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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崔文灿
通讯员林怡如报道：近日，一只

“怪鸟”时常出没广东轻工职业
技术学院新港校区（见下图）。
它或在草坪或在车顶闲庭信步，
或在树盖间展翅高飞，还和踢足
球的学生玩得不亦乐乎，毫不认
生。“怪鸟”迅速蹿红，成为“广
轻热点”。

10月 12日，出于对野生动

物的保护，学校联系林业专家对
“怪鸟”进行辨认。根据其颈、
背、胸 的 白 圈 ，确 认 为“ 白 颈
鸦”。据介绍，白颈鸦多栖于开
阔的农田、河滩和河湾，目前数
量在急剧减少，已被列入《世界
自然保护联盟》（IUCN）濒危物
种红色名录，属于易危鸟类。

据林业部门判断，这只白颈
鸦佩戴“脚圈”，很有可能被人工
喂养过，现处于逃生或放生状
态。现场查看后，专家认为这位

“自来客”身体健康，加上校园生
态环境良好，建议让其继续在校
园内生活，暂时安家广轻，进一
步恢复野化。

野生鸟类安家广轻并非个
例。记者了解到，广东轻工职业
技术学院南海校区有数以百计
的白鹭栖居在“鹭湖”，“一行白
鹭上青天”成为广轻独特的生态
景观。

在写作组作品中，广东学
子笔下的家乡更是充满色彩
和韵味。佛山华师附小恒大
南海学校的刘涛齐介绍了“岭
南四大名园”之一的清晖园。
他以导游的视角，从内到外向
大家介绍家乡的清晖园：“‘蔷
薇馥郁红逾火，芒果葱茏碧入
天，千顷鱼塘千顷蔗，万家桑
土万家弦’，伴着郭沫若游清
晖园时写的诗句，读者都忍不
住想去走一走。”广州市第十
六中学的陈科睿趁着国庆假

期，好好见识一番生活了十八
年的家乡风光，他从陈家祠开
始溯源，穿行于繁华热闹的广
州城里，瞻仰黄花岗七十二烈
士墓园，眺望广州塔……他
说：“千年间，一代又一代人的
努力成就了南粤如今的繁华，
成就了深厚的岭南文化，让这
块土地成为人杰地灵之地。
所以，我亦会继续前行。”汕头
市澄海区凤翔中学的陈烁桦
则为潮汕的工夫茶代言，她除
了介绍工夫茶的“讲究”泡法，

还分享了工夫茶蕴含的文化：
“来到潮汕，你会发现家家户
户都有一套茶具，喜欢喝茶的
人家，更是一天到晚茶炉不停
歇。有客人来家里时，泡茶便
是必不可少的‘待客之道’。”
此外，她还分享爷爷为海外华
侨亲戚寄茶叶的情景，爷爷的
举动让她明白，那杯工夫茶让
身在海外的潮籍华侨魂牵梦
绕，潮汕人喝的不仅是一杯
茶，更是一份文化传承，一份
浓浓的家乡情。

此外，同学们还化身小诗
人，为家乡创作诗词。

（文/蔡旭嘉）

“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
州叶正黄。三十一年还旧国，落
花时节读华章……”著名粤剧表
演艺术家倪惠英一段圆润细腻、
悠扬婉转的粤曲《饮茶粤海未能
忘》，余音绕梁。

琵琶独奏《忆江南》，清新欢
快，随着国乐大师方锦龙动情的弹
奏，现场观众顿觉春风拂面……

如此精彩的场景，出现在广
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学术报
告厅的大师献艺和师生表演演
出中。10月 12日上午，粤剧名
家、民乐大师与广东省外语艺术
职业学院共建的倪惠英粤剧艺
术大师工作室、方锦龙国乐大师
工作室在该校五山校区揭牌成
立。

揭牌仪式上，校长曾用强指

出，希望通过倪惠英和方锦龙两
位享誉中外的大师，以技能大师
工作室为载体，进一步促进学校
在人才培养创新、教学科研提
升、技术艺术攻关、师资队伍建
设等方面推陈出新，为学校“高、
强、大”复合创新型人才培养带
来质的提升。

早在2014年，《国务院关于
加强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的
决定》明确指出，技能大师工作
室应该成为推进现代职业教育
发展的一种重要模式。倪惠英
为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方锦龙
乃当代五弦琵琶代表人物。引
进两位艺术表演界的大咖建设
技能大师工作室，是学校积极推
进职业教育发展、打造高水平美
育教育的有力举措。

