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革

本报4月28日讯 今天，正
值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召开之际，作为老挝教
育与体育部官方认定的唯一国际
合作职业教育培训基地———中国
-老挝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基地
正式落户湖南。 挂牌典礼暨首期
老挝职业教育师资培训班开班仪
式在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举
行。 老挝教体部技术与职业教育
司司长努鹏、 老挝教体部国际合
作司司长西萨蒙，湖南省教育厅
厅长蒋昌忠，老挝中国总商会副
会长宋杰锋等出席挂牌仪式。

据介绍，去年11月，长沙民
政职院与老挝教育与体育部职

业教育发展中心签订了《合作开
展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协议》，这
是湖南与老挝合作交流的重大
签约项目之一，堪称“一带一路”
教育合作典范。按照战略框架协
议，长沙民政职院成为全省招收
老挝学历留学生的唯一高职院
校，并将继续扩大语言生和交换
生的招生规模。

长沙民政职院校长李斌表
示，将以基地成立为契机，建立
技术技能人才“育训结合”的国
际化合作平台， 与老挝开展全方
位的职业教育国际合作， 为老挝
经济社会发展和技术技能人才需
求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撑，助
力湘商和中资企业“走出去”战
略，培养本土化技术技能人才。

■记者 黄京
通讯员 杨帅 纪锐森

本报4月28日讯 网络时
代，版权保护问题是当今世界各
国共同面临的难题。今天，由中
共湖南省委宣传部、中共长沙市
委宣传部主办的“2019年马栏
山版权保护论坛”在马栏山（长
沙）视频文创园1号演播厅举办。
活动现场，马栏山版权服务中心
正式成立，这将为长沙高质量发
展提供全方位、多维度的版权服
务，促进版权产业的健康发展。

本次论坛以“严格版权保
护、优化营商环境”为主题，邀请
了9位教授、专家、律师和企业高
管来为长沙的版权保护贡献“马
栏山方案”。除了讨论“从芒果版
权实践看融媒体趋势下的版权
保护与增值”、“线上音乐版权的
保护及商业模式”、“从美欧双边
和多边自由贸易协定看国际著
作权强保护趋势”等时下热点版

权问题外，还对版权保护的实际
操作进行了讲解，让与会人员受
益匪浅。来自中南大学的吴同学
表示，演讲内容都是干货，“论坛
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介绍了什
么是版权，让我们意识到版权保
护的重要性，这需要每一个人都
参与进来！”

近年来， 长沙市的版权创
造、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水平
不断提升。目前，长沙已有培育
版权优势企业和版权密集型企
业38家；2018年，软件著作权登
记突破万件达15717件，同比增
长65.72%； 作品登记突破四千
件，占全省90%以上。天心文化
产业园，中广天择、湖南鼎翰、天
舟文化、学海文化，被国家版权
局分别授予国家版权示范园区
和全国版权示范单位。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何非常

尽管分类考试招生刚被写
入新高考改革方案， 但从2007
年开始， 我省每年都有许多考
生通过单招， 在高考前就被高
职院校录取。13年来，单招招生
规模逐年上升，在今年“高职院
校扩招100万人” 的政策引领
下，更是创下“史上之最”———
达11.2万人，已超上年度高职院
校招生总人数的一半。

一些文化成绩并不突出的
学子，通过单招走入高职院校，
最终成为“业界大咖”。湖南工
业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生张江杰
就是其中一位。 这个从小就酷
爱发明的男生， 高二时就休学
回家搞研究并创办了公司。
2012年， 他通过单招考试考入
湖南工业职院， 开始了一边读
书， 一边将发明进行到底的生
活。 因在单招考试时他的动手
能力和创新思维非常突出，且
创业规划十分清晰， 机械工程
学院院长李强至今对张江杰记
忆犹新。张江杰入校后，学校为
他提供了多个创新创业平台，
以及相对宽松的学习环境。“他
在发明创造上的天赋也越发表

现明显， 接连在两届巴黎国际
发明展览会上都拿到了金奖。”
毕业之后， 他的创业之路也越
来越顺畅， 在2017福布斯中国
“30位30岁以下” 精英榜中，张
江杰以仁杰电子总经理身份入
选。

与此同时， 也有一些高职
院校不太欢迎单招考生， 认为
生源质量比高考生要差。还有
部分高中学校会把一些考试
成绩较差的学生推至单招考
场。在省教育厅职业教育与成
人教育处处长余伟良看来，用
“普教化” 的标准来评价参加
分类招考的考生并不科学。他
认为，分类招考既是高考改革
方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
是职业教育改革“建立职教高
考”制度的基本模式。“让每个
学生都找到更适合自己的教
育模式，先要有适合自己的考
试模式，分类考试招生可谓势
在必行。它将改变‘唯分数说
话’的考试招生格局，进而建
立起凭能力发展的教育新局
面，使个个出彩、人人成才变
得更加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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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招考”畅通技能人才成长渠道
我省今年高职院校单招规模达11.2万人，已超上年度高职院校招生总人数的一半

