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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云平

校园里，花香四溢，亮点频现。

广场上，伴随着动感的音乐，正

在进行健美操大赛。青春洋溢的舞

步，灵动优美的节拍，让校园内活力

四射，青春飞扬。学校大礼堂，学前

教育专业正在展开舞蹈、声乐、主持

PK大赛。学校会议室内，企业技术

专家正在与专业课教师共商教学改

革。

甬路两边，摆满了职教活动周

宣传展板。学前教育学生充满童趣

的各种手工作品琳琅满目；一个以

“母亲节”为主题的平面设计展区，

竟然有四十多种创意，每一幅作品

都让人眼前一亮，他们来自计算机

平面设计专业毕业生之手；还有淘

宝美工定向班学生，针对月季和婚

礼设计了不同艺术风格的婚纱，精

致大气，别具匠心。

汽车检测与维修实训车间里，

正在举行汽车维修与检测大赛，面

对极具挑战性的比赛项目，参赛选

手们各显神通，淋漓尽致地诠释了

敬业、精益、专注、创新的工匠精神。

教育教学区，两个 60位座席的

呼叫中心实训室、6个高配置计算机

教室、220架钢琴和电钢琴、3个高标

准舞蹈教室和感统、奥尔夫、蒙氏实

训室及 5个声乐室、4个美术工作室、

1个电商实训室、1个电商运营中心、

1个大型汽修综合实训车间、4个汽

修理实一体化教室、两个电子阅览

室、藏书 15万册图书馆……优美雅

致的教学环境，一应俱全的现代化

教学设备，高端大气的实训室，国际

化理念的课程体系，工学结合的人

才培养模式，完全符合当前职教学

生学习、实训需求。

从原来的 1个专业发展到今天

的 7个专业，从转轨后中专学生不足

百名发展到现在的 2000余名学生，

而且毕业生深受用人单位的青睐，

就业率连年突破 98%。5月 10日，恰

逢职教活动周，“2019 年媒体校园

行”活动走进宛西中专，探秘他们快

速发展之路。

抓好党建
突出思想引领
锻造过硬团队

职业学校是培养企业人才的摇

篮，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职业学校

党建工作，对于深化职校改革、加快

学校发展、建设“工匠精神”的职业

教育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校党委高度重视党建

工作，根据职校工作实际，制订了年

度计划、月计划，并严格落实周二教

职工、周四党员学习制度；利用“三

会一课”、主题党日、网络培训等深

入学，开展“大学习、大调研、大落

实”活动、“请进来”与“走出去”活动

等结合实际学，引导党员干部学深、

悟透、做实，并结合职业教育改革实

际，转变职业教育观念，提升教学质

量；通过晨读和晚书法练习，组织开

展朗诵比赛、歌咏比赛、演讲比赛

等，全力推进党的十九大精神进校

园、进课堂。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双师型”

