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省教育厅主管江苏省教育厅主管 江苏教育报刊总社主办江苏教育报刊总社主办 《《江苏教育报江苏教育报》》编辑部出版编辑部出版 社长社长：：董胜 副社长董胜 副社长：：何刚 副主编何刚 副主编：：王丽 蔡丽洁 李大林 潘玉娇 一版责任编辑王丽 蔡丽洁 李大林 潘玉娇 一版责任编辑：：董康董康

JIANGSU JIAOYU BAO

2022年5月

星期三 11 日

本期4版

2022年第32期

总第3721期 扫描二维码关注本报微信

站 在 江 苏 教 育 最 前 沿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32-0002 邮发代号：27-56 网址：www.jsenews.com 新闻热线：025-86275704 新闻投稿邮箱：jsjyb@vip.126.com

5月 8日，江苏省男子 09年组足球队 25位队员来到
宜兴市博物馆，参加均陶DIY活动，在陶艺专业教师的指
导下学习均陶堆花技艺，感悟博大精深的宜兴陶文化。
江苏省男子09年组足球队队员均为来自全省各地初中的
优秀足球运动员，从 2022年 2月起“落户”宜兴，今后将代
表江苏参加全国性足球比赛。 丁焕新 摄

在整洁明亮的视频面试间内，应
聘学生对着屏幕与招聘人员侃侃而
谈，为找到一份心仪的工作尽力展现
最靓丽的一面；面试间外，学生静心
排队等待，准备依次在线求职。这是
本学期我省不少高校毕业生“云就
业”常态，专门设置在校内的小小视
频面试间则是省教育厅助力高校毕
业生在最后关键时期求职应聘的一
项创新举措。

今年，我省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
将超 66万人，但 2月以来，新冠肺炎
疫情在全省多点散发，阻断了本应如
火如荼的线下招聘活动，校园招聘

“进不来、出不去、见面难”。为此，省
教育厅从 3月初启动“春生夏长 职向
未来”江苏省 2022届高校毕业生就
业促进季活动，广泛开展网络招聘，
为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保驾护航。

精密设计，
“云端”发力直击就业难点

5月 6日上午，我省以全省联动
同步为毕业生开展视频面试服务的
方式，启动 2022届高校毕业生“就业
促进周”及“百日冲刺行动”。省委教
育工委书记、省教育厅厅长葛道凯，

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苏春海远程视
导活动。据视频面试场景及数据汇
集系统显示，当天共有 35所高校组
织 147家用人单位与 1060名毕业生
通过视频面试在线开展招聘对接。

“全省高校要高度重视毕业生
就业工作，运用网络方式开展对接
活动，推进‘访企拓岗’就业促进行
动，引导高校毕业生先就业再择业，
推动我省高校毕业生更加充分更高
质量就业。”活动现场，葛道凯分析
当前就业形势，对全省高校毕业生
就业工作提出要求。他分别与南京
工业大学、江苏大学、江苏师范大
学、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负责人
视频连线，听取学校当前就业情况
并进行交流。

据了解，今年 1月至 4月，省教育
厅组织全省高校依托省大学生智慧
就业平台（91job）共举办 818场校园
招聘会，其中网络招聘会 786场，共
发布岗位需求 61.4万个。同时，积极
引导全省高校创新工作方式，加强政
策宣传，开展就业指导，为学生就业
提供周到服务。

省高校招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
主任胡建平介绍说，下一步，江苏将

继续按照教育部“百日冲刺行动”要
求，积极开展“百校联动”校园招聘行
动、“访企拓岗”就业促进行动、“万企
进校园”岗位征集行动、精准就业指
导服务行动、就业困难群体帮扶行动
等五大行动。

此外，省教育厅将联合省人社
厅、省工信厅、省商务厅、省残联等部
门及各设区市，分别举办“中小企业
网上百日招聘”“集成电路产业”“服
务外包行业”“关爱残疾人毕业生”

