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张建华
本报通讯员 岳朝杰 李军

记者：近年来，在高校招生和就业

形势严峻的情况下，郑州科技学院在招

生和就业方面一直走在我省的前列，就

业率连年在 96%以上，请问学校有什么

“秘诀”？

刘赛赛：“秘诀”倒没有，我们在人
才培养和毕业生就业工作上，扎扎实实
地做了一些工作，也取得了一些成效。
郑州科技学院是一所以工科为主，经
管、艺术、文学、教育等多学科协调发展
的应用型普通本科高校，实施“学历+技
能+综合素质”的人才培养模式，以培养
高级应用复合型人才为培养目标。

学校坚持现代职业教育理念，以市
场需求为导向，实施“学历证+技能证+
综合素质证”三证并举的人才培养模式，
在各专业人才培养中实现课程内容和职
业标准相对接，深化职业理念，培养技能
专长。坚持“面向全体、立足专业、强化
实践、突出创新”的创新创业教育理念，
从培育大学生创新创业精神入手，把教
育内容和专业特点结合起来，突出科技
创新的引领作用，同时立足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需求，以培养具有创新创业能
力的应用复合型人才为最终目标。同
时，还针对新经济快速发展迫切需要
新型工科人才的实际情况，学校不断
探索“新工科”建设，培养具有创新创
业能力和跨界整合能力的新型工科人
才，为地方重点领域和新兴行业输送
了大量的“新工科”人才，所以有许多
学子选择了我们学校就读。

记者：在就业上，学校每年举办的

毕业生招聘会在省内高校中产生了不

小的影响，学校是怎样开展的？

刘赛赛：近年来，郑州科技学院
主动联姻 100余家企业开展校企合
作育人活动。这些企业综合实力强，
在国内外知名度高，其中不乏中国
500强企业、外资企业、合资企业。

学校利用地处产业集聚区的地理
优势，主动与政府部门积极合作，采取
校、企、政、行结合的方式，目前已与产
业集聚区70家企业共同签署了合作
办学项目协议。本、专科学生利用校
企合作的机会，不断提高学生的工程
实践能力、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在
课程对接上，大胆引进企业课程和学
校课程深度融合。

定向培养，定岗培养，增加就业
针对性。郑州科技学院主动和著名
企业联系，开办“冠名班”，为企业培
养专门人才。经过多年的努力，学校
已与中联重科开封工业园共建机械
类专业，冠名为“中联班”；与郑州海
尔空调器有限公司共建机电类专业，
冠名为“海尔班”；与长城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组建汽车类专业，冠名为“长
城班”；与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合
作共建食品类专业，冠名为“三全
班”，实现“企业课程进校园”“企业讲
师进课堂”，不断提升协同育人发展
内涵，助推学生高质量就业。据统
计，每年近三分之一的毕业生，通过
订单班、冠名班直接走上工作岗位，
解决了学生找工作难的问题。

广泛开展“政、校、企、行”的校企
合作，加大岗位对学生动手能力培养
的需求。目前，学校与宇通客车、海
尔集团、中联重科、长城汽车、瑞仪光
电等全国近百家企业建立了稳定的
校企合作关系，优质的社会资源不仅
满足了学生实习实践需求，还为构建
跨专业集群的创新型、复合型人才培
养机制，学校引企进校共建“智能制

造学院”、“全球供应链与跨境电商学
院”、泛“IT”学院等16个具有行业背
景和企业特色的校内实践创新综合
体，获得企业共建资助款100余万元，
与学校驻地政府签署了共建和对口
支援协议，为学生成才搭建创新实践
平台。

从2006年开始，该校利用河南省
仅有的毕业生就业市场民办类分市场
的有利条件，定期发布人力资源供求
信息，举办专门招聘会，每年举办“河
南省民办类高校毕业生”就业双选会，
吸引了来自云和数据有限公司、怡亚
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海尔集团、格
力电器郑州分公司等全国700多家企
业参加，每年为毕业生提供就业岗位
15000多个。每年的招聘会，都受到
学生、家长、企业的一致好评，学校的
招聘活动也多次被媒体报道过，被媒
体誉为全省民办高校毕业生就业的

“根据地”。学校先后获得“全国学生
就业示范民办高校”“河南省普通大中
专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河南省
就业政策落实先进单位”“河南省普通
高校工作优秀单位”等荣誉称号，就业
质量连年攀升。

