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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 SHIDIAN

本报讯 记者王荣琦报道
9月23日，记者获悉，大连职业教育
联盟成立。在近日举行的大连第三
届大数据产业峰会上，大连市教育
局、大连教育学院联合大连维客创
新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产教融合第三
方服务机构，协同大连市人工智能
产业协会、大连高新区大数据产业
协会，共同发起创建大连职业教育
联盟。大连通过对接科技发展趋势
和市场需求，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
体系，推动形成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等共同育人机制，开启职业教育大
数据时代。

职业教育联盟将以大数据分析
为依托，开展职业教育大数据的专业
诊断，支撑决策、优化教学；通过加强

市场运作、产学结合实现互利共赢；
构建科学化、一体化、客制化的职业
教育生态圈；通过校企合作、双向调
整、协同培养，提升高校在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大背景下应用型人才培养
的有效性；通过整合资源、优化配置、
数据支撑、供需结合，增强办学与经
营的活力和效益，搭建国际、区域、企
业、学校间的交流与合作，促进大连
市产业发展和新经济发展。

据了解，职业教育联盟未来将
就校企“双元”育人、打造“双师型”
教师队伍、企业和社会力量办学、中
高职衔接优化学生就业环境、高等职
业教育高质量发展、高层次应用型人
才培养体系、优质职业教育资源集聚
等方面出台一系列实际举措。

大连成立职业教育联盟

本报讯 记者高华庚报道
近日，锦州市义县公安局网安大
队民警深入义县中小学校，对在
校学生开展网络安全专题宣传教
育活动。从“甄别选择，趋利避
害”“严格自律，把握自己”“网络
文明，从我做起”三个方面进行宣
传教育，并针对校园套路贷、网络
购物陷阱、虚假中奖信息等常见
网络诈骗进行讲解，提高师生的
辨识和防范能力，增强了师生健
康上网、文明上网、安全上网的意

识，进一步建立健全了学校网络
安全教育与管理的长效机制。

通过此次网络安全宣传活动
的开展，使义县中小学生对网络安
全法律知识及网络诈骗犯罪防范
常识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对提高全
社会网络安全意识、维护网络安全
和保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起到了
积极作用，提升了群众对防范网络
诈骗和如何安全上网的认知度，营
造出全民防范网络诈骗、文明合法
上网的良好氛围。

义县启动校园网络安全宣传活动

本报讯 记者陶阳报道 国
粹非遗、民间绝活、集邮书刊、法
律服务、心理咨询、急救普及……
9 月 20 日，由沈阳市社科联等部
门联合主办的“2019 中国沈阳首
届邻里·家文化节”在沈阳市苏家
屯区临湖街道孔雀城幸福社区拉
开帷幕，多个贴近居民生活的文
化项目组合在一起，以“文化大
集”的形式开进社区。

为期一周的邻里·家文化节
以“ 和 谐 邻 里 和 睦 家 庭 ”为 主
题，包括启动仪式、邻里·家文化

大集、邻里·家文化论坛、“祝福
祖国 我爱我家”文艺展演、润德
大讲堂、家风家教大讲堂、心理
健康大讲堂和慈善晚会八大主
题 活 动 ，还 在 沈 阳 市 首 次 推 出

《邻里赋》，题写邻里楹联，赠送
百家家训。

据了解，邻里·家文化节旨在
通过参与互动，推进和睦家庭建
设，构建和谐邻里关系，培育居民
的家国情怀。启动仪式当天，沈阳
铁路艺术团为社区居民表演了精
彩的文艺节目。

沈阳“文化大集”开进社区

本报讯 记者王荣琦报道
古朴的水杯装饰上大连特产牡蛎
的造型，看起来像一朵朵盛开的花
儿；百年历史的有轨电车变成了女
士皮包；将槐花刻印在瓷盘上，用
旗袍造型做出一个笔筒，漆器与葫
芦结合而成的漆雕葫芦……9 月
21 日，这些征集来的“大连有好
礼”大连文化创意和旅游纪念品，
令人大饱眼福。据悉，此次大赛征