“就业创业在江苏”等各类主题招聘
活动。同时，引导各高校延伸开展

“政策宣传月”“生涯规划周”等系列
活动，重点宣传党中央、国务院促进
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的部署要求，以
及各地各校为促进高校毕业生基层
就业、自主创业、参军入伍、权益保障
等出台的政策措施。

精心支持，
身在校园亦能“直通”职场

“视频面试服务帮助我们顺利与
招聘单位沟通，稳定流畅的视频通讯
环境消除了空间距离，让我在面试时
少了份紧张。”南京工业大学建筑电
气与智能化 1801班学生吕晓杰告诉

记者，最近，他在校内面试间里为求
职之旅画上了句号，成功签约上海柏
楚数控科技有限公司。“面试间虽小，
但电源线、网络、手机支架、补光灯等
设备一应俱全，醒目位置还贴有面试
注意事项，我们面试时还可以免费借
用电脑。”吕晓杰说，学校的贴心支持
为他成功就业提供了莫大帮助。

“截至目前，我校共有 2564名毕
业生采用网上签约方式落实毕业去
向，比例达到总就业人数的 80%。”南
工大党委副书记吴胜红介绍说，学校
目前有 10个网络面试间和 2个专用
视频面试仓，均铺设网络专线支持，
基本满足用人单位和学生之间的信
息传递，学生预约面试时段后就可进
行网上面试。

在省教育厅的组织指导下，不少
高校都和南工大一样在校内建起视
频面试间，让学生和用人单位通过

“屏对屏”实现“面对面”。此外，各校
书记、校长牵头开展多种形式的“访
企拓岗促就业”活动，并根据实际情
况安排招聘活动，几乎日日发布岗位
信息，千方百计为毕业生提供充足的
岗位需求保障。

（下转第2版）

“云端”就业，取“职”有道
为降低疫情对就业的影响，我省实招频出，力促高校毕业生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构建学生心理关爱的“桥、车、道”
■本报见习记者 陈思洋

■本报见习记者 阿妮尔

疫情防控期间，无锡市教育系统多措并举呵护学生心理健康——

省教育厅组织收看
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成立100周年大会现场直播
本报讯（记者 王玭）

5月 10日，省教育厅组织
收看庆祝中国共产主义
青年团成立 100周年大会
现场直播。省教育厅党
组成员、机关党委书记汪
国培，厅机关青年干部、
共青团员代表等 80余人
在主会场参加，各直属事
业单位基层团组织在本
单位组织收听收看。

全厅团员青年全程聆
听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大家一致认为，要
进一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把思
想和行动切实统一到讲话
精神的实质内涵上来，秉
持“坚定不移跟党走，为党
和人民奋斗”的初心使命，
在实现民族复兴的赛道上
奋力奔跑，做理想远大、信
念坚定的模范，做敢于斗
争、善于斗争的模范，做艰
苦奋斗、无私奉献的模范，
做崇德向善、严守纪律的
模范，以责任和担当继续
书写新时代壮丽篇章，为
江苏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
自己的青春力量。

本报讯（记者 王琼）“现代化
的‘智能工厂’什么样？”5月 9日，无
锡职业技术学院智能制造工程中心
主任、无锡市技能大师徐安林，通过
抖音等直播平台，带领大家“云上”
逛校园。这是该校 2022年职业教
育活动周期间的特色活动之一，该
校随后还将开展新修订的职业教育
法网络知识竞赛、“劳模工匠进校
园”系列讲座等主题活动。

日前，省教育厅等十部门联合
发布《关于做好 2022年职业教育活
动周相关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通知》明确，今年的活动
周以“技能：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
活动时间为 5月 8日至 14日。自 5
月8日起，我省各地各职业院校因地
制宜，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精心策划特色活动。与此同时，省
教育厅等十部门也分别在本系统内
牵头开展1—2项全省性活动，