打通大学生成才就业之路
——访郑州科技学院常务副院长刘赛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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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闻

6月9日，为打造特色课堂，启迪学生心智，陶冶学生情操，促进学
生全面发展，郑州市柳林三小一直致力于特色校本课程的开发和社团
活动的开展。学校对本学期的校本课程及社团的开展情况进行评估
验收，验收小组依次验收了百变毛毛虫、艺术折纸、纸杯DIY、纸墨飘香
等富有三小特色的社团文化课程。走进各活动社团的验收现场，形态
各异的扭扭条作品，惟妙惟肖的折纸，芳香四溢的端午香包，让验收组
成员啧啧赞叹。 （靳瑞）

6月16日至18日，由河南省体育局主办，省社会体育管理中心
承办，驻马店市教体局协办的河南省第十五届健美健身锦标赛在黄
淮学院举行。郑州财经学院代表队夺得冠军3名、亚军1名、季军1
名，荣获大学生组团体总分第二名和优秀组织奖。据了解，此次大赛
是河南省最高水平的健美健身赛事，吸引了来自省内外41支代表队
参赛，其中有17支来自省内外高校，共设健美、健体、健身、形体、比
基尼五个大项。 （马元伟）

教育动态

信阳师院组建中国第一个本科作家班
近日，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何建明到

信阳师范学院参加文学创意写作专业建
设座谈会，就组建中国第一个本科作家班
进行具体、深入指导。何建明对“大别山非
虚构写作中心”的课程设置、教学计划、课
程建设与开发、师资培养、教学改革等方面

提出了建设性意见。该校文学院于2016
年10月成立了“大别山非虚构写作中心”，
聘请何建明为该中心主任。“中国第一个本
科作家班”在作家和文学界产生了积极反
响，不少作家表示要积极关注，推动作家班
产生积极影响和成果。 （朱四倍）

“一点公益杯”创业之星选拔在许昌学院举行
6月9日-11日，由河南省教育厅指

导，北京一点公益基金会支持，河南省
校企联合会、河南省大中专毕业生就业
促进会联合主办的“一点公益杯”河南
省大学生创业之星项目选拔活动决赛
在许昌学院举行。经过校级初赛、高校
推荐和省级网评等环节，共选拔出50个

项目团队参加了现场比赛。最终郑州
铁路职业技术学院的“高铁驾驶员VR
教育培训系统”项目获得一等奖;许昌
学院的“防雾智能高速护栏和安全交通
云图APP”等5个项目获得二等奖,河南
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等高校的24个创业
项目获得优秀奖。 (李树华)

南阳理工学院推出学业预警制度
近日，南阳理工学院《学生学业警示

管理办法》发布实施，此举预示着该校学
业预警制度正式建立。据悉，学校每学期
向学生个人及家长发放学业警示通知书，
学生在校期间受到两次橙色警示的编入
下一年级学习；对受红色警示的学生给予
退学处理，但对受警示前一学年内，有三
门及以上必修课成绩达90分以上，获得

本专业职业资格证书、省级以上学科竞赛
三等及以上获奖证书；公开发表本专业学
术论文或获得专利者，经批准可以有一学
年试读期。学校还将对受警示的学生进
行学业帮扶工作，在帮扶责任人负责指导
下，受学业警示的学生要根据培养方案及
学生实际情况制订《学业警示学生个人学
习计划》并接受审核。 （罗新宇）

河南城建学院助力百城建设提质工程
6月 15日，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与河南城建学院在郑州举行战略合作
联席会。双方围绕“推进校政融合，服务
百城建设”，在课题研究、平台建设、项目
实施等方面进行了会谈。双方参与部门
多达20个。会上，双方围绕服务百城建

设提质工程，在百城建设提质工程调研
分析、装配式建筑技术应用推广、建筑行
业大数据中心建设、城市空间综合管理
等方面进行部门对接会谈，达成多项合
作意向，并就建立校政联席会常态机制
达成一致意见。 （王 哲）

黄河交通学院开展“喜迎十九大”主题活动
日前，黄河交通学院党委发挥传统

媒体和现代信息技术优势，统筹网上网
下资源和力量，把“砥砺奋进的五年，喜
迎十九大”主题活动作为学校党委头等
大事，营造了浓厚的舆论氛围。一是举
办网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

