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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牟县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依据当地优势!合
理利用培训基金!送培训"送技能下乡!得到了农民朋
友的好评# 日前!该局在白沙镇举办了近

!""

人的订单
培训$

#""$

年!中牟县委%县政府拨出再就业资金
%&&

万元用于网络建设"场所建设!进一步加强技能培训
工作力度$ 今年!为了确保全县劳动力转移

'(%

万人"

技能培训
)%""

人目标的完成! 该县人事劳动和社会
保障局采取了积极有效的措施&一是统筹安排培训转
移规划!二是重点建设一批优质培训基地!三是着力
开展好培训与转移就业工作!四是提高服务能力和服
务水平$ 截至目前!全县转移农村劳动力

*&&+)

人!占
郑州市政府下达年目标任务的

!),

!其中技能性培训
!**-

人!占全年任务的
$.,

$ '本报记者 朱涛(

劳动保障部门是政府负责劳动就业的职能部门
/

也是管理职业教育的重要部门之一# 技工院校作为
各级劳动保障部门管理的培养中% 高级技能人才的
职业院校

0

多年来培养了大批技能人才 !为城镇化 %

工业化发展和促进劳动就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为了
让社会各界认知技工院校

0

便于城乡初中文化以上
的青年选择技工院校就学# 记者日前就今年技工院
校的招生! 专门采访了郑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王
保明局长#

记者!王局长您好!请问市劳动保障部门管理的技

工院校是什么性质的院校"

王保明!技工院校!是技工学校%高级技工学校和
技师学院的统称#根据)职业教育法*和)民办教育促进
法*的规定以及国家对劳动保障部门的职能分工!技工
院校由各级劳动保障部门负责管理$ 技工院校是国家
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中"高等全日制职业院
校性质!是由各级政府"国家大中型骨干企业举办的公
办为主的院校! 主要培养各行各业生产服务一线所需
的后备中"高级技术业务骨干和实用人才$

记者!郑州市行政区域内有多少所技工院校#办学

规模和办学水平如何"

王保明!目前!郑州市行政区域内共有各级各类技
工院校

.%

所!其中技师学院
)

所"高级技工学校
.

所"

技工学校
*!

所$开设专业
**.

个!在校生近
%

万人$这
些院校由国家或省级劳动保障部门批准成立! 日常业
务由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管理! 主要负责院校开设专
业评估"课程设置认定"教师资格认定"教学大纲和教
学计划落实!以及招生计划编制"学生毕业证和职业资
格证的核发"就业报到手续办理等$

按照国家和省劳动保障部门的要求! 技工院校开
设公共文化课"专业理论课和技能操作训练课!并参照
行业"企业对职业岗位能力的要求!突出培养学生的动
手能力" 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围绕本市各类企业发
展"沿海发达城市企业所需!举办各类专业教学班$ 在
校生规模最大的郑州商业技师学院达到

*

万多人!郑
州市技师学院" 郑州交通技师学院" 郑州财经技师学
院"郑州商业技师学院"郑州铁路技师学院等学校都在
%&&&

人以上!成为省会郑州乃至河南省职业教育的品
牌院校$

记者! 今年省会郑州各类技工院校计划招生多少

人$如何报名$有哪些招生政策"

王保明!全市
.%

所技工院校今年计划招生
.&$&&

人!开设专业涉及机械"煤炭"纺织"服装"电子"信息"

商务"营销"餐旅等行业$主要招收初中"高中文化程度
的城乡青年!进行二至五年的全日制教育培训!毕业颁
发技工学校毕业证书"高级技工学校毕业证书!同时取
得国家相应的中级职业资格证书" 高级职业资格证书
和预备技师职业资格!毕业由省"市"县劳动保障部门
发放就业报到证$

技工院校招生实行登记注册入学!每年春季"秋季
招生!秋季招生从

)

月
*

日至
+

月
1&

日$全市城乡初"

高中应"往届毕业生及其他社会人员!凭户口本"身份
证"毕业证!可直接到招生学校登记报名并选择专业!

注册入学$ 入学后实行电子注册!全国联网!在互联网
上可查到学生的基本信息$查询详细招生信息!可登录
郑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网站! 点击首页的+

.&&$

年技校招生,栏目进行查询$ 网址&

222(3455(677(89:(;<

!