教师和专家型教学队伍逐步扩大。

2016 年以来，4 人被评为正高级讲

师，3人获河南省职业教育教学名师

称号，2人获河南省职业教育专家称

号，“双师型”教师比例居全省中职

学校前列。2018年省教育厅认定建

设的“河南省中等职业教育学前教

育专业杨九旭工作室”，是南阳市属

中等职业学校首家，也是目前唯一

一家“河南省中职教育专业技能名

师工作室”。

通过学习教育，全校上下政治

坚定性进一步增强，履职能力进一

步提高，工作效能进一步提升，实现

了学习教育与业务工作两不误。

产教融合
打造品牌专业
服务社会经济

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

同的教育类型，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是职业教育的精髓和改革方向。校

党委书记袁延波告诉记者，近年来，

学校紧密结合市、县经济转型升级

需求，进一步对接阿里巴巴、内乡电

商孵化园，不断优化调整专业结构，

结合学校师资优势，重点打造计算

机平面设计、学前教育、汽车维修与

检测、电子商务等一批服务地方支

柱产业、对接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

业发展的新专业，“引教入企”和“引

企入教”，更好服务经济发展和大城

市建设。学校经过几年来的发展探

索，已经打造了一批特色精品专业。

计算机平面设计专业，采用国

内最优质、最先进的课程体系，与淘

宝大学合作，定向为淘宝网、阿里巴

巴菜鸟网络培养高端设计师。

电子商务专业，与杭州锐捷教

育集团、淘宝大学合作，培养网络营

销、网店策划、装修、推广、运营的综

合实用型电子商务人才，学生毕业

后可定向就业于淘宝、京东等电商

企业做白领，也可以在各县市电商

孵化园开店做老板，自主创业。

汽车检测与维修专业，与郑州

金铧锐教育集团合作，制订工学一

体的课程体系和培养计划，为 4S店
及各企业定向培养一线汽修专业技

术人才和基层岗位管理人才。

学前教育专业，与南阳众多品

牌幼儿园结合，利用学校 50余年的

中师办学经验，超前的办学理念，把

蒙氏教学、感统训练、奥尔夫音乐引

入课堂，培养了一批批具有国际视

野的幼儿老师，成为南阳周边品牌

幼儿园教师的摇篮。

另外，与漯河职业技术学院、郑

州信息统计职业学院等高校合作办

学，开设电子商务、计算机应用、学

前教育 3+2大专专业，打开了向上的

职业教育通道。

工学结合
根植红土报桑梓
致力应用育英才

招工即招生，入企即入校。多

年来，宛西中专一直坚持实行学校

与企业、学生与师傅、企业与课堂无

缝对接，创建工学结合、企校双轨制

培养一体化方案，与很多企业长期

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在校园橱窗里，记者看到学校

往届的就业明星：石万鹏，14届，洛

阳奇乃尔中药饮片有限公司运营助

理，月薪 7000元；杨郑转，云端少女

淘宝店，月收入 5000元；杨璐，16届，

义务百飞兄弟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月收入 5000元……

电话里记者采访了 2015届淘宝

美工专业的王艺硕，他告诉记者：

“我现在就职于珠宝淘宝店，月薪上

万元。感谢母校的培育，正是学校

坚持的校企合作、工学结合育人模

式，才让我一路走来顺利入职，并升

职到部门经理，月薪上万元。”

近年来，很多学生选择在家门

口就业，根植家乡服务县域经济。

陈丹和周筱雨，内乡人，13 届，2016
年毕业于平面设计专业，毕业后在

杭州上了两年班，内乡电商孵化园

开业后，他们就回到家乡，从事电商

广告设计和管理工作。用他们自己

的话说：“家门口就业方便，能服务

家乡经济发展，很自豪。”汽修专业

毕业的周沈阳等同学，毕业后直接

在内乡东城汽修上了班。

“受学校党委委托，我们一行两

人到杭州、义乌对 16级顶岗实习学

生进行跟踪回访，并考察了福建石

狮通达集团、江苏华硕电脑、天津长

城汽车等企业。”就业办，记者见到

了刚刚从企业回访归来的学校招生

就业办负责人余京晓 ,“这次回访

及考察，让我们深深感到开展校企

合作、深化产教融合是办好职业教

育的必由之路。要想做到学生进口

关顺利，必须确保学生出口关畅

通。”

百舸争流，奋楫者先。党中央、

国务院对职业教育的重视和部署，

社会各界普遍反映，改革力度之大

前所未有，职业教育迎来了新的发

展机遇。宛西中专能紧跟国家政

策，深化改革，开拓创新，发挥示范

校的引领、骨干和辐射作用，我们有

理由相信他们在中职学校改革发展

的道路上会越走越坚定。12

产教融合育英才 校企携手谱新篇
— 2019“ 职 业 教 育 活 动 周 ”走 进 宛 西 中 专

南阳市宛西中等专业学校，原南阳二师，2003 年转轨办学，2009 年被教育部命名为国家级

重点中等职业学校，2018 年被教育部、人社部、财政部正式命名为国家级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

