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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努力创办青年友好型职业大学
——访洛阳科技职业学院院长刘丽彬博士

□范坤鹏 熊尧 胡潇文 侯妍妍

近日，洛阳科技职业学院院长刘
丽彬博士受邀参加腾讯新闻《职教专
家课》系列直播栏目，以《新时代职教
改革助你人生更精彩——创办青年友
好型职业大学》为主题，分享了对中国
职业教育的认识，并以洛阳科技职业
学院为例，剖析了职业教育的意义与
现状，以及创办青年友好型职业大学
的初衷和目标。

给予足够的关注和尊重
职校生也能够逆风翻盘

2022年是职业教育提质培优、改
革攻坚的关键年。在市场需求和政策
双向驱动下，新职业教育正在成为国家
教育的基础。面向关注职业教育的学
生及家长，在刘丽彬看来，职业教育不
是普通教育的托底，而是同普通教育并
行的另外一条人才培养轨道，同时还嵌
入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中，与不同时期
的增长模式和产业结构密切相关。

但目前普遍存在的状况是一旦提

及职业教育，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学生毕
业后在流水线上做一份简单重复、枯燥
乏味的工作，收入微薄、技能有限，更谈
不上职场上的成长，从而蹉跎了青春。

实际上，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制
造业转型升级，高端服务业也逐渐繁
荣，职业教育并不像传统认为的那样
只有一些工作环境不佳、收入有限、随
时可能被时代所淘汰的岗位，职校生
也并不一定像传统所认为的在学业竞
争中败下阵来，从此不会再拥有闪耀
发光的人生轨迹。

刘丽彬相信只要给予他们足够的
关注和尊重，他们不仅能学习到安身
立命的技能，也能逆风翻盘。

认同尊重激活每一名学生
使职校生重塑自信突破自我

直播中，刘丽彬从洛阳科技职业
学院宣传片及学生学习生活相关视频
入手，全方位展示了这所学校致力于
创办青年友好型职业技术大学，勇于
打破传统观念，以学生为中心，认同、
尊重、激活每一个与众不同的个体，使

职校生及家长能重塑自信，突破自我
的育人成果。并详细分析了职业院校
青年学生及学生家长的心理特征，阐
述了“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应以
对青年学生的认同、尊重、激活为前
提”的观点。并围绕职业教育现状及
发展前景，指出了城市发展与技术技
能人才之间的必然联系，即建设青年
友好型城市，需要有以人才培养、文化
传承、社会服务、科学研究于一体的青
年友好型职业大学的支撑，以实现城
市“应用型”人才与“研究型”人才“均
衡发展、相互渗透”。

刘丽彬表示，职业教育之所以被
打上低质量的标签，很大程度并不是
职业教育内部因素造成的，它与传统
教育观念和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衡也
息息相关。

因为社会对高学历的偏好，职业
教育毕业生在人文素养方面不足的普
遍认知导致社会对他们的认可度迅速
下降。但如今实体经济转型升级，高
素质技术人才的缺口越来越大，不得
不让从前不重视职业教育和技能人才

培养的企业把目光投向职业教育。职
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培养方式不一
样，尤其是高质量的职业教育必须与
企业的真实需求匹配。

打造“一体两翼”
独具特色“洛科”育人模式

在洛阳科技职业学院“力量大厦”
中提出“一体两翼”发展模式，“一体”
是建设青年友好型职业大学，“两翼”
指“学院+书院”双院制育人模式和“政—
校—行—企”协同育人模式。

在实施“学院+书院”双院制育人
管理模式中，洛阳科技职业学院全面
推进学分制建设，打通“学院+书院”
双院制建设的最后一公里。建成八
所文理渗透、专业互补、互相交流的
书院，承担学生生活指导、学业规划、
习惯养成、文明礼仪、综合素质拓展、
心理健康辅导与奖学资助等一整套

“三全育人”养成计划。构建促进师
生交流、拓展学习空间、强化学术建
设、加强服务保障、渗透生活德育的

“双院”育人机制，形成书院与专业学

院相互倚重、凝聚合力，共促学生专
业能力和综合素养提升的独具中国
特色的职教书院。

在构建“政—校—行—企”协同育
人模式方面，推动洛阳科技职业学院
在政府指导支持下与企业联盟、与行
业联合、同园区联结，成立“政—校—
行—企”合作理事会，建立“政—校—
行—企”协同运行机制，提升外部合作
水平。将“政—校—行—企”协同育人
模式融入国家战略、融入区域发展、融
入行业进步。同时，深入对接洛阳

“755”现代产业体系、“6+3+X”新型
产业专业园区等场域载体建设，以教
学企业为人才培养主阵地，根据就业
岗位（群）职业能力需求，围绕职业岗
位（群）的业务流程，设计体现进阶式
职业能力培养的“岗课赛证”课程体
系，确保“政—校—行—企”育人模式
的有效落地与实施。