招生电话咨询可打
'#111

或
=1)*

-

!)*$%*-&

$

根据国家有关政策! 技工院校对在校农村学生和
城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实行补贴政策$ 资助标准为每
生每年

*%&&

元!国家资助两年!第三年实行学生工学
结合!顶岗实习$ 学校还设有奖学金等奖励政策$ 目前
技工院校的学费!每生每年机械类

*)&&

元!商业服务
类

*%&&

元!加上书本费"食宿费每生每年总共
.&&&

多
元!学费比较低$ 学生毕业进入企业工作后!可办理农
转非手续$通过这些政策的实施!能够吸引更多的城乡
青年进入到技工院校学习$

记者!技工院校毕业生的就业形势如何"

王保明!我国已经步入经济快速发展"构建和谐社
会的崭新历史时期$ 新的各类企业'工厂"公司"商厦"

酒店"宾馆等(的诞生!原有企业的改革"扩建和升级!

都产生了许许多多新的工作岗位! 从而为拥有一技之
长的技工院校毕业生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另外)劳
动法* 的颁布也为技工院校毕业生就业提供了有力保
障$

郑州市技工院校大都创办于上个世纪 ! 经过几
十年的发展壮大! 具备雄厚的办学资源和丰富的办
学经验$技工院校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就业为
目标!从专业"课程设置"师资配备!都注意紧密贴近
市场!更好地满足社会和企业的需要$技工院校一向
重视毕业生的就业安置工作! 各院校都设有专门的
就业安置机构! 通过校企联合" 定向培养"+订单教
育,等多种形式!与用人单位建立多种形式的合作关
系 !建立了毕业生以本地区就业为主 !向省外 "境外
就业拓展的就业格局!毕业生都能得到妥善安置$近
三年来! 全市技工院校毕业生一次性就业率始终保
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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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上清华$是我的梦想& '得知自

己的成绩后#邰立斌兴奋地说& 去年

考了
!!"

分# 报考清华大学不幸落

选#今年#信阳市商城县上石桥高中

理(

#

)班学生邰立斌终于取得了
!$%

分的好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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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高考也只是

发挥正常而已%

高高的个子! 颌下几根绒
黄的胡须! 清秀的脸上架着一
副近视眼镜! 厚厚的镜片后面
是一双目光沉稳的眼睛! 这便
是长葛市第一高级中学考生张
琦给笔者的第一印象$

张琦今年
*$

岁! 长葛市长
社办事处楚寨村人!有一个大学
毕业并参加工作的哥哥!父亲是
一名建筑行业的技术员!母亲是
农民$

张琦对考分的观点和态
度却让笔者诧异不已 $ +考上
了 . 发挥正常 !这次可以实现
自己的学业理想了 $ ,张琦说
查出自己

!+-

分的高考成绩
时 ! 并没有出现笔者期望中
的惊喜 $ 他说 & +我并不企盼
自己能考出多么高的分数 !

只要够着分数线就行 $ ,

张琦说! 进入高三复习班
后!他每次高考模拟成绩都稳定
在

!$%

分到
)*&

分!+对待每一

次考试! 我都不过分在乎分数!

只在乎自己是否发挥正常!这些
类型的题自己是否遇到和掌握$

这一次高考也只是发挥正常而
已$ ,张琦说!今年的理综和外
语!他做题做得最为顺手!结果
不出所料! 理综总分

1&&

分!他
考了

.+&

分!外语
*-&

分!语文
*.!

分!数学
*1$

分$

张琦说! 他之所以有这样
平和的心态! 跟多读老子著作
有很大关系! 是其无为思想影
响了他对待考试的心态$

!

紧扣教学大纲 &触

类旁通

张琦坦言!他小学%中学阶
段成绩并不是特别突出$ 从上
初中开始 !他才在班里崭露头
角 $ 到了高中后 !他就开始不
断总结自己的学习经验 !后来
发现 !只要紧扣教学大纲就能
触类旁通 ! 习一法而解百变 $

所以 ! 他并不像有些学生那
样 !主动扩大学习范围 !提高
学习难度$ +我觉得!高考有难
题不假 !但万变不离 /大纲 0$

只要把大纲要求的每个知识
点都学深学透 ! 就能触类旁
通$ ,

张琦说! 为了进一步提高
自己 !总结自己的不足 !他还
特别准备了一个错题本 $ +我
在最后复习数学时 !就是按照
错题本上的内容复习的 !特别
轻松不说 ! 效果还特别好 $ ,

+大复习的时候 ! 几乎每天早
上 !我在寝室里都是最后一个
起床 !在班里是最后一个进教
室$ 我经常看报纸%电视'主要
是看新闻 (!还经常打乒乓球 !

