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丁之境建议同学们
要先明确写作对象，并为
同学们普及了“自然物的
生命姿态”以及“人的生
命姿态”两种写作运思过
程。就“自然物的生命姿
态”而言，他举例，如同陶
渊明笔下的菊花，可以写
出潇洒隐逸的生命姿态，
自然界动植物的生命现
象都可以成为我们心灵
思索的对象；而对于“人
的生命姿态”写作运思，
既可以从阅读历史、文化
等名人的生命形式入手，
读出他们对待生命、生活
的态度，读出他们对我们
现实人生的启迪；又可以
关注现实生活中普通人

的生命姿态，后者也许更
具意义。

他还从写作形式、写
作角度方面给同学们提供
了指引，并强调写作要写
出属于自己的独特认知，
这样才能写出有分量的文
字。

在这场干货满满的写
作分享课现场，家长和同
学都表示收获良多。华南
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学生宋
卓航同学回顾说：“参加活
动的初衷就是希望能提高
写作能力，一节课下来真
的收获满满。”他表示，作
为一名中华少年，自己要
努力学习，拼搏进取，积极
演绎生命的最美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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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2020“花地新苗”作文
大赛自10月27日开启初赛征稿
以来，吸引了广大中小学生踊跃
参赛，他们以我手写我心，积极
描绘自己所感悟的生命的最美
姿态，目前组委会已经收到学生
作品3000多份，许多学校、老师
以 及 家 长 都 积 极 发 动 学 生 参
赛。据赛事工作人员反馈，不少
家长在积极咨询赛事详情的同
时表示，此次赛事是一个很好的
让孩子认识生命的机会，通过对

“生命的最美姿态”的描述，希望
能对孩子的生活、学习有很好的
启迪。

另据工作人员介绍，初赛截
稿时间为 11月 26日，预计截稿
前会出现新一轮投稿高峰，为了
保证同学们正常报名投稿，建议
安排错峰提交。

（文/陈海云）

广东省产教融合促进会教育信
息化专业委员会的成立，推动新技
术下的智慧校园建设，让产教深度
融合、校企密切合作成为职业教育
的未来发展潮流。

对于教育信息化专业委员会的
成立，广东省计算机信息网络安全
协会会长陆以勤表示：“在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工作中，信息化技术得
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信息化技术打
造的虚拟空间不仅打通了疫情期间
物理空间的隔离，并且推动了教学
手段的改革，在这个时候成立教育
信息化专委会，可谓得天时、地利、
人和。”

而在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化

专家组专家郭清顺看来，专委会应
该把握教育信息化3.0的内涵。郭
清顺说，和单纯的信息共享 1.0版
本不同，2.0更多体现了以人为本、
促进人的发展，而 3.0则要在此基
础上，跨出学校边界，做社会化的
人才协同培养，实现产教融合重新
定义学校，重新定义产业，重新定
义人才。

“现在校企之间不是上下游关
系，是伙伴关系，人才培养要贯穿
人的整个职业生涯的全周期、企业
发展的全周期，人才育人的全周
期，这才是产教融合的根本内涵，
而教育3.0就是要解决这个根本问
题。”郭清顺如是说。

记者走访供需会发现，互
联网才艺主播等岗位颇受学
生 欢 迎 ，部 分 岗 位 年 薪 可 达
20万元以上，有的甚至高达
50万元。广州一家电商公司
招 聘 负 责 人 介 绍 ，公 司 对 出

镜 主 播 人 才 需 求 量 有 所 增
加，希望招聘形象佳、沟通能
力强的毕业生。新主播入职
后，公司将进行培训，提升专
业素质。

广州风暴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总制片人秦玉表示：“公司处
在转型上升期，应聘者必须是
广告设计与制作、艺术设计相
关专业，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
具有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沟
通能力和营销策划能力，希望

通过此次招聘会找到合适的人
才。”

记者从校方获悉，明年学
校计划开设网络新闻传媒专
业，以适应社会对互联网传播
人才的需求。

羊 城 晚 报 讯 记 者 崔 文
灿、通讯员林怡如报道：11月
13日上午，“SGS杯”第五届
全国高职院校食品营养与安
全检测大赛在广东轻工职业
技 术 学 院 南 海 校 区 正 式 开
幕。

