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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大逆转，两年翻三番

“近两年，有些中职学校的招生发
生了大逆转， 以长沙电子工业学校为
例，往年招300人还招不满，这两年都
招了800—900人。”王建林是长沙市教
育局主管职业教育工作10年的副局
长， 他给记者提供了今年中职学校招
生情况名单。记者看到，截止到8月底，
招生在900人以上的学校有13所，其中
湖南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3000人，比
去年增加约400人；长沙财经学校招生
2300人，和去年持平；宁乡县职业中专
招生1980人，比去年增加400多人。“这
只是8月份的统计数据，9月份还有部
分增加的新生。”王建林说。

长沙电子工业学校副校长张湘吉
认为，这得益于政府引导普职分流、学
校不断提高办学质量以及家长观念的
转变。 今年长沙城区初中毕业生超过
2.6万人，城区普高招生计划不足1.5万
人， 这意味着四成左右的初中毕业生
需要往职高或者城区周边普高分流。
“目前，大学毕业生就业难，有一技之
长的职校生却很受欢迎。 以前的职校
毕业生都是往珠三角走，现在80%以上
留在长沙及其周边地区就业， 而且还
可以对口升学。”张湘吉说。

据王建林介绍，从去年开始，长沙

中职学校学生升学率保持在30%左右，
毕业生可以参加高考、对口升学、参加
高校自主招生，获得全国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金牌可以免试进大学， 获得二、三
等奖可以享受20分、15分的高考加分。

专业不合格？黄牌来警告
“三年来， 我们停办了十几所学校

的部分专业，对二十几个学校的专业实
行了黄牌警告。”王建林认为，长沙职业
教育已经由规模发展向内涵发展，由向
沿海输送人才转变为服务本地经济。中
职学校已从2008年的117所减少到目
前的67所， 而总招生规模仍保持4—5
万人左右，各校逐步形成以一两个主打
专业为特色的发展态势。

长沙市首创全国中职学生技能抽
查，并已连续实施了4年。根据今年5月
发布的2011年抽查结果， 长沙经贸职
业中专学校、长沙银河中等职业学校的
计算机应用专业因连续两年合格率未
过6成，停止专业招生资格；长沙市湘
麓中等职业学校的计算机应用专业和
湖南科技职业学院中职部的模具制造
技术专业因无故不参加技能抽查，停止
专业招生资格。值得一提的是，亮黄牌
和停招的专业基本上集中在计算机应
用专业、模具制造技术专业等过去的热
门专业。

王建林说， 从国家政策来看，职
业教育也越来越受重视， 如中职学生
每年补助1500元，涉农专业学费全免，
城乡贫困家庭学生免学费等等。 据统
计， 目前长沙中职学校的学生七成左
右来自全省农村地区， 特别是长沙周
边农村地区。

市场驱动，职校“优胜劣汰”
“最重要的问题是， 中职学校三年

教育， 如何培养出高素质的技工人才，
让用人单位满意。”王建林说，长沙目前
要求中职学校在一年级开展自信与成
功教育， 二年级开展自强与成才教育，
三年级开展自立与成人教育，为学生职
业生涯和终身发展奠基。“每15名学生
配一名专职辅导员，负责学生的思想教
导、心理疏导、生活指导、学习辅导、就
业引导。某种程度上说，他们接受的教
育比大学还严格。”

“职业教育要面向市场、 优胜劣
汰。”王建林认为，职业教育正在经历三
个转型： 由计划培养转为市场驱动、政
府直管转为宏观引导、学科本位转为能
力本位， 一旦学校不面向市场办专业、
不提高教学质量、不提高就业率，就将
被淘汰。

■记者 贺卫玲 实习生 王洪祥

3000人VS�30人 职校招生“冰火两重天”

长沙中职学校5年减少50所

本报9月17日讯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
日”，三湘华声的7名小记者15日来到长沙市
第一医院，过了一回“牙科小医生”的瘾。