《通知》要求，各地各校要开展
职教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宣传活动，
宣传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
志关于职业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
全国职业教育大会精神，以及十九
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推出的一系
列关于职业教育的重要文件精神。
记者注意到，今年的职业教育活动
周是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施行后
的第一个活动周，各地纷纷把新职
业教育法作为重点，积极组织开展
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

劳动光荣同心抗疫活动也是
本次活动周的宣传重点。各地各
校积极引导广大师生理解、支持国
家和省防疫方针政策，通过设置志
愿服务岗等形式组织师生深入参
与防疫工作，共同努力保障校园正
常运转和安全稳定；同时，从小处
着眼，通过具体劳动实践教育学生
珍惜自身及他人的劳动成果，学习
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

受疫情影响，本次活动周鼓励各地各校充分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通过主题网站、线上展厅、开
放资源等途径举办“云上活动周”“线上逛校园”

“网上开放日”等活动，展示办学成果、成才故事和
校园文化。《通知》要求，各地要积极宣传职业教育
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一带一路”、助力
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等方面的经验做法，大力宣传
职教领域涌现的“时代楷模”“最美人物”及能工巧
匠、大国工匠、技能大赛选手等的先进事迹。可通
过网络直播、线上答疑等形式规范开展招生宣传，
通过举办网上论坛等方式交流研讨办学育人成果
和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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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喵同学，经过了漫长的
假期，我们终于迎来了复学的日子！
如果你对复学充满期待，请按下右边
的启动按钮……”4月 14日是无锡市
区中小学幼儿园恢复线下教学的日
子，迎接柏庄实验小学学生的是一堂
特殊的《复学狂想曲》心理微课。课
堂以喵星人和汪星人的复学故事展
开，在教师的带领下，学生们学习了
腹式呼吸、寻找积极意义、五官正念
练习等几个实用的情绪调节小技巧，
以崭新的精神面貌尽快适应复学
生活。

持续反复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中小
学生的心理健康造成了威胁，在校学习
和居家学习的不断“切换”也给学生带
来诸多不适应。为此，无锡市教育系统
积极为广大师生建立全域化、网格化、
常态化心理防护模式，创设心育工作方
案与心理交流平台，努力守护好每一名
师生的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

搭建心理调适“立交桥”

“原本一直期盼着回归校园，可
得知返校复课消息时，反倒有点害
怕，这是怎么回事呢？”经历了长时间
的居家生活学习，很多学生在返校复
学前都有类似焦虑和困扰。为此，无
锡市教育系统着手研制中小学复学
心理关爱工作思维导图，编发《复学
心理调适指南》，从调整情绪、营造氛
围、寻求支持等多个方面帮助学生及
家长做好复学准备和心理调适。

蠡园中心小学特别邀请国家二
级心理咨询师朱宏娟为六年级全体

学生开展专题心理调适团体辅导活
动，引导学生通过了解情绪、接纳情
绪、调整状态、学会方法、放松减压等
步骤掌握调节情绪的方法。“朱老师
的专业讲解让我了解了许多心理学
知识，也学会了用科学的方法调节自
己的心理状态。”采访中，该校六年级
学生刘云菲告诉记者，同学们更加懂
得了抗疫的艰辛和复学的来之不易，
将会更加珍惜学习时光。

为了及时掌握师生身心健康状
况，无锡市第一女中以“班主任”角色
为切入点，开展“疫情下的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主题班主任工作培训。“每
一位教师都应该成为合格的心理健
康教育者，作为与学生接触最为密切
的一班之‘长’，更应该在特殊时期将
心理健康教育引入班级管理，利用日
常观察、谈心谈话、专业心理评估等
方式，加强对学生的心理关爱，为学
生健康成长提供保障。”该校心理教
师付丽娜说。

打造心理热线“直通车”

