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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专家相聚浦东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支招

培养发展型技能人才需对标国际转观念
■本报记者 吴燕
当下，
上海正朝着建设
“卓越的全球城
市”
目标奋力前行，
浦东也在深入推进实施
“四高战略”。要实现这些目标，离不开职
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10 月 30 日，在上海
市浦东外事服务学校举行的“2018 浦东民
进第二届教育论坛暨浦东职业教育集团中
职教育高质量发展研讨会”
上，
中外专家达
成共识：职业教育与区域产业发展需求的
无缝对接，有赖于培养越来越多的发展型
高技能人才。我们需要转变两种固有观
念，
并在扎根本土的基础上对标国际。

更加注重以学生的职业需求和未来发展为
中心，要求教师根据学习者的职业能力缺
失状况和未来职业能力需求，为每位学生
设计个性化、
最优化的能力发展规划。

扎根本土服务区域经济
对标国际拓展师生视野

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既是职业教
育改革的目的，也是职业教育义不容辞的
责任。因此，扎根本土打造“接地气”的职
业教育，是促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有
效途径之一。
记者了解到，
近年来，
新区职业教育积
从
“后进生”
到“优等生”
极探索产教融合、校企合作，7 所局属职业
从
“就业导向”
到
“职业导向” 学校的重点专业与区域产业结构对接的模
式基本形成。论坛上，民进浦东新区区委
在国内，如今依然有不少人对职业教
委员忻卫分享了一项名为《打造工匠精神，
育抱有偏见，认为那是“后进生”的无奈选
推动浦东职业教育发展，
建设制造业强区》
择，这便是专家认为需要转变的固有观念
课题研究的调查结果。这一调查由民进浦
之一。
东新区区委联合浦东职业教育集团开展，
研讨会上，瑞士苏黎世佩里普拉斯教
调查报告显示：浦东新区制造业对人才的
育咨询公司的创始人、总经理彼得介绍了
需求主要呈现出高技能型、
智能操作型、
绿
瑞士职业教育吸引人的“秘密”。他说，瑞
色环保型和服务型这 4 大特征。对人才的
士全民重视职业教育，职业教育是年轻人
需求方向主要集中在电子信息产品制造
眼里的
“香饽饽”
。今年瑞士官方发布的一
业、智能装备制造业、生物医药制造业、新
份调研报告显示，逾八成瑞士年轻人在完
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制造业、航空航天制
成义务教育学习后，会选择以进修或学徒
造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新能源装备、
工形式进行职场就业培训，只有少部分人
新材料制造业和节能环保制造业等 9 个行
选择继续读书进入高等学府深造。年轻人
业。
“我们欣喜地发现，目前浦东的职业院
普遍认为，
当学徒在瑞士也能成就大事业。
校制造业专业的种类基本与浦东新区制造
而在浦东，近年来，随着中高职、中本
业人才需求相适应，他们培养的高素质复
贯通专业试点的不断深化，中职校的生源
合型技能人才，无疑将为新区的产业发展
质量也在不断提高。浦东新区教育局副
添砖加瓦。
”
她说。
局长、浦东职业教育集团秘书长王浩在研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扎根本土的同
讨会上介绍，目前，新区教育局局属 7 所中
时，浦东的职业教育要想有所创新和突
职校的贯通专业达 27 个，其中有 6 所中职
破，还需兼具国际化的视野，新区不少中
校的 8 个专业分别与不同高校进行了中本
职校已就此进行了多种探索。2017 年 3
贯通，7 所中职校的 19 个专业分别与不同
月，东辉职校正式更名为“上海市浦东外
高校进行了中高职贯通。令人欣喜的是， 事服务学校”，学校更名一年多来发生的
这些贯通专业对学生和家长的吸引力逐
改变和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校长陈耀
年递增，成为越来越多优等生的自主选
在研讨会上表示，更名是为了响应国家
择。2018 年中本贯通录取学生中，约 96% “一带一路”倡议，呼应上海“卓越的全球
的学生中考分数超过了区实验性示范性
城市”的目标定位，同时也是学校主动适
高中的分数线。
“ 这些贯通专业对于中职
应和服务区域经济调整和发展的重要举
学校生源素质的提高、学校的长期发展和
措。如今该校在办学中着力突出专业的
新区职业技能人才的质量提升，都具有较 “外事服务”属性，紧扣立德树人，树立“学
明显的促进作用，也为服务上海‘四大品
做人、学做中国人、学做走向世界的中国
牌’
‘ 五个中心’建设、培养相关高水平技
人”教育理念，培养具有“外事服务”能力
能人才打下了基础。”他说。
和素质的技能型人才。
以往，我们经常会说“职业教育要以
会议现场，上海市浦东外事服务学校
就业为导向”，而在参加研讨会的专家看
与新西兰梅西高中签署了合作协议。目
来，这是需要转变的另一个观念。
“我们培
前作为交流生在法国学习的上海外事服
养一名学生，难道只是为了帮他找一份和
务学校 16 商务法语班学生雷胜男，则和正
专业相关的工作吗？”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在学校求学的瑞士交流生李娅进行了微
校长俞涛认为，就业并非职业教育的最终
信连线。据介绍，上海外事服务学校积极
目的，职业教育培养的学生不仅要适应市
拓展和加深与其他国家学校及教育机构
场需求和岗位标准，还要具备企业普遍看
的合作，以开拓师生的国际视野。仅去年
中的责任、敬业、诚信、友善、合作等综合
就有 5 批、近百名师生前往德国、匈牙利、
职业素质，以及终身教育的发展理念。通
澳大利亚、西班牙、日本进行国际交流。
过职业教育，学生不仅能满足就业需求， 其中，既包括前往德国、泰国参加各类暑
更需要在未来职业中发展自我。
期国际夏令营的学生，也包括通过国际学
无独有偶，芬兰今年正式推行的职业
生交流项目赴德国交流一年的学生。在
教育改革方案，也更关注如何帮助学生的 “走出去”的同时，学校还将不少来自国外
终身学习和自我发展。芬兰萨沃教育联合
的交流生请进学校，打造国际交流的双向
体主任何海奇在研讨会上介绍，此次改革
通道。