一周最少要打两三次$ 晚上也
是

*&

点半之前就睡了 ! 一般
不加班加点 $ ,在紧张的最后
一年 !他仍然每天都至少抽出
半个小时练字$ 有意思的是!

'

月
.%

日晚 ! 他是在和朋友们
玩扑克时获悉自己的分数$

!"#$%!& '()*+,-

尤卓越#女#

&$

岁#南阳市人#北大

附中河南分校高三(

'(

)班学生&因为和

%理科成绩不好才会选择上文科'的说

法赌气#选择了文科#这一赌不当紧#她

成了今年河南省文科第一名# 一举拿

下
!!(

分#填报了北大元培实验班&

!

$成绩像她的名字一样&

一直卓越%

'

月
!'

日下午
.

时许!笔者走进
位于南阳市高新区的全省文科第一
名尤卓越家中时!她正在午休$ 她的
爸爸尤国典说!女儿从幼儿园%小学%

初中到高中!学习成绩一直是班里最
好的$ +我们家是一个普通家庭!一家
-

口人! 我们夫妇% 尤卓越的姐姐和
她$ 我和爱人工作不稳定!从没为女
儿的学习操过心$ 可她很听话!很争
气!没让我们管过她的学习!成绩却
一直都很好! 基本上都是班级第一
名$ 小学三年级时有一次考试!她考
了班内第二名!回到家后!她冲我说!

自己下次一定夺回第一名$ 结果!第
二次考试!她就是第一名$ ,

尤国典说! 女儿属于外柔内刚型的
人!性格内向!做事情却非常认真%执著$

+只要是她看准的事!没有做不成的$ ,

尤国典的爱人说!女儿学习非常
自觉 %非常主动 %非常轻松 %非常优
异$ 她确实把工夫用在了平时!每次

学校召开家长会! 让他们夫
妇讲讲教女方法时! 他们就
说!啥方法也没有!他们从不
管女儿学习!也不给她施压$

+她天生是个操心学习的料!

她的成绩像她的名字一样 !

一直卓越$ ,

!

尤卓越!$我报文

科是因为赌气%

初中进入南阳二十六中
后!尤卓越住校了$ +她非常
自立!衣服鞋袜都是自己洗!

放假回来!还帮家里干活$ ,尤国典
说$

初中毕业后!尤卓越以非常优异
的成绩考上了南阳市一高! 高一%高
二时学习一直很拔尖$ +当时!我几门
理科成绩都比文科考得好$ 上文科是
因为赌气$ 当时有/数学等理科成绩
不好的学生才被迫上文科0 的说法!

我就赌气要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这种
说法是错误的$ 于是!进入高三时就
选择了文科!将目标确定为北大元培
实验班$ 去年高考时!我考了

!**

分!

没考上!说实话!当时选择文科时!我
从没在文科课程上下过多大工夫!只
在上课时认真听听$ 败下来!我心不
甘!我要反败为胜!于是就到北大附
中河南分校复读!目标还是北大元培

实验班$ 今年能考
!!)

分对我来说并
不算高!成为全省文科第一名!我和
家人并没感到多么意外!因为在这一
年的每次考试中!我都是第一!自己
心里有数$ ,尤卓越非常自信$

!

$给钱让她买零食&她都

买书了%

尤卓越说!她最大的爱好是读书&

+我啥书都读!非常广泛$ 只要是书!我
都爱读$ 不好懂的书!我就假想是在看
小说!然后!就有了读下去的兴趣$ ,尤
国典说!女儿上小学时!就把中国四大
古典名著读完了1中学时!广泛阅读了
外国文学名著$+给她钱!她从不买零食
吃!从不和别人比吃穿!一有时间!就进

书店看书!一有钱就买书$ 进入
中学后!她瘦了下来!我们给她
钱让她买零食吃! 她都攒起来
买书了$ 放寒暑假!她除了到乡
下姥姥家住几天外! 其余时间
就是看书$ ,

班主任崔保朝称爱徒尤
卓越是个有思想% 知识面宽%

文学基础扎实的学生$ +这都
和她读书广泛有关,$ +要说受
哪部书影响最大 ! 我说不出
来!因为读书的影响是潜移默
化的 !小学时读的 )钢铁是怎
样炼成的*!中学时!老师推荐

读的 )平凡的世界*! 都对我影响很
大$ 我们南阳作家二月河的书!我全
部看过$ 现在读书!越来越喜欢和现
实结合$ ,尤卓越说$

!