刘丽彬认为，教育的本质是立德
树人，职业院校要以就业为导向，改进
教学模式、育人模式，按照职业教育、
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规律办好学校。

中国高等职业教育变革的核心是
结构性的转型以及高技能的人才培
养。从洛阳科技职业学院的办学理念、
目标与发展来看，刘丽彬正是这样做
的。洛阳科技职业学院始终秉承“以父
母之心育人，帮助学生成就梦想”的办
学宗旨，培养厚德博学、内心充盈、敏行
善言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同时，在

“双高”院校的建设、应用型职业技术大
学转型、现代产业学院的发展等方面持
续发力，以新时代、新格局、新机遇为契
机，以“成为扎根中原大地的高水平职
业技术大学”为愿景，坚持学院—书院
双院育人，政—校—行—企协同育人，
努力创办青年友好型职业大学。

刘丽彬《职教专家课》的整场直播
的在线互动高达 333 万人次，引起了
很大反响。观看直播的观众踊跃留
言，纷纷表示聆听刘丽彬的直播课之
后深受启发，不仅更加深入地了解了
职业教育，也对洛阳科技职业学院认
同、尊重、激活的教育理念和学校定
位，留下了深刻印象，对学校以学生为
中心的价值观，表示高度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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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谭勇

6月 6日，芒种。“农民育种家”张
秋梅穿梭在小麦种植基地和实验室
之间，不时轻轻拭去额前的汗珠。

“选拔小麦新品种的单株考种，
就好比小麦种子的‘高考’，看谁能

‘鲤鱼跃龙门’！”痴心种子“芯片”的
张秋梅，已育成 3个通过国审或省审
的小麦新品种。

张秋梅的出生地毗邻小麦育种专
家茹振钢在新乡县郎公庙镇领衔打造
的千亩小麦基地。“小时候最大的梦想
就是不再当农民，不再种地。”张秋梅
笑道，随着规模化种植让成本下降、利
润上升，“进城务工”大军开始“返乡种
田”，我也紧随潮流成了新农人。

如今，全省有131万名像张秋梅一
样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把农业
当成挚爱的事业，舞台就是田间地头。

大国小农，是我国农业的基本国
情。人多地少，是河南的基本省情农情。

“人均一亩三分地，户均不过几

亩田。”前些年，随着农业劳动力大量
涌向城市，农村老弱化问题突出，出
去的不愿回乡干农业，留下的无力安
心搞农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村经济社
会发展，说到底，关键在人。早在
2013年，为破解“谁来种地”困局，中
央农村工作会议为广大农民打了一
针强心剂：“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
业，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让农村
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正是这一年，在外打工的宜阳县
柳泉镇河东村村民王留雷返乡，开始
流转土地种粮。“种粮年年赚钱，这里
头有技巧！”王留雷气定神闲，最关键
的就是科学种田用良种，当地雨水
少，他果断选择适合旱地生长的小麦
品种，今年亩产超过了1100斤。

“没有人，没有劳动力，粮食安全
谈不上，农业现代化更谈不上。”在省
农业农村厅科教处二级调研员吴秀
云看来，“谁来种地”“怎么种地”是农
业现代化的关键，加快培育爱农业、

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高素质农
民，留住人、增能人、育新人，正是破
局的关键。

当前，我省进入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
期。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一支规模
宏大的高素质农民队伍必不可少。

我省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一大批像王留雷一样的农民从外
出打工到返乡创业，演绎“凤还巢”，原
来就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感觉更有奔
头了，不断做大做强。作为新农人，他
们藏粮于技、藏粮于地，种田新模式不
断涌现，希望的田野勃发新生机。

“你在外打工挣钱、我在家帮你
种田。”从 2010 年开始，商水县天华
种植专业合作社创造性开展“土地托
管”服务。“土地的承包权和经营权还
属于农民，种什么农民自己说了算，
合作社只收取农业生产中服务费用，
土地收成全部归农户，相当于‘土地
保姆’。”将心比心，农民出身的合作
社理事长刘天华很懂农民。

“农业社会化服务是破解农业生
产分散低效问题的有效形式。”河南
农业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副院长张
锟分析，土地托管服务打破了户与户
之间的纵横边界，实现了“围棋盘”上
的集约化经营，也实现了小农户与现
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

据统计，大约 12.5万家各类社会
化服务组织活跃在我省广大农村，
1576万户小农户受益，服务面积1.86
亿亩次，昔日“一家一户干不了、干不
好、干起来不划算”的事做得风生水起，
小农户搭上了现代农业发展的快车。