2018 年
“鸿鹄杯”
浦东新区高中生辩论赛的收官之战现场。

□徐网林 摄

2018 年浦东新区高中生辩论赛收官 建平中学代表队夺冠

学子唇枪舌剑 展现思辨风采
本报讯 （记者 吴燕）
“当今时代更
需要合作精神，还是竞争精神？”10 月 31
日，一场激烈的辩论在陆家嘴中国金融
信息中心三楼举行。这场没有硝烟的唇
枪舌剑，正是 2018 年“鸿鹄杯”浦东新区
高中生辩论赛的收官之战。
当日的辩论双方，来自于上海市建
平 中 学（正 方）和 上 海 市 上 南 中 学（反
方），他们围绕“当今时代更需要合作精
神，还是竞争精神？”这一议题，展开激烈
交锋。在正方的四位辩手看来，在全球
化的时代背景下，人类社会所面临的主
要问题和挑战，包括能源问题、环保问题
等，已经不是某个国家个体的问题，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将人类力量最大
化。正方还举例说明，在生命科学领域，
美英法德日中的科学家们共同参与了
“人类基因组计划”，正通力合作破解人
类基因的秘密。而反方的四位辩手，则
从知名奶茶品牌产品的不断推陈出新，

谈到时下激烈的电商竞争，基于此他们
认为：在社会层面，竞争精神更能实现利
益最大化，促进优胜劣汰。正反双方陈
词时而慷慨激昂、时而咄咄逼人，辩论场
上的思维碰撞、犀利语言给在场的评委
和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辩手们以其良
好的思辨能力和丰富的知识结构，展现
了浦东学子的智慧和风采。
此次辩论赛由共青团上海市浦东新
区委员会、浦东新区教育局、浦东新区学
生联合会主办，
共青团复旦大学委员会协
办。比赛辩题包括
“短视频火爆是精神文
化丰富的体现，还是精神文化匮乏的体
现？”
“代沟的主要责任是来自父母，还是
来自孩子？
“
”当梦想与现实矛盾时应该坚
持梦想，还是妥协于现实？”等等，涉及网
络新媒体、亲子沟通等各个方面，与社会
生活及热点紧密结合。全区 16 所高中派
出辩论队参与了历时 1 个月的比赛。经
过初赛、
复赛、
半决赛和决赛，
建平中学辩

论队夺得
“鸿鹄杯”
冠军，
上南中学陈晨同
学获得
“决赛最佳辩手”
称号，
另有 13 名学
生获评
“单场最佳辩手”
。
谈起此次参赛的经历，上海市洋泾
中学陈泽元同学感言自己受益匪浅。她
觉得，大赛选题紧扣学生生活，又引领高
中生思考人生、胸怀大志，因此，输赢并
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自己的思辨能
力等综合素养有了明显提升。
值得一提的是，为提升辩论赛的专
业水准，比赛特别邀请复旦大学演讲与
口才协会担任学术指导。决赛现场，复
旦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党委副书
记、复旦大学辩论队领队厉家鼎就决赛
辩论队的双方表现进行了点评。他认
为，用辩论这种形式促进高中生综合素
养的提升十分有益，
“ 辩论不是口舌之
争，而是知识和思想的碰撞，引领和鼓励
当代高中生关注人类命运，思考社会问
题。”他说。

浦东三所高校成为硕博学位授予单位
本报讯 （记者 符佳） 2019 年，浦东
将有 3 家高校首次获得硕士、博士学位的
招生、培养和学位授予权。它们分别是：
上海电力学院、上海科技大学、上海海关
学院。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下发通知，
同意
10 所高校成为博士学位授予单位、
18 所高
校成为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其中的 3 所上
海高校全部位于浦东，
其中，上海电力学院、上海科技大学
获批成为博士学位授予单位。
“这是我校
发展史上内涵建设中含金量最高的里程
碑，标志着我校形成了学士、硕士、博士
完整的学位授权体系。”上海电力学院研
究生处处长唐忠教授告诉记者，该校获

批的博士学位授予专业是电气工程学
科，目前校方已制订了这一专业的《加强
建设方案》，成立了国内知名专家组成的
专家咨询指导组，将从“精心打造培养体
系、着重建设导师队伍、大力提升培养环
境和条件”入手，服务国家能源战略，培
养高水平能源电力博士人才。而上海科
技大学则是此次获批博士学位授予点的
学校中，最年轻的一所。成立于 2013 年
的上科大，今年办学刚满 5 年，建设目标
是一所小规模、高水平、国际化的研究
型、创新型大学。该校官网介绍显示，上
科大研究生培养以学术型博士为重点，
兼顾一部分应用型硕士。

此次唯一一所获批成为硕士学位授
予点的浦东高校是上海海关学院，其前
身 为 创 建 于 1953 年 的 上 海 海 关 学 校 ，
2007 年 3 月成为新设置的全日制普通高
等学校，2011 年获得学士学位授予权，
2013 年 9 月，首届税务专业硕士研究生入
学，学校开始了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
该校的海关管理专业为国家控制布点特
设专业、世界海关组织 PICARD 标准认
证专业。法学、税收学专业分别是教育
部 第 二 、三 批 高 等 学 校 特 色 专 业 建 设
点。今年该校获批硕士学位授予单位，
获批的 2 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分别为
公共管理专业和税务专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