略研讨班。二是通过举办“感动交院”年
度师生人物评选活动、专场音乐会等丰
富多彩、生动鲜活的手段，宣传省委、省
政府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取得的显著
成绩；三是开展暑期大学生社会实践活
动，深入到农村、工厂、社区，到群众中
去，开展贴近群众的宣讲活动。（李树华）

河南建院教师受邀担任《中国大能手》评审专家
近日，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教师

张国胜被中央电视台《中国大能手》特
聘为专家，在 6月 9日中央电视台财经
频道播出的《中国大能手（第三季）》“瓷
砖贴面”项目全国电视总决赛节目中担
任评审专家。节目中，张国胜与其他两

位评审专家共同制定总决赛技术要求
和成绩评定标准，对选手进行比赛过程
成绩评定和结果成绩评定及选拔等工
作。同时，张国胜还担任每关晋级比赛
开场的专业技术内容讲解的重要工作。

（苏磊 王珊珊）

河南林业职业学院获创意设计大赛特等奖
日前，2017中国·洛阳(国际)“三彩

杯”第五届创意设计大赛暨文化科技创意
展览会在洛阳举办。河南林业职业学院
信息与艺术系的参展作品《草印良品》,从
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斩获特等奖。据
悉，该作品紧扣本次大赛农耕的设计主

题，以仰韶彩陶纹样为元素，融合传统纯
天然植物印染和扎染技艺，传承了传统文
化，倡导绿色理念，具有较好的保健作
用。这也是自第三届中国·洛阳(国际)“三
彩杯”创意设计大赛以来该团队第三次蝉
联项目奖金、摘得桂冠。 （孙新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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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开心灵之窗，让人生充满阳光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心理健康教育活动侧记

□本报记者 张建华
本报通讯员 悦媛 李绍巍

“这段时间，我总是觉得自己很胸闷，
还时常头晕，晚上总是睡不好觉啊！也许
是毕业论文还有很大问题吧？也许是考
研失利吧？也许只是快毕业了吧……”一
名毕业生向郑州航院心理咨询师谈起了
自己的烦恼。

不起眼的小房间里，却能容得下数以
万计学生的烦恼与困惑。郑州航院心理
咨询室位于01教学楼B座5层东侧，共有
蒋萃、耿三琳、张丽娜等近十名心理咨询
师。目前，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以个体心
理咨询为核心，系列团体心理辅导活动为
辅，面向学生进行全方位的心理疏导。

2004年，教育部、团中央、全国学联
办公室向全国大学生发出倡议，把每年的
5月 25日确定为全国大学生心理健康
日。5月份，郑州航院已陆续开展户外宣
传、心理常识解答、团体心理沙龙、心理电
影赏析、心理书籍阅读分享、主题班会、成
长故事分享会等心理健康活动，旨在携手
关爱大学生心理健康和心灵成长，从而增
强其心理素质，提高心理健康水平。

架起心桥
构建心理健康“4G网”

郑州航院在很早之前就在各行政班设
立了心理委员，主要为了帮助班级同学了
解自己的心理状况，协助同学解决自己的
简单心理问题。然而由于心理健康问题的
特殊性，缺乏心理健康知识的心理委员在
处理相关心理问题时，显得捉襟见肘。

这样的情况于 2008年开始逐步改
观，郑州航院于当年5月份举办首届心理
委员培训，并一直延续至今。培训队伍也
从单一的班级心理委员，扩大到了寝室
长、辅导员、心理咨询师，由此架起了畅达
整个校园、覆盖每位学生的“学校、学院、
班级、宿舍”心理健康教育“4G网络”。

“我习惯了一个人，一个人吃饭，一
个人学习，一个人读书，一个人逛街，一
个人……”某同学向蒋萃倾诉,父母常年
紧张的工作造就了她独来独往、独立做事
的行为方式。“我的事情可以自己做，不用
和别人一起。但宿舍里其他几个人时常
在一起，这也确实让我感到很不好。”