传统的观念里，考大学必须“靠分数说话”，考生有没有可能
凭一技之长也能读大学呢？当然有！比如，不参加高考，以“文化
素质＋职业技能”的单招考试升入高职院校，在我省已经实施了
13年。在新高考时代，以单招为主、同时包括五年制大专、对口
升学的分类考试招生，将成为高职院校招生主渠道。

分类招考将给高职院校带来哪些机遇和挑战？ 其将如何解
决技能人才发展通道的问题？今日，三湘都市报记者围绕“分类
考试招生”制度进行采访。

不过，考试制度的改革只是起
点，要真正实现技能人才成长渠道
的畅通，还需要高职院校在人才培
养环节花大力气。

“分类考试只是在招生环节进
行改革， 真正要让技能人才学得
好、有奔头，还必须为不同学生提
供差异化的教学模块，提升人才培
养质量。” 湖南工业职院机械工程
学院院长李强告诉记者，目前该校
英语课及部分专业课，会根据学生
的实际水平进行分层教学。

王雄伟则认为， 新高考实施
后，高职院校也要主动探索与高中
学校形成有效的人才培养联动机
制。“比如派出一些技能大师参与
高中学生生涯规划指导，引导他们
从‘唯分数’、‘唯升学’的应试教育
倾向转向综合素质全面发展，鼓励
他们将自身兴趣特长与国家经济
社会发展需求结合起来。”另外，高
职院校也要针对不同学科背景的
学生，科学制定有针对性的培养计
划，“以人为本、因材施教，实行人
才精准培养，才能培养适应新时代
需求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湖南科技职业学院党委书记
李三福也很认同“分类考试招生制
度”的确立。他表示，分类招考能够
为学生提供多样化的成长成才路
径， 并有效分流高考升学的压力，
避免“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现象。
“当然， 分类考试也为高职院校的
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 李三福
分析，一方面，分类招考赋予了高
职院校更多的招生自主权，高校可
以根据育人理念， 招到满意的学
生。但另一方面，随着生源结构的
变化，也为高职院校在教学管理等
方面带来挑战。“今后除了中职生、
高中生，还会有农民工、下岗工人
和退伍军人等都进入高职院校学
习，如果只用同一个培养方案和标
准显然不合适。”李三福说，学校必
须要通过加强课程建设、提升师资
队伍水平等推进分类分层教学，在
生源质量并不统一的情况下，努力
让他们的毕业质量达到相似水平。

按照我省新高考方案，分
类考试招生将成为高职院校招
生的主要形式。 我省根据实际
建立了以高职（专科） 单独招
生、 普通高校对口招生和五年
制招生相结合的高等职业教育
分类考试招生体系。

三湘都市报记者在采访中
获悉， 我省不少高职院校已经
将分类招考作为招生主渠道。
以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为
例， 预计今年录取的新生中超
过65%的人将是通过分类考试
进来的，院长王雄伟认为，分类
考试和高考最大的区别在于，
由“择分录取”向“择才录取”转
变。“因为考生不需要参加高
考，也不是只考核文化成绩，还
需要体现职业技能， 这对于技
能人才的选拔而言至关重要。”

那么， 在考试内容的设计
上， 如何才能更利于技能人才
的发挥呢？王雄伟介绍，应届高
中生的文化素质成绩由高中学

业水平考试成绩来替代， 然后
再进行包括心理素质、 创新思
维、 实践动手能力在内的综合
素质测试。值得一提的是，为了
进一步凸显职业技能、 淡化文
化成绩， 该校在录取统分时并
没有简单地将两项成绩相加，
而是按学考成绩（满分900分）
*75%＋综合素质成绩（满分
100分）*25%来计算。“如果两
名考生学考成绩本来相差50
分，但这样折算下来，相差不到
5分了。 这对那些动手能力强、
职业倾向性突出、 但文化成绩
稍逊的考生而言，更为公平。”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
院招生就业处处长谢劼表示，
随着新高考的实施， 相信通过
单招进入高职院校的考生会越
来越多。她认为，接下来，高职
院校要认真研究如何在分类考
试中真正考察出学生的潜质和
素养， 让每个学生都能通过适
合的方式考入大学。

让每个学生找到适合自己的考试模式

■记者 黄京

由“择分录取”向“择才录取”转变
网络时代，版权保护需要你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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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技能人才学得好、有奔头

日前，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单招面试环节，考官测试考生相关专业知识具备程度。 记者 黄京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