广外艺携手倪惠英、方锦龙
共建技能大师工作室

文/羊城晚报记者 崔文灿 通讯员 彭玫 刘夏坚 图/学校供图

广州市教育局副局长谷忠鹏
在年会上表示，广州近年来积极
推动职业教育发展，拓展教育资
源，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改
革人才培养模式，深化产教融
合，促进广州职业教育发展与产
业转型升级紧密对接，提高服务
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能力。

当前，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迈
入提质创新发展新时代。9月30
日，教育部等九部门正式发布
《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
（2020~2023年）》，这标志着我国
职业教育正在从“怎么看”转向

“怎么干”的提质培优、增值赋能
新时代，也意味着职业教育从

“大有可为”的期待开始转向“大
有作为”的实践阶段。

“三教改革迫在眉睫，”中国
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与继续教
育研究所所长孙诚博士在年会
上一针见血地指出，“职业教育
能不能更好地服务现代经济体
系、高质量地充分就业？能不能
对接当下科技发展的趋势以及
劳动力就业市场需求的呼应？
我想可能要重新思考职业教育
的定位。”

2019年 1月，国务院《关于
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
案的通知》中提到，在5-10年间
实现职业教育“三个转变”，其中
释放了一个重要的信号——职业

教育要由参照普通教育办学的
模式，向企业社会参与以及专业
特色鲜明的类型教育去转变，

“也就是说，我们衡量职业教育
质量的坐标系、参照值可能要有
变化。”

孙诚指出，产教融合是推动
教育优先发展、人才引领发展、
产业创新发展、经济高质量发展
相互贯通的战略性举措。“必须
推动学科专业建设与产业转型
升级相适应，建立对接产业链、
创新链的学科专业体系，促进学
科专业交叉融合，推进专业的标
准化、规范化、品牌化建设。”

现代职业教育该如何改革？
“我们一定要回归到教育的自
身，要为每个孩子的未来去着
想，要有服务经济社会的理念以
及终身教育的理念，还有培育工
匠精神和面向世界的理念。”孙
诚说，“保证教学质量是我们的
生命线！”

深耕职业教育多年，孙诚发
现，当前职业院校的教师队伍建
设迫在眉睫，部分职教老师课堂
教学能力存在短板。“要让学生
在教学学习过程中有获得感和
成就感，就要通过合作互动、参
与体验和渗透课本来实现。如
果每位老师对自己的课堂建立
这样的自信，就不会抱怨学生在
课堂睡大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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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稀白颈鸦安家广轻新港校区

呼唤整合型医学职教改革
文/羊城晚报记者 崔文灿 通讯员 卢广巨

据广州卫生职业技术学
院党委书记余莎介绍，中国医
学职教整合联盟是在中国工
程院整合医学发展战略研究
院等指导、支持下，由四川中
医药高等专科学校牵头与广
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等兄弟
院校共同发起成立的医学职
业教育联盟。通过建立教师
互派交流制度、建立科研互助
合作制度、建立学分互认制
度，搭建了一个共建、共
用、共享、共赢的平台。

疫情后未来的医学该如何发展？医学职教人才又该如何培养？
10月11日上午，第二届中国医学职教整合联盟年会在广州举办，全国
医学职教专家、卫生院校、健康产业等领域的代表云集，为中国医学职
教人才培养把脉问诊，提供中国医学职教的广州方案。

这是自2019年医学职教整合联盟成立以来举行的第二场“年度
盛典”，也是首次将办会地点选在广州。记者参会发现，新冠肺炎疫情
这场危机中孕育了新机，医疗卫生行业获得极大关注，2020年高职扩
招中报考医学专业者人数激增，医学职业教育正迎来发展的春天。

10月10日，广东省2020高
职扩招专项行动报名落下帷
幕。羊城晚报记者获悉，此次扩
招中，医学专业成了炙手可热的
香饽饽。广州卫生职业技术学
院副院长、夏金华教授说，今年
学院高职扩招计划人数940人，
较去年增长4倍多，报名人数超
2200人，社会人员报读医学专业
非常踊跃，临床医学、口腔医学
和护理成为受追捧专业的“前三
甲”。