$跟着老师公转 跟着自

己自转%

谈到学习!尤卓越说 !学生就像
地球!老师就像太阳!上课时!学生要
听老师的!跟着老师的思路转!提高
课堂学习效率!这叫+地球绕着太阳,

公转$ 课余时!也要自转!安排好课下
学习!千万不要不转!一定要强化自
学能力$ 掌握好了+公转,和+自转,的
学习关系!就打好了基础$ 长期坚持!

就出效果了$ +我今年的高考分数是!

语文
*1&

分! 数学
*.+

分! 英语
*-!

分!文综
.!.

分$ 这个成绩!和我平时
的成绩相比还差很多$ ,尤卓越说!要
想考高分! 制定学习计划非常必要!

计划要有长期计划和短期计划!长期
计划不能变! 短期计划可随实际调
整!然后!坚持下去$ +学习还要有方
法!我背下了高考大纲!再根据考纲
回忆书本所学内容!不会的!再查找
课本!回归课本$ ,

!

对话尤卓越$每天跑操&

把终点假想为北大%

进入高三!尤卓越就把目标定为
北大$ 我在每天

)

时
#*

分跑早操时!

就把终点假想为北大!自己必须跑到
终点!不能半途而废$ 所以!我跑操每
次总能坚持跑完全程!这叫信念$

她还欣赏两句话&

一句是& 学习要有成本观念!不
要平时不投入!也不要不计成本地投
入$ 不要到考试来临了!再不惜身体
地临时突击$

另一句是&每天做一件事!长期坚
持做下去$为啥我英语考了

*-!

分2我
从初一开始! 就每天坚持做两篇英语
阅读理解!这是当时老师介绍的经验!

能坚持的比较少 ! 我却坚持了下
来#

(王耀成(

!$%

分#

+"",

年河南省高考理科少有的高分&同样的分数#同样的志愿#同样来自农村#来自信阳的邰立斌和来自

许昌的张琦相约今年
$

月清华大学见&

!

传说中的超级考生 $土头

土脑%

笔者从信阳乘车
#

个多小时赶
到上石桥高中时!邰立斌和他的班主
任刘忠锋!以及学校的几个领导和老
师正站在学校的大门口# 笔者刚下
车!刘忠锋老师便迎上来!+对我们这
个乡下高中来说! 考这么高的分!真
是山窝里飞出了金凤凰. ,刘老师抓
着笔者的手说#

邰立斌站在一旁!有点腼腆# 他
个子不高!眼睛小小的!看东西眯着
眼!穿着一双没有牌子的运动鞋#+刚
从村里赶过来!脸都没来得及洗#,邰
立斌憨厚地说#+估了

!+%

分!实际成
绩

!+-

分# ,邰立斌说# 在网上!笔者
看到了邰立斌的成绩& 语文

*..

分!

外语
*1$

分!数学
*-%

分!理科综合
.$+

分#

!

三大爱好!打球'下棋'看

$杂书%

+非清华不上# ,邰立斌说!去年
考了

!!&

分! 只报考了清华大学!但
不幸落选! 今年依然只报了一个专
业---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

第一年估分不高!邰立斌的父亲
想让儿子报复旦大学!说是机会大一
些!但邰立斌没有采纳#+人到世上来
一趟不容易!要上就上中国最好的大
学# ,邰立斌说!第一年没有考上!心
里有点失落#+但我并没有气馁!反而
更加坚定了上清华的决心#复读一年
肯定压力大! 但我学会了给自己减
压# ,邰立斌告诉记者!经过一次高
考! 他对自己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

改掉了学习中的一些不足#

+我平时爱好也很多!最喜欢的就
是打球%下棋%看/杂书0# ,邰立斌说!

班主任刘忠锋是体育老师! 在刘老师
的影响下!邰立斌很喜欢体育!经常在
课外的时候和同学去打篮球# +我个子
不高!投篮也不准!但打篮球能提高人
的竞争意识和拼劲. ,

每次回家! 他除了帮父母做一
些家务外 !就是玩 !很少在家学习 #

+要么找同学玩 ! 要么就找人下

棋# ,邰立斌很喜欢)读者*和)青年
文摘 *!几乎每期的 )读者 *都必看 !