展示范学校。目前是市属驻县中职学校中唯一一个“南阳市技能大赛基地单位”，连续承办市素

质能力大赛、汽修类专业技能大赛。

云云 悦悦 读读

电子版

云视频

健美操大赛

电子钢琴课

随着第 72届法国戛纳电影节于

当地时间 14 日拉开帷幕，法国南部

的“蔚蓝海岸”再次吸引全球电影人

和影迷的目光。本届电影节有三大

看点不容错过。

中国元素闪耀

本届电影节，中国电影和中国影

人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戛纳海

滨将刮起“中国风”。

继去年贾樟柯携《江湖儿女》入

围电影节主竞赛单元之后，今年中国

导演刁亦男执导的新作《南方车站的

聚会》入围主竞赛单元，将与其他 20
部入围影片一起角逐戛纳电影节最

高奖——金棕榈奖。

《南方车站的聚会》由胡歌、桂纶

镁、廖凡等出演，讲述了一名小偷在

绝望的逃亡路上自我救赎的故事。

该片在电影节期间的表现值得期待。

戛纳电影节组委会 11日发布消

息说，中国演员章子怡获邀与美国演

员史泰龙、法国影星阿兰·德隆和丹麦

导演尼古拉斯·温丁·雷弗恩组成大师

班，他们将在电影节期间与观众及专

业人士分享自己的电影生涯及感悟。

组委会 13 日还宣布，曾担任过

戛纳电影节评委的华人演员巩俐将

获颁卓越女性电影人奖——“跃动她

影”奖。

此外，戛纳电影节国际村中国馆

还将在电影节期间举办中国青年电

影制片人推介会、长片展映、导演论

坛等多项华语电影活动。

女性导演抢眼

电影节组委会表示，本届电影节

注重平衡电影节团队及入围电影导

演的男女性别比例。

本届电影节共有 20部女性导演的

作品入选电影节主竞赛、“一种关注”、

特别展映和短片等官方竞赛单元。

本届电影节还首次对报名电影

的导演性别比例进行了统计。据统

计，在长片、短片和电影基金奖单元

的报名影片中，由女性执导影片的比

例分别为 26%、32%和 44%。组委会

认为，这些数据表明女性导演将在未

来电影界占据更加重要的位置。

此外，本届电影节主办方团队亦

注重性别比例平衡，在共计 974名工

作人员中，女性为 468人。

老将新秀同台

在本届电影节上，不仅有多位影

坛“老面孔”携作品亮相，也有不少新

人带着处女作在戛纳首秀。

在入围主竞赛单元的 21部影片

中，多部影片的导演是戛纳“常客”并

斩获过金棕榈奖。比利时导演让-皮
埃尔·达尔代纳和吕克·达尔代纳两

兄弟此前曾凭借《美丽罗塞塔》和《孩

子》两摘金棕榈，这次他们的参赛影

片为《年轻的阿迈德》。年过八旬的

英国导演肯·洛克更是戛纳“熟客”，

曾凭借《我是布莱克》捧回 2016年的

金棕榈奖，今年他携新片《对不起，我

们错过了你》参赛。

影坛传奇人物史泰龙将在本届

电影节期间发布其新片《第一滴血 5：
最后的血》的独家照片，届时还将播

放介绍其职业生涯的视频短片。

戛纳电影节不仅钟情名家新作，

也始终向新晋导演敞开怀抱。本届

电影节，法国导演拉吉·利的电影长

片处女作《悲惨世界》入围主竞赛单

元。在专为新人展示其原创作品而

设置的“一种关注”单元中，超过半数

作品为新晋导演的处女作。

此外，据电影节组委会介绍，今年

入围主竞赛和影评人周等单元的 26部
影片还将角逐旨在发掘、鼓励新导演

的“金摄影机奖”。1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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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动态版《清明上河图》