夏金华告诉记者，此次扩招
的生源为两大类人员：无医学基
础的社会人员和基层卫生人
员。粤西地区卫生医疗基础薄
弱，基层卫生人员专业水平再提

高的需求旺盛；此外，当地基层
乡村医生、口腔医生也急缺，因
此报名相当火爆。

“目前医疗职教更多培养的
是护理人才，”中国工程院院士、
西京消化病医院院长樊代明说，

“‘三分治疗，七分护理’。现在
护士的数量不够，质量也有待提
高，所以必须要加强（培养）。我
觉得应该建立整合型医学的思
想，开展整合医学的教育、研究
和实践。”

记者获悉，在国家医药卫生
体制改革2019年重点工作任务
中，明确提出强化医教协同，完
善培养模式，推动住院医师规范
化培训与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培养有机衔接。中高职院校
今年扩招时重点增加康复、
护理、养老、家政等专业，优
化调整医学专业招生结构，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中国医学职教整合联盟无
疑搭建了一个国内医药职业教
育共建、共用、共享、共赢的平
台。联盟成员不光有高职卫生
院校，还有企业、行业协会。“我
们整个卫生职业教育办学都需
要依靠的力量，不能够关起门来
教育，一定要依赖于整个行业的
引领。新冠疫情以后，大健康理
念的转变派生出很多岗位，这些
都需要职业教育的人才。”夏金
华接受采访时表示。

品读岭南，乐行广东：

看广东学子眼中的
“我和我的家乡”

国庆献礼影片《我和我的家
乡》燃爆全国，您看了吗？是不是
感动得泪流满面？刚刚过去的长
假，搭上“我的家乡”这一热点话
题，羊城晚报教育发展研究院和
品读行联合策划的“品读岭南，乐
行广东”征集活动的主题也聚焦
到“我和我的家乡”。到底广东学
子眼中的家乡是怎样的？

岭南好（节选）
华师附中新世界学校 周芷珊

梦见川，
木槿开半夏。
三载云雨三场晴，
一泓江水一帘风。
松云水天，
碧清葳蕤。
何似在岭南?

默叹看，
凭栏忆槿落。
茶泼十里循古楼，
南岸三江逐青峰。
楼兰长汀，
雨歇陈祠。
何胜在岭南?

岭南好
广州市第16中学 张俊莹

岭南好，
古韵犹未览。
镬耳嵌得观音兜，
骑楼挑得繁华担。
能不赞岭南？

广州好
广州市第六中学 张立昕

广州好，
花绽一城染。
古筑犹存陈祠后，
繁华欲眺云山端，
惟爱穗城繁。

岭南好
广东实验中学附属江门学校 尹蒋志一

岭南好，
绿意匿寒冬。
诸厦擎天盖平地，
艳青澄碧筑晴空。
波来复葱茏。

“品读岭南，乐行广东”征
集活动为广大岭南学子创造一
个重新认识自己家乡，和家乡
再续一段情的机会。活动从
10月1日正式开启征集通道，
仅国庆期间就收到来自全省各
地级市中小学生的作品近百
份，作品类型涵盖短视频、照
片、作文和诗词。学生们趁着
国庆假期，游玩家乡，行走广
东，用镜头和笔触，记录下家乡
的文化韵味与美好。

汕头市桂花小学的林扬晴
拍摄家乡的地标小公园的夜
景，汕头小公园是集聚一个时
代潮汕人集体记忆的地方，林
扬晴说：“平时我喜欢和爸爸妈
妈来这里，漫步百年骑楼街，打
卡这个汕头‘百载商埠’的文化
标志。每次来这里，爸爸都会
跟我说，很多海外华侨回到家
乡都会来这里走一走，我们是

‘胶己人’，以后无论到哪，都
不要忘记自己的根。”云浮市邓

发纪念中学的黄汝茵用镜头拍
下家乡母亲河西江的照片，她
眼中的西江是这样的：“在阳光
的照射下，波光粼粼，闪闪动
人；在雷鸣电闪、大风大雨的袭
击下，波涛汹涌，奔腾不息。”
广州市越秀区大沙头小学的李
芷潆则拍摄了猎德大桥，她眼
中的猎德大桥犹如一只巨大贝
壳拔江而起，屹立于珠江之
上。她认为刚柔结合的贝壳代
表着广州人勇于担当、不屈不
挠、不断进取的精神品格。

镜头下，我的家乡最美

笔触中，品出文化传承

目前活动仍在火热征
集中，扫描二维码，即可参
加，赢取超3万元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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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扩招：医学专业成香饽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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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学
职教整合联盟

中国医学职教整合联盟举办“年度盛典”，为医学职教
人才培养贡献广州方案——

“保证教学质量是我们的生命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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