如何看待自己成长中的困惑与烦
恼？如何处理自己与父母的关系？如何
面对自己的未来？这是该学生经常与寝
室长、心理委员、辅导员、心理咨询师探讨
的问题，也是大多数大学生面临的心理困
惑。从大二下学期开始，学校和该生一直
都保持着联系和交流，一直到她现在毕
业。慢慢地，该生与父母、舍友的关系缓
和了许多。“之后的大学生活里，我和舍友
互帮互助，毕业了感情依旧很好。”

郑州航院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在完善
培训制度的同时，注重培训内容的系统
完整，采用了理论授课、案例分析、放松
训练、互助游戏等多种形式。培训力求
既帮助心理委员熟悉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的基本理论，提高业务能力，又引导他们
树立全心全意为广大学生服务的工作态
度，促进学生素质的全面提高。迄今为
止，累计受益人员达千余人。

防患未然
成就健康心理

该校一位学生从高三开始就一直在

校外做有偿心理咨询，最终因为承担不
了高额的咨询费用而转向校内，向学校
的心理咨询师寻求帮助。“考研或是成为
一名教师”，在他的世界里，仿佛只有这
两条路。“但是这两条路我都不想走”。

“其实你还有第三条路，你可以尽情地尝
试……”最终，该生选择了自己创业，在
自己天地里尽情尝试人生的各种可能，
逐渐由个人世界走向群体。就这样，这
位学生与学校的心理咨询师建立了疏
导渠道。“没有建议，也不是分析，我们
的工作是帮助他们看到问题从而解决
问题。”

“我找到了自己的第三条路，原来我
也可以有这样一种生活。非常感谢您一
年多时间里的耐心疏导与悉心陪伴。”最
终，前来与蒋萃告别的毕业生脸上洋溢
着喜悦的笑容。

类似这样的心理咨询贯穿了整个大
学生活。其实，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在
入校军训时就已经开始。

军训期间，心理健康教育专兼职教
师逐一走进新生军营，讲解了学校心理
健康教育的发展状况和主题活动，郑州
航院还专门举办了心理健康知识进军营

“心兵突击”活动。涵盖了团体辅导、音
乐放松训练、学习小组、心理知识专题培
训等。大学生心理健康发展协会还会为
新生的疑问逐一解答，为同学们赠送《心
灵启航》迎新专刊和《心理知识自助手
册》万余份。

离别时分
有我伴你身旁

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在面临
来自许多方面的压力时，容易出现心理
问题。郑州航院专门就此在学年第一学
期，开展“毕业生心理辅导”，设立“专有
心理服务通道”，让毕业生在心理咨询室
内尽情发泄自身负面情绪。帮助毕业生
们排忧解难。毕业班学生可在“专有心
理服务通道”直接约谈心理咨询师。

“为什么别人都已经考上了研究
生？为什么之前比我差的学生都考上
了，我竟然没考上？难道他们真的都比
我好吗？难道我就真的如此差劲吗？我
以后究竟该怎么办?”一个女生边哭边
说，显然她比较激动。“再考，如果我选择
再战的话，我能考得上吗？没有考上的
话我该怎么办？”来自同学，来自朋友，来
自父母等巨大压力压得她喘不上气。焦
虑，焦虑到晚上无法安睡，焦虑到中午无
法入眠。看到这种情况，张丽娜让她尽
情地发泄，发泄出长时间以来积压在她
心里的焦虑与不安。又通过剖析问题的
方式，倾听她的想法，帮助她发现自己在
认知上的偏差。长时间的交谈之后，女
生慢慢平复了心绪，脸上又扬起了自信
的笑容。

然而，大学生身份的多重性造就了
其心理健康问题的多样性与复杂性，这
对高校心理疏导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
要更多的专业心理咨询师的介入。

今年 5月，郑州航院举行二级心理
辅导站试点单位评审会，共评审出六个
学院为首批二级心理辅导站工作试点。
心理辅导站的建设进一步扩大心理健康
教育的覆盖面及增强心理健康教育的实
效性和普及性。下学期学校将开展心理
剧表演，以新颖的话剧形式呈现，让更多
的阳光温暖心灵。

本期关注

●● ●● ●●

郑州纬五路一小开展社会实践作业展评
6月 15日上午，郑州市金水区纬五

路第一小学一年级学生开展了“社会实
践性作业展评”活动，孩子们把自己的
泥塑作品带来学校进行展览，彼此欣
赏、学习。参观各班五颜六色、各式各
样的作品展，孩子们好像在品味着一个
个“小艺术大师”的艺术故事，作品制作

