由对心怡姐姐肃然起
敬。是啊，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便会
为你打开一扇窗。我衷心祝愿心怡姐
姐能在下一场比赛中夺得冠军。

林南小学五（2）班 张宇涵
指导老师 梅梦姣

励志的采访

小记者先来到小树林里采集树叶，准备做一份树叶标
本。瞧!各种植物的叶子形态各异，五彩斑斓，无比美丽。我
小心翼翼地采下一些漂亮的叶子，压在手心里。一到教室，我
精心挑选出一些自己认为美丽的树叶，用清水洗干净、擦干，
并找来一本厚厚的书，把叶子小心地，一片一片地夹进书中。
几个小时后，我打开书本，呀!叶子宝宝已经被压平了。

然后，我轻轻地取出树叶，找出白纸、固体胶和剪刀，制作
树叶标本的小小工程开始了！我先把每一片叶子的反面涂上
固体胶，然后小心翼翼地贴在白纸上，贴的时候尽量要做到美
观，每一片叶子的正面朝上，叶尖向上，叶柄向下。贴好后，就
用手轻轻抹平，最后用剪刀剪下多余的部分。就这样，美丽的
树叶标本在我灵巧的双手下诞生了。看着自己亲手制作的树
叶标本，我好有成就感啊!

制作树叶标本的过程，让我发现大自然的美，也懂得了只
有自己亲自动手，才能发现大自然中更多的奥秘。

洛阳中心小学五（4）班 赵鑫然 指导老师 顾丽芳

发现植物的美

一个晴空万里的下午，我和伙伴们一起参加小记者
活动——做标本。我们一起先去树林里采摘树叶。我们
来到郁郁葱葱的树林里，只见各式各样的树叶飘落在地：
有的像黄色的蝴蝶，翩翩起舞；有的像摇篮，黄绿相间；还
有的似穿上红衣的大雁，展翅翱翔，美丽极了。我们先捡
起几片较大的叶子，接着又拾起十几片小黄叶。

老师让我们把A4纸撕成四块，接着把树叶放在纸
上，然后去进行塑封，这样一个植物标本就完成了。我
做的枫叶标本，它的叶子就像一只小手掌，可爱极了，
它的颜色是红色里面带着黄，我真是喜欢极了。

洛阳中心小学五（4）班 姚宇诺
指导老师 顾丽芳

枫叶标本
制作标本活动开始啦。老师先跟我们讲了标本

的分类，比如植物标本、动物标本、昆虫标本……然后，
老师展示了很多种标本，我印象最深的是蝴蝶标本，各
种各样的蝴蝶展示在眼前，有很多我都不认识呢。

紧接着就到了我最期待的时候了——制作标
本。我们先把一张A4纸分成四张，取其中的一张，
然后再选一些叶子放在纸上。我摘的叶子太多了，
选来选去，从左选到右，从右选到左，整整过去了五
分钟，我还是没选好。看着同班的小姚早早地就选
好了，我的心里更慌了。这时，老师的一声：“小记者
们，交作业啦！”才让我反应过来，我快速选了一张紫
色的叶子就慌慌张张地黏到纸上，算是把植物标本
完成了。

洛阳中心小学五（4）班 赵烨
指导老师 顾丽芳

制作树叶标本 多姿多彩的植物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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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小记者的活动内容是做植物标本。午
饭后，同学们分头去采摘自己喜欢的植物。我
发现一种漂亮的植物，它靠近根的叶子是绿色
的，再往顶部逐渐就变成了红色。我小心翼翼
地割下它。回去才知道，那是小杨树，叶子还太
嫩，是做不成标本的。看来，我的知识还太缺
乏。下午，我们开始制作标本。我先将A4纸裁
成四份，然后，把植物摊平压直，再把它正面朝
上放在白纸上。如果植物的茎太粗，就还得用
纸条固定。在白纸上靠着茎划开两条小口，再
穿过纸条，固定住纸条写上植物名称，最后塑
封，植物标本也就顺利完成了。做植物标本原
来这么有趣。

洛阳中心小学五（4）班 周雯慧
指导老师 顾丽芳

她回来了，带着荣耀，还有满手
的老茧！她，就是林南小学校友——
薛心怡姐姐。在全国第十一届残疾
人运动会暨第八届特奥会轮椅击剑
项目比赛中，她获得了女子佩剑、重
剑团体两枚银牌；女子B级佩剑个人
第五名；女子B级重剑个人第六名。

当上小记者后，我有幸采访到
她。我问：“心怡姐姐，你是怎样走上
击剑的道路的？”

她 淡 淡 一 笑 ，爽 朗 地 告 诉 我
们，三岁时，一场意外车祸造成她
残疾，需要借助轮椅行动；初中毕

业后，她被横林镇残联的工作人员推
荐到了江苏省轮椅篮球队进行训练；
后来，一位教练来到这边招收轮椅击
剑队队员，她听说了，很感兴趣，便义
无反顾地参加了。

阳光下，看着她的笑容，我沉默
了：可能她自己都没有想到，她昔日的
刻苦训练，能换来了今天的成就。但
有谁知道她的辛苦呢？击剑，考验的
就是运动员的力量和速度，最初，她根
本无法举起那把重剑，但她并没有放
弃，在长时间的训练下，双手竟出现了

“网球肘”的症状。她说：“我想要拿到
金牌，在个人战取得最好的成绩！”

林南小学五（2）班 王铭旭
指导老师 夏敏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