集作品近千件，即将进入展示及评
奖环节。

记者了解到，“大连有好礼”大
连文化创意和旅游纪念品大赛自
启动以来，共有近400个单位及个
人提交参赛作品近千件。本次参
赛作品种类繁多，包括非遗作品、
办公用品、手工绘画、手工艺品、茶
具、健身器材、音乐作品等几十个
种类。

“大连有好礼”征集作品近千件

本报讯 记者陶阳报道 9月23
日，记者从沈阳市公安局获悉，为更好
地服务群众和企业，沈阳市在公安交
管方面推出多项新措施。其中，沈阳
市推出 10 家 4S 店实现车辆登记快捷
代办服务，百姓不用再跑车管所。

为实现多网点、全方位、多角度方
便沈阳群众购车上牌的一条龙服务，
沈阳市将首先在4家4S店汽车销售企
业推行车辆登记快捷代办服务。它们
分别是沈阳路安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沈阳合众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辽
宁路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辽宁
惠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据介绍，机
动车运抵销售企业后，进行车辆预查
验、资料预审核、信息预录入等。百姓
在 4S 店汽车销售企业就可以完成购
车、登记、选号全部环节，不用自己再
跑车管所。在 9月 30日前，沈阳将再
加推6家4S店汽车销售企业实行车辆
登记快捷代办服务。

为便利临时入境车辆出行，吸引

境外人才来沈阳旅游旅居、就业创
业。沈阳市规定：对申请小型汽车、
摩托车临时驾驶许可的，持出入境身
份证件、境外驾驶证及其中文翻译文
本即可直接申领，不必再进行身体条
件检查、提交身体条件证明。对入境
短期停留的，可以申领有效期为 3 个
月的临时驾驶许可；停居留时间超过
3 个月的，有效期可延长至不超过 1
年，有效期内可多次入境使用，无须
重新申请。

值得一提的是，沈阳市还规定：
经辽宁自贸试验区沈阳片区临时入
境的境外机动车，注册登记 6 年以内
的 7座以下（不含 7座）非营运小型微
型载客汽车、摩托车，持境外主管部
门核发的机动车登记证明、机动车入
境凭证、不少于临时入境期限的中国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凭证，
交验机动车后，即可申请临时入境机
动车牌证，免予到检验机构进行安全
技术检验。

沈阳市民买车不用跑车管所了

在4S店就可完成登记选号上牌

本报讯 记者徐铁英报道 “你在
学校参加过哪些创新活动？”“你参加学
校社团了吗？”9月22日，在省国资委、省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联合举办的2019
年度辽宁国有企业走进校园秋季（沈阳）
人才招聘暨“百校千企”人才招聘活动
中，手持简历的在校大学生发现，多家大
型国有企业招录时，除要求专业对口外，
对参与学校各类活动的询问较多。

此次招聘会吸引了中国电信股份
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华晨汽车集团

控股有限公司、本钢集团有限公司等
省内80家国有企业到场参会，提供机
械制造、工程技术、管理、设计、计算
机、交通运输等类就业岗位2100多个。

从学历需求上看，本次招聘会提
供的岗位超八成要求是本科学历毕业
生，149 个岗位要求是硕士研究生及
以上学历毕业生，技术服务、地质勘
查、重工业等行业对高层次人才需求
不断增长。从招聘岗位需求上看，国
有企业对技术型人才需求仍然旺盛，

2100多个岗位中，技术类岗位占66%，
如 IT 维护与服务支撑、电气设计、质
量工程师等岗位招聘人数较多。

记者发现，不少国有企业在为科
技研发团队储备人才，除去学历、专业
等硬件要求外，更看重创新能力、团队
合作能力、沟通能力等软实力。华晨
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招聘负责人张
文旭介绍，如果应聘学生在校期间能
够参与研发项目、申请专利，将更有竞
争力。同时，集团的研发团队需要彼

此协作，并与其他部门沟通合作，所以
招录时还会考量学生在校期间参与社
团活动、承担学校事务的情况。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学生高亚楠，在
学校担任了就业与创业协会主席、新生
辅导员助理等职务，在校任职情况为他
加分不少，受到一家汽车行业企业的青
睐 ，与 他 达 成 了 初 步 就 业 意 向 。