的过程不仅锻炼了学生的实践动手能
力，也激发了他们的想象力和艺术创作
灵感。通过此次展评活动，孩子们开阔
了眼界，感受到了不同作品所具有的独
特魅力，也展现出了学校鲜活阳光、丰
富多彩的校园文化特色。

（王艺涵）

安阳师范学院是一所有百年办学历史的河
南省属普通本科高校，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
试点单位。近年来学校生源质量逐年提高，学校
社会声誉进一步提升，赢得了家长和考生的普遍
认同，得到了越来越多青年学生的青睐。2017年
学校招生总计划为 7710人，其中普通本科计划
5070 人，专升本计划 1610 人，专科计划 1030
人。普通本科专业面向 21个省（市、自治区）招
生。招生专业合计56个本科专业，4个软件工程
本科专业方向，8个专科专业及方向。今年安阳
师范学院继续安排有小学教育（全科教师）本科

层次免费师范生招生，招生计划165人，面向河南
省内21个县（市）定向招生。若广大考生想了解
具体分专业招生计划、招生章程及往年录取情
况，可以登录学校官方微信、微博和招生信息网
(zs.aynu.edu.cn)查看。

咨询电话: 0372-2900135
2900136 2900137 2900138
地址：河南省安阳市弦歌大道436号
邮编：455000
网址：http://www.aynu.edu.cn
电子邮件：zs@aynu.edu.cn

官方微信

官方微博

定向招生设岗县（市）

省辖市

安阳市

鹤壁市

新乡市

焦作市

濮阳市

直管县

县（市）

安阳县
汤阴县
内黄县
林州市
淇 县
获嘉县
延津县
封丘县
辉县市
原阳县
修武县
武陟县
温 县
沁阳市
清丰县
范 县
台前县
濮阳县
南乐县
滑 县
长垣县

招生计划

合计
165
3
5
8
18
5
3
9
12
9
12
1
6
5
6
5
6
8
15
16
10
3

文科
88
2
3
4
9
3
2
5
6
5
6
1
3
3
3
3
3
4
8
8
5
2

理科
77
1
2
4
9
2
1
4
6
4
6

3
2
3
2
3
4
7
8
5
1

2017年小学教育（全科教师）
本科（免费师范生）招生计划

类别及计划

普通本科
3175人

提前批本科
1160人

软件类本科
440人

对口本科
80人

招生专业
中国语言文学类（含汉语言文学、汉语国际教育）、历史学
类（含历史学[师范类]、考古学）、计算机类（含物联网工程、
软件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材
料化学、化学、应用化学、物理学、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新
能源材料与器件、电子信息工程、思想政治教育、行政管
理、社会学、法学、电子商务及法律、英语、日语、数学与应
用数学、统计学、地理科学、旅游管理、人文地理与城乡规
划、教育学、学前教育、应用心理学、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
学、物流管理、教育技术学、会计学、财务管理、市场营销、
人力资源管理、建筑学、土木工程、工程管理

体育教育、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音乐学、音乐表演、舞蹈
学、美术学类（含美术学[师范类]、摄影、绘画）、书法学、
动画、设计学类（含环境设计、视觉传达设计）、播音与主
持艺术、广播电视编导

软件工程(移动设备应用开发方向)、软件工程(Java技术
方向)、软件工程(数据库方向)、软件工程(.Net方向)

学前教育、音乐表演

2017年本科招生计划

专业名称

合计

法律事务

学前教育(师范)

酒店管理

工商企业管理 (商业企业管理)

计算机应用技术 (微商微店)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跨境营销与策划)

计算机应用技术(网络信息安全)

计算机应用技术(UI设计)

学制
（年）

3
3
3
3
3
3
3
3
2
2
2
2
2
2
2
2

科类

文科
理科
文科
理科
文科
理科
文科
理科
文科
理科
文科
理科
文科
理科
文科
理科

计划

1030
50
30
110
40
20
10
50
30
85
85
85
85
85
85
90
90

学费标准
（元/生·年）

3300
3300
11000
11000
11000
11000
11000
11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2017年专科招生计划

安阳师范学院2017年招生7710人
国标代码：10479 河南招生代码：6050、6051、6052、6053、60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