本次大赛由食品工业职业
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主办，广
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承办，大
赛规模空前，共有来自全国23
个省、直辖市的 76所高职院

校，226名参赛选手，237名指
导教师参赛。

来自全国各高职院校的选
手在此开始了为期两天的技能
比拼。大赛包括食品中营养素
检测、农药残留检测、微生物检
测三个赛项。

主办方表示，比赛将食品
营养与安全这一热点话题与高
职院校的人才培养有效结合，

“以赛促教，以赛促学”，不仅检
验了高职院校课程实践教学能

力和水平，也提高了食品相关
专业学生的综合能力，对提升
食品营养与安全检测人员专业
素养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对
食品质量与安全行业具有重要
的意义。

大赛期间同期举办了全国
精准营养食品与果蔬加工职教
联盟年会、专家讲座、职教教材
展览、检测行业学生互动等活
动。

图/校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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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教育信息化的 版本
广东省产教融合促进会教育信息化专业委员会广州成立

11月15日，华为、腾讯、阿里云、科大讯飞等教育信
息化领域知名企业，联合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警官学院、番禺职业技术学院、顺德职业技术学院等省
内院校，共同在广州发起成立广东省产教融合促进会
教育信息化专业委员会（以下简称“专委会”）。

文/羊城晚报记者 崔文灿 通讯员 林怡如 图/学校供图

“专委会不单单给教育
信息化提供办学平台，更主
要的是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
条件下产业对岗位的新需
求，而全面参与到专业课程
人才培养方案的改造、重构、
赋能过程当中来，从而让我
们的教育能够适应产业发展
的新需要，”广东省产教融合
促进会执行会长卢坤建说，

“长期以来，职业教育是产业
发展的‘跟班’，而不是‘领
班’，所以很被动。与此同

时，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条
件下的人工智能、物联、大数
据、云计算等新兴产业的快
速发展，已极大改变和影响
着产业的未来走向。”

卢坤建曾目睹泰国橡胶
轮胎制造工厂内全自动化生
产的场景，无人工作业的现场
让他思考：学生的岗位在哪
里？企业能够用到什么样的
人？

“基于新的历史条件下的
产教融合，基于产业发展新需

要的教育信息化需求，专委会
确实大有可为。我们一方面
要向广大的企业提供与学校
对接的平台；另一方面，要向
学校提供广大企业的需求信
息。办学需求和企业的产业
需求是有着不同属性
的，因此专委会要在
学校和企业之间寻找
共同的需求点，寻找
共同合作、彼此相容
的平台，来促进产教
融合。”

羊城晚报记者从成立仪式获悉，教育信
息化专委会的成立对产教融合具有重要的
意义。专委会旨在以促进“互联网+教育”
产业发展为目标，聚焦于采用新一代信息化
技术提升产教融合水平、创新产教融合的模
式，与有关的学术团体、高等院校建立联系，
策划、组织、参与学术活动，创造讲学、交流、
访问机会。未来，专委会将采用技术研讨、
政策引导、绩效评价等形式，促进教
育信息化产业健康发展，推动教育信
息化产业的纵向对接、横向联合。

除了促进泛在教育的发展、促进
智慧化教育环境的规范建设，教育信
息化专委会还将制定“智能生
产线+工业大数据+虚拟工
厂+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空间”
的技术体系、技术标准，推动
面向全国的产教融合特色教
学资源大平台共建共享，并促
进高校教育信息化生产运营
体系及人才培养体系的产教
融合，探索高校教育信息化生
产场景与教学场景的共享式
建设。

出镜主播年薪可达 万
这场高职校园招聘会带来5000个岗位

11月12日，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
“2021届毕业生就业秋季供需见面会”
在校园内举行。160余家企业现场选
才，吸引了在校近2000名毕业生前来求
职应聘。

本次供需见面活动中，碧桂园集团、
海尔集团、广东重工建筑设计院、深圳市
乐有家控股集团等企业提供了职位450
个，岗位5000个。现场投递简历2600
份，意向签约人数1600人次。