据悉，此次招聘会共吸引5300余
名大学生到场求职，共收到简历 5080
份，达成初步就业意向723人。

80家国有企业提供2100个岗位

除专业水平 招聘更看重创新和团队合作能力

“倒垃圾，倒垃圾，垃圾分类有意
义……干湿要分开，绿色装剩菜，蓝色可
回收，红色最有害……”9月23日，记者
听到了这首由大连音乐人创作的垃圾分
类公益歌曲《幸福就在您手里》，歌曲结
合生活情景，将20余种常见垃圾的分类
方法巧妙地编进歌词，曲调旋律欢快。

创作者王大项告诉记者，他创作的
这首垃圾分类公益歌曲非常受欢迎，已
经在一定范围内传唱开了，给了他很大
鼓励，现在他正在把这首歌制作成多个

版本，尤其是儿童版本，让垃圾分类的
意义和常识得到更好的普及。

王大项今年41岁，从辽宁师范大学
音乐学院毕业后一直从事音乐教学工
作。说到创作这首歌，王大项说是在辅
导教学中，从学员谈论的话题里受到启
发。“现在网上关于垃圾分类的段子非常
多，也是大家日常谈论的话题。既然环
保问题大家都关注，我觉得自己有责任
为垃圾分类的普及做一点儿事情。”

王大项说曲子部分很快就完成了，

但歌词是很大考验，因为既需要准确地
把垃圾分类的知识点融入通俗易懂的
歌词，还要最大限度地押韵适于传唱。

“我自己上网搜索了大量的垃圾分类知
识，尤其是上海的一些好做法，然后归
纳总结，再想办法把它们用非常简短的
语言、最好理解的方式呈现出来。”王大
项告诉记者，在把拗口的术语变成通俗
且合辙押韵的歌词过程中，妻子和很多
热心的学员也帮忙提了不少建议，最后
用3天时间完成了这首歌曲。

歌曲完成后，王大项14岁的儿子
王译不但是第一个听众，还把这首歌曲
带到班级里和同学们分享，让他很受触
动。“垃圾分类应该从小抓起，孩子的环
保意识在某些方面强于大人，而且还会
对大人有带动。”

王大项这次为垃圾分类写歌，也
得到很多街道和社区的欢迎和支持，
还有不少合唱团将其列为演出曲目。
王大项说，他会再下功夫将这首歌做
得更完美，以推动垃圾分类更好普及。

王大项把垃圾分类编成歌
本报记者 吕 丽

铭刻历史记忆，传承红色基因。
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喜庆时
刻，9月20日，由锦州市委宣传部主
办的“我们不会忘记”锦州70位共和
国老兵肖像摄影作品展正式启幕。

锦州作为辽沈战役的主战场，被
称为“新中国第一缕曙光升起的地
方”。70年前，无数老兵为了人民解放
事业浴血奋战，用生命和热血换来了
今天的和平与安宁。本次展出的作品

是20余位摄影人行走千余公里，深入
锦州城乡寻访老兵，记录了锦州70位
共和国老兵对党和人民的忠诚，用左
手行特殊军礼的百岁老兵蒋文、革命
伉俪吴振荣和邵燕云……一张张照

片、一帧帧影像就是一个个故事，一张
张面孔、一个个记忆就是一段段历史，
镌刻着岁月留下的痕迹，记录下战火硝
烟中的永生。

本报记者 文继红 高华庚 摄

共和国老兵 我们不会忘记

9月23日，沈阳师范大学的大四
学生刘涛、赵天明、李诗在新宾满族
自治县永陵镇满族小学的音乐教室
里，认真指导孩子们排练满族舞蹈，
孩子们的脸上挂满了笑容。

今年，为了加强农村小学素质教

育，沈阳师范大学在永陵镇满族小学建
立了大学生实习基地，派出多名专业大
学生到该校任实习教师，这些大学生
的实习期为半年，他们与小学生同吃
同住，为乡村小学送去良好的教育。

本报记者 万 重 摄

乡村小学来了大学生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