“这是根据患者口腔做的模型， 用来镶
牙的。” 口腔科医生王达将一个模型递给小
记者传看。在为小记者检查完牙齿后，王达
教大家如何正确刷牙： 每次要刷够三分钟，
牙齿要分三面来刷，咬合面来回刷，上面的
牙齿从上往下刷， 下面的牙齿从下往上刷。
还有一种简单的方法，那就是上下牙齿一起
椭圆形绕圈刷。“千万不能横着刷，因为牙刷
就像一把锯，会将牙齿割出缝，严重的还会
把牙齿锯断。”

在现场， 医生还为小记者的牙齿做了氟
化钠制剂涂布，这是牙齿防龋的有效措施。

■记者 彭可心 王卉珍 实习生 王维

本报9月17日讯 “被捐款”、“被赞
助”、“被强制收费”……这些“搭车”乱
收费行为将受到处罚。近日，省治理教
育乱收费办公室发出通知， 要求各学
校违规收取的费用要无条件全部清退
给学生。同时，将重点抽查6个市州的
中小学校及部分高校的收费情况，查
处和通报乱收费典型案例。

此次检查内容包括：
教育经费投入和使用监管情况以

及确保各项教育惠民政策落实的情
况；

治理义务教育阶段择校乱收费情
况，以建校费、教师奖励基金会等收取
与招生入学挂钩的各类捐资、 赞助费
等行为；

利用学校教育、教学场地、资源或
与社会办学机构合作举办培训班、补
习班、提高班等有偿培训行为；

强制收取服务性收费、代收费或从
中牟利等行为；

清理规范中小学改制学校，对完成
清理规范工作的改制学校进行复核；

幼儿园是否收取赞助费、捐资助学
费、 建校费等费用， 是否以开办实验
班、特色班、兴趣班等为名在保教外另
行收费；

公办普通高中不执行招收择校生
“三限”政策的行为；

不按规定进行教育收费公示，或公
示内容与实际收费不一致的行为；

规范高校收费行为工作开展情况，
扩大招生范围收取研究生学费， 以热
门专业等名义提高标准收费， 违规收
取转学费、 转专业费和各类证卡工本
费、押金、保证金等行为。

■记者 黄京 贺卫玲

价值80万课桌
送往湖南贫困小学

9月14日，芒果RADIO爱心中国
“新学期、新课桌”助学大行动善款公
示，一共募集善款80多万元，可制作
4600多套课桌，其中800多套定向捐
赠湘西凤凰县吉信完小。本次活动由
湖南交通频道携手湖南省青少年发
展基金会、湖南省直团工委等单位联
合发起。

■记者 贺卫玲

新学期，对于长沙市67
所中职学校来说，新生报到
率可谓是几家欢喜几家忧。
来自长沙市教育局截止到8
月底的数据统计，今年长沙
中职学校一共招生3.5万
人，招生规模最大的湖南省
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招了
3000人， 而与之形成强烈
反差的是，另外有四所学校
招生都在30人以下。

近两年来， 一些中职
学校招生数量成倍增长，
而部分学校却因为招生规
模太小或办学质量不达标
而停办。 随着社会需求的
增长、 教育部门普职分流
政策的实施、 家长观念的
转变， 读个好中职成为很
多学生的选择。

“我是未来的牙科医生”

湖南督察
教育乱收费行为
违规收费要无条件清退给学生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启动
特殊专业研究生教育

近日，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隆重举
行研究生教育启动仪式。 去年10月，
该校成为全国首批52个开展“服务国
家特殊需求人才培养项目” 硕士专业
学位研究生培养试点单位之一， 获得
了农业推广硕士招收培养资格， 开设
了植物保护、作物、农村与区域发展和
农业信息化4个领域。该校今年首次招
收了研究生21名， 已建立了7个研究
生联合培养基地。

■通讯员 陈勇 罗建兵 记者 黄京

启德教育举行
留学美国免费讲座

正值美国留学申请季，9月22日下
午2点，启德留学联手交通银行，在长
沙皇冠假日酒店7楼欧洲Ⅰ厅举行《赢
在美国》2013美国留学申请攻略讲
座。 活动预约电话：0731-84488495。

■通讯员 王维 记者 贺卫玲

9月15日，长沙市第一医院，牙科医生在给一名小记者做牙齿保洁 。
实习生 李健 摄

教育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