本次招聘会提供岗位涵
盖了该校服装设计、建筑设
计、新能源汽车技术、工业机
器人技术、软件技术、人力资
源管理、英语等大部分专业。

南洋理工职业学院校
友、原法律专业 1997级学生

唐春明毕业20载，现为珠海
市一家劳务派遣公司的总经
理，这是首次回到母校进行
专场招聘。唐春明坦言:“帮
助学弟学妹铺好走上社会的
第一个台阶，是校友反哺母
校的重要途径，更是校友自

我价值的集中体现。”
本场洽谈会，校友成为学

校与企业之间的纽带。广州
南洋理工职院招生就业部部
长李小松表示，本次有近 30
家各行各业的校友企业参会，
校友企业在现场共收到毕业

生简历近600份。据悉，学校
不仅组织线下招聘会，还有自
己的就业平台，目前在线注册
的企业达2000多家。

李小松说，和往年相比，
今年企业对用人质量和专业
对口需求高了。

与往年不同，招聘会上有不
少专升本学生参加招聘会。该校
经济管理学院 2018级市场营销
专业学生曾丹丹明年6月大专毕
业，但目前正在读华南师范大学
本科自考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估
计明年年底前毕业，她希望能在
广州市区找一份工作，边工作边

读书。
记者发现，该校一部分高职

文化基础较好、技能过硬的学生
升本意愿强烈。据招生就业部调
查分析，目前毕业生中约有三成
打算升本（含专插本、专升本），仅
经济管理学院、信息工程学院、服
装与设计学院等二级学院就有近

1200名学生打算专插本、专升本，
来招聘会是提前感受下氛围，多
了解企业的用人需求。

记者从校方获悉，在即将就
业和已就业的毕业生中，超 80%
以上的学生有意或已在粤港澳大
湾区工作，因此学校积极搭建服
务区域经济发展的校政企人才对

接平台，此次参会企业中有 95%
以上来自大湾区，与学生的求职
地域相匹配。“经过几轮面试，我
发现企业最看重的是个人综合素
质，从中也意识到未来自身的提
升方向，收获颇多。”建筑工程学
院张同学在参加完供需见面活动
后表示。

来，上一堂
“花地新苗”写作分享课

省实荔湾学校校长丁之境与学生一起畅聊“生命的最美姿态”

若对赛事有相关疑问请
联系组委会：

陈老师：020-87133011
微信客服：小羊姐姐（微

信号yw686125）
为强化青少年对生命教

育的理解，引导青少年正确
认识生命、珍爱生命，学会保
护自己，促进青少年身心的
健康发展，同时培养他们对
社会的爱与责任担当，积极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020“花地新苗作文大赛”的

主 题 定 为“ 生 命 的 最 美 姿
态”。

面对这样的题目，学生该
如何下笔？丁之境首先就如
何解题进行了详尽的分享。
他将主题拆分为“生命、姿态、
最美”三部分进行理解。对于

“生命”的解读，他阐述了“万

物有灵，万物皆有生命”，为同
学们拓展了写作方向；对于

“姿态”和“最美”两个方面的
描述，他希望同学们能进行理
性思辨，从生命形式的背后解
读对待生命的态度、立场，感
受生命情怀，理解生命的价值
和意义。

3.0

致力于寻找校企的共同需求点

推动产业纵向对接、横向联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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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参赛

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全国高职院校食品营养与安全检
测技能大赛开赛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崔文灿
通讯员 訚洪

50
校友企业助力学弟学妹就业

出镜主播人才需求量有所增加

升本意愿学生日渐增多

何为“生命的
最美姿态”？怎么
理解“生命的最美
姿态”？……11月
15日，由广州市教
育局、羊城晚报社
主办，羊城晚报教
育发展研究院承办
的 2020“ 花 地 新
苗”作文大赛写作
分享课在羊城晚报
报业集团印务中心
举行。活动邀请了
广东省中学语文特
级教师、正高级教
师、广东实验中学
荔湾学校校长丁之
境 为 同 学 们 进 行

“生命的最美姿态”
写作指引。

对“生命”、“姿态”、“最美”进行解题

成熟的运思过程对于写作的重要性

2020“花地新苗”
作文大赛火热征稿中

学生积极提问

学生认真听讲

省实荔湾学校校长
丁之境进行写作分享

做教育信息化的3.0版本3

教育信息化专业委员会成立仪式现场

招聘会上50万年薪主播岗位吸引了不少学生前来咨询

食品营养与安全检测大赛比赛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