“写这么长的东西给谁看？我

就是干这件傻事的作家。”作家池

莉说，40万字《大树小虫》前后花费

10年写成，成为她耗时最长的一部

作品。《大树小虫》故事的现实背景

设定于 2015 年的武汉，通过俞家

和钟家两个家族的联姻，引出两个

家族三代人近百年的跌宕命运与

现世纠葛。男女主人公分别是 80
后和 85 后，围绕促使男女主角尽

快生个二胎男宝这件头等大事，双

方长辈使出浑身解数。在此过程

中，每个人物都积极扮演着推手的

角色，每个家庭不为人知的隐秘也

逐渐袒露。

小说主线写到十多位主要人

物，涉及老中青三代人。这些人物

都通过男女主角的联姻而自然地

相互串联起来，人物性格也在生活

中的一系列事件中逐渐显现，而每

个时期不同人物的人生更是各

异。令人眼前一亮的还有，全书充

斥着时代的巨变、经济体制的飞跃

与不变的家庭伦理、社会纲常之间

的各种矛盾，这些是小说的笑点、

泪点、看点，也是人性之软弱被不

断戳中的痛点。该书责任编辑之

一孙茜认为，人物在各自背景中愈

加鲜活和立体，光面与阴影都被不

断放大、拉近、清晰化，现代武汉的

动态版《清明上河图》由此呈现。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不同人物

在不同时空的交集，池莉不断将视

线拉远拉长，在家长里短的生活流

之外，让读者看到的是宏观而深远

的问题。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今

天，对传统伦理、道德底线及时代洪

流中自我价值的缺失等普遍存在的

问题，池莉做了入木三分的呈现。

从相对论和量子力学
中寻找灵感

这部新书，池莉曾经写了十几

万字，但最终选择彻底废掉，现在

想来太累了，她都不清楚当时推翻

重来的勇气到底来自何处。

十多年前，池莉迷上了爱因斯

坦的广义相对论，也迷上了量子力

学，这些颠覆物理学经典的理论，

让她深感震撼，也让她获得了更加

广阔的思想力。“我虽然不懂，数学

也特别差，但我看重的是其中的人

文意义。”她说，爱因斯坦广义相对

论通俗的解释是，一只小甲虫盲目

地在一棵大树上爬行，它不知道自

己爬行的轨迹是弯曲的，“我幸运

地发现了广义相对论在我小说中

的延伸，对我来说，生活就是一棵

巨大的树，我们人类都是小虫，在

奋力地生活、奋力地爬行。”在池莉

看来，也许从宏观上看人类爬行的

轨迹真的是弯曲的，但能够在大树

上生活和爬行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所以人类是伟大的。

她还意识到，文字很像量子的

微粒子，“如果单纯讲故事，你表达

不出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和微

妙关系，必须用一种量子纠缠，每

个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做什

么事情一定受到身边很多影响，生

不生孩子，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孩子怎么办，家长是怎么想的，全

是量子纠缠，互相在作用。”正是因

为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池莉发

明了立体式“直线+方块”的写作结

构，她发出欢呼说，这样的全新发

现让她体内的多巴胺分泌旺盛，从

中体会到巨大的快乐。更重要的

是，这些年的写作尽管漫长，但是

她的快乐却从未消减。

对科学的着迷，让池莉的文字

获得了全新生命。在《大树小虫》

中，她去掉了很多虚字，“的地得”

很少用，她还去掉了不需要的标点

符号，“我希望直接把读者带入现

场，希望用文字代替第一视觉，看

到了文字就看到了形象。”

喜欢骑单车在大街
小巷窜来窜去

不开研讨会、不请人写序，池

莉一直与文坛保持距离。她解释

说，那是因为自己很“弱智”，不太

擅长和人相处。她说，她的长处是

写，而不是说、唱、跳。

池莉上世纪 80年代末创作的

“人生三部曲”《烦恼人生》《不谈爱

情》《太阳出世》，被誉为中国小说

新写实流派发轫之作。其畅销代

表作《生活秀》虚构的“鸭颈”小食，

衍生出红遍全国乃至海外的“武汉

鸭颈”，并形成了庞大的食品产业

链，堪称文学深度介入现实生活的

成功范例。说到这一切的时候，池

莉很淡然，她说这完全是无心插

柳，在她的写作生涯中是个特例。

如今《生活秀》里的主人公来双扬

战斗过的吉庆街旧有的模样已不

再，池莉喜欢的武汉城里的两家鸭

脖子店也不复存在，她一边为吉庆

街的“消失”发出叹息，一边连说超

市真空包装的鸭脖子失去了烟火

气。

池莉喜欢骑着自行车在武汉

的大街小巷窜来窜去，找寻活跃在

城里的最真实的人，这样的习惯几

十年从未改变过。她说，朋友之间

太熟了，就不觉得他或她是你的艺

术形象了。她一定要找陌生人，继

而去深入探究武汉城的肌理。

这对池莉而言是一个日常画

面：一位武汉人正坐在门口，跷着

腿、喝着茶、望着大街。“我就走过

去说，好累，我也坐一会儿，我们就

开始聊天了——什么时候开始抽

烟的？哎呀，这个抽烟的故事长

了……”池莉有着极其敏锐的识别

力，就跟谈恋爱一样，有的人有感

觉，有的人没感觉，和那些有感觉

的人聊天，她总能有意外收获，而

每当写作的时候，这些储备多年的

人物素材就会活灵活现地跳脱而

出。“我是要和人面对面的，这是我

写作的天生的一种方式，我没有刻

意寻找。”

池莉拿的手机样子老旧，却是

崭新的，她对上网、微信、微博并不

上心，但对泥土的热爱持续多年。

“我是碰到泥土就舒服，离开电脑

就要赶紧摸一摸泥土，我叫池莉，

我的名字里有水有草，我就是土

命。”池莉的眼睛闪烁着快乐的光

芒，她说种菜出一身汗就很舒服，

比纯粹在跑步机上还要舒服，而对

社会活动和图书宣传，她是真的觉

得很累。1 （据《北京日报》）

池莉10年写成40万字长篇小说《大树小虫》

生活就是大树 人类都是小虫
作家池莉与她笔下那些风风火火、

敢爱敢恨的武汉女性截然不同，她安

静、话少，拥有超越年龄的清澈、单纯。

她外表柔弱，内心却一直积蓄着强大力

量，其花费 10 年时间完成的新作《大树

小虫》日前首发，这部新作勇敢颠覆了

池莉以往的写作。

池莉池莉

中国演员巩俐亮相开幕式中国演员巩俐亮相开幕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