有时候用省下的钱买 !但大多数时
候是借同学的看# +在有些人眼里!

它们可能是 /杂书 0!但绝对是有益
的/杂书0# ,

!

不但劳逸结合&还要吃透

教材

对于自己取得的成绩! 除了学
校%老师%父母的帮助外!邰立斌说最
重要的就是方法了#

首先是劳逸结合 !用思考代替
学习 !勤于思考和总结 # +有些东西
是相通的 !多总结一些规律 !比死
学的效果好得多 # ,其次是养成认
真的习惯 # +做题要认真 !其实高考
就是把会做的题做对 ! 这就是成
功 !不会做的能做多少是多少 # ,邰
立斌最讨厌的就是题海战术 # +盲
目 做 题 只 会 浪 费 大 量 宝 贵 的 时
间 # ,最后 !他建议自己的师弟师
妹 !要重视课本 !重视基础 # +把教
材吃透 !打好基础 !才能以不变应
万变 # ,

韩争强 李光远

&'()*+,-./01$2

尤卓越

%咱俩考分一样#缘分啊+ '

!

月
"!

日晚上
$

时$来自长葛市第

一高级中学的张琦和信阳市商城

县上石桥中学的邰立斌互通电

话$俩人不约而同说了这句话&

同样的考分$同样的志愿$同

样来自农村$ 俩人不用介绍就熟

悉了$他俩相约*今年
#

月清华大

学见+

!

月
"!

日晚上
$

时$ 来到郑

州的张琦一听记者说信阳有另外

一个和自己分数一样的人$ 特别

好奇&

两个人年龄相近$ 考了一样

的分数$第一志愿都是清华大学$

家也都在农村$ 张琦很想和对方

通个电话& %祝贺你啊+ '电话接通

后$ 张琦和邰立斌异口同声先给

对方祝贺&

听到电话那端邰立斌一模一

样的话$ 张琦笑道*%咱俩不能说

是英雄$ 但也算是惺惺相惜 $呵

呵+ '%不知道啥时候能和你见面$

你要来郑州就好了& '张琦说$自

己从小到大没出过远门$ 郑州是

他去过的最远的地方$ 而邰立斌

在那边也笑了$ 信阳以外的地方

他也没去过&

对两个聪明的农村娃来说 $

北京的清华大学意味着闪闪发光

的,充满向往和可能性的未来&

分数,感兴趣的功课$每门课

是咋复习的$俩人越聊越起劲$

&)

分钟的时间很快过去了& %你家电

话给我留下$咱俩可以联系$咱们

一块儿去报到$ 清华见+ ' 张琦

说& (赵媛 高冬丽(

邰立斌
345678.9:

0123

415

! ! ! !

俩超级考生电
话连线互相祝贺

./012

34567

---访郑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王保明
本报记者 朱涛

张琦
;;<<=9:

! ! ! !

张琦$长葛市长社办事处

楚寨村人$

&,

岁$

+**,

年河南

省高考理科成绩
!$%

分& 毕业

于长葛市第一高级中学$他报

考的第一志愿是清华大学能

源动力工程及自动化专业&

!"#$%&'()*

678 9:; <./

%&'()*+,-./,01 !"## 2

咨询电话!

!"#$%&#&#'()! &#&#'*** &#&#'**+

本栏目由郑州外资企业管理学校协办

实行准军事化,封闭式,量化管理

国家统招代码!

!"#

专业&工商企业管理%国际商务%航空服务%电子技术与计算机%商务
秘书与人力资源%汽车商务%外企会计%商品质量检验与计算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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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永辉
高考时超常发挥得

!$1

分!考试结束
没两天! 就准备拿起扫把去当保洁员!他
就是来自北大附中河南分校的学生左永
辉#

说到此次高考的成功经验!左永辉认
为!是平和%冷静的心态帮了他!+今年数

学比较难!一打开试卷!就碰到了好几道
难题#当时好多同学都慌了!但是我没有!

直接跳过!先做后面容易的题!最后再拐
回来仔细琢磨# ,

考前!父母的态度将直接影响考生的
心态与发挥# 许多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

凤!对孩子期望颇高# 生于普通的农民家
庭! 左永辉说父母并没有给他太多压力!

+考前!爸爸一直对我说!尽力就好!考上
重点我们就很高兴了# 老爸的开明!让我
轻松上阵. ,

(李雅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