授人以鱼更要授人以渔。仅“十
三五”期间，全省培育各类农民 113
万人，其中各类农业经营管理者19万
人，各类技能型人才94万人。

“让人吃饱饭吃好饭的活儿，才
是世界上最有意义的事业。”参加“高
素质农民种子专题培训班”后，张秋
梅的视野更宽了。目前，她正在培育
的小麦新品种还有8个，“我对咱河南
农业现代化更有信心了……”③7

新农人唱响丰收新时代
—“丰收麦田里的河南农业现代化”系列观察之六

□本报记者 李虎成 代娟 刘晓波
本报通讯员 李娟

6 月 7 日上午，记者走进新乡卫
辉市上乐村镇刘板桥村村头的麦田，
麦浪滚滚，满目金黄。收割机穿行其
间，轰鸣声里透着丰收的喜悦。

这里是占地面积68平方公里的蓄
滞洪区，涉及上乐村镇33个村的4万
余人。记者清楚记得，10个月前，这里
还是一片汪洋泽国，平均水深达1.6米！

“去年因为洪涝，我家小麦 11月
15日才播种，比常规时间晚了近一个
月。晚播小麦出苗慢，苗情也不好，
让人担心。”村民刘建儒笑着说，“但
是，昨天现场测产时，小麦亩产达到

1270斤，比去年还高了百十斤！”
去年 7月，卫辉市遭遇严重的洪

涝灾害，多个乡镇农田积水达一米多
深，刘建儒家种的 68 亩玉米泡在水
里，全部绝收。

“不光收入无望，光是付地租都成
问题。闺女考上大学，一家人有喜有
忧，想到学费直挠头。”刘建儒说，灾后，
政府的一系列补贴政策和帮扶让一家
人重新燃起了希望—国家对蓄滞洪
区的受灾庄稼一亩地补助1203元，其
中500元付田地租金，余下的补贴收成
损失；女儿考上的郑州商学院为她申请
了国家助学金，爱心人士也纷纷捐助，
女儿的上学问题不愁了……

洪水退去，卫辉市积极组织群众全
力救灾、抢排抢种，狠抓晚播小麦抗湿应
变播种等关键技术落实，完成麦播
50.014万亩，占上级下达当地麦播任务

的102.55%，确保了麦播面积稳定。他
们还大力开展冬小麦“科技壮苗”专项行
动，全程指导群众田间管理。经过初步
测产，该市今年平均亩产为1029斤。

“截至 6月 6日，全市已收割小麦
27.4 万亩。根据目前已收割小麦情
况，亩产将会高于预估产量。”卫辉市
农技总站站长刘广亮说。

小麦丰收，颗粒归仓，凝结着灾
后卫辉涅槃重生的希望。

就在几天前，卫辉市水毁扶贫项
目灾后恢复重建已全部完工，比计划
工期提前了一个月。被洪水冲毁的
道路通了，受损的扶贫车间、产业基
地逐步恢复生产，群众生产生活条件
得到了快速恢复和有效改善，昔日卫
辉正在快速回归。

自去年7月卫辉发生特大洪涝灾
害以来，新乡市举全市之力支援重灾

区，将上级财政专项资金和社会捐助
物资的50%以上用于卫辉灾后重建，
还从各局委和市直企事业单位中派
出58支工作队，分赴卫辉市受灾严重
的58个村，结对帮扶灾后重建。

近一年来，卫辉市坚持把灾后重
建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和重点民生工
程，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编制了灾后
重建总体规划和10个专项规划，探索
出“四方合作、县市联动”灾后重建投
融资模式。同时，树牢“项目为王”理
念，共谋划实施灾后重建、“三个一
批”等项目 1385 个，总投资 1691 亿
元。其中，今年计划完成投资 207亿
元，目前已完成投资120亿元。

今年一季度，卫辉市固定资产投
资同比增长 26.7%，地区生产总值同
比增长7.1%，增速居全省前10位，实
现了“开门红”。③5

去年7月，我省遭遇特大洪涝灾害，多地损失严重。灾害发生后，在中央和省委领导下，全省党员干部群众站

在一起、干在一起，特别是广大基层党组织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近一年过去了，受灾群众生产生活怎样？即日起，本报记者深入新乡、鹤壁、周口、郑州、开封、安阳等受灾严

重地区，带您一起感受灾后重建一线的温暖故事。③5

从一片汪洋到满目金黄
—卫辉逆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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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7月 25日，卫辉市孙杏村镇张武店村北耕地
被淹。 张锐 摄

▼卫辉灾后抢种的小麦喜获丰收。 牛国平 摄

① 6月7日，宁陵县刘楼乡吕北村，农民在晾晒小麦。打谷场上的粮食一片金灿灿，一派丰收景象。⑨3 徐硕 摄
② 6月7日，光山县南向店乡何畈村农民正在田间劳作。三夏时节，当地农民做好水稻田间秧苗施肥、除草等管理工作。⑨3 谢万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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