杨海娟是江苏省梅村高级中学
的一名教师。这一天，她像往常一样
守候在“小锡老师”心理援助服务热
线电话前，接到了一位封闭在校备考
的高三学生小张（化名）的电话。因
为父母离异，小张对现在来之不易的
家庭生活有着强烈的依恋，却因为疫
情原因无法与亲人团聚，感到非常焦
虑，通话时情绪也很激动。

作为一位有着 21年心理辅导经
验的教师，杨海娟耐心倾听完小张的

讲述，通过站在对方的立场同理和共
情，让小张有了宣泄情绪的机会。接
着，她与小张分享了自己的感受并给
出理性的分析，建议其通过打电话等
其他方式表达对家人的爱。短暂的
电话沟通后，小张的情绪得到了平
复。采访中，杨海娟告诉记者，每次
她一接通电话，听到对方称自己为

“小锡老师”，自豪感总是油然而生。
据了解，“小锡老师”心理援助服

务热线每天都有 3至 5位老师轮流在
线值班，这些老师都是来自无锡各校
具备国家心理咨询师证书和多年心
理健康辅导经验的中小学教师。无
锡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德育室主任张
烨告诉记者，本轮疫情期间，市教育
局准备更加充分，师资力量和系统平
台较 2020年时有了很大提升。值班
教师分成面向教师、学生、家长的 3
个小组，每天上午 8点到晚上 10点为
师生和家长提供专业的心理咨询和
辅导，帮助大家一起正确面对疫情，
筑起抗疫心理屏障。

自 3月疫情发生以来，“小锡老
师”热线共接听心理援助咨询电话
161个，市属院校共建立校园心理援
助热线 69条，校园热线接听 430个，
针对家长开展家庭教育指导 237次，
服务指导特殊学生家庭 1092人次。
除了充分利用“小锡老师”之外，无锡
市红十字心理援助热线、锡山区未成
年人成长指导中心服务热线等其他
社会心理咨询热线也全面为师生和
家长开通，真正做到心理服务不断
线，心理关怀不下线。

铺平心理防护“双通道”

“云端”课堂除了学科类教学，心理
健康教育也必不可少。无锡市教育局
依托市乡村心理健康教育带头人培育
站，以及市教育信息化和装备管理服
务中心设计研发了18节《无锡市中小
学生心理防护指导》动漫微课程。“我
们结合疫情期间的心理需求和认知规
律，拟定了主动适应、能动学习、拥抱情
绪等6大主题、18个方向的心理微课框
架。”该课程主要策划人、无锡市教师
发展学院副院长张先义向记者介绍，每
节微课从心理认知、心理体验和心理策
略三个角度出发，通过温暖的声音、亲
切的话语，帮助广大学生科学规划居家
生活，促进身心健康快乐成长。

梁溪区通过“梁溪名师在线”学
习平台推出涵盖疫情心理调适、学会
学习、主动交往、珍爱生命等主题的
心理课程 30余节，内容覆盖一年级
至九年级。这些课程通过生动有趣
的故事和活动，引导学生主动学习、
健康生活，目前点击量已过万。

孩子不听话、作业不肯做、手机
不离手……不少参与本轮心理咨询
工作的教师表示，许多家长为孩子们
居家时的学习状态发愁，却没有关注
如何与孩子建立良性沟通。塔影中
学“小影说”校园电台为此特意邀请
了部分家长，围绕《预防春季心理感
冒》《做居家抗疫小勇士》《风雨过后
是暖阳》等主题录制音频，强化家校
合作，助力亲子沟通交流，为守护学
生心理健康开辟另一条防护“通道”。

盐城教育系统开展
“十个一”专项行动

本报讯（通讯员 吴恒
广）日前，盐城市教育系统
开展“十个一”专项行动，关
爱中小学生健康成长。

“十个一”专项行动即
“开展一次全面筛查、开展
一次减负督查、开展一次文
体活动、开展一次心理疏
导、开好一堂心理健康课、
开好一次家长会、开展一次
帮扶活动、开展一次专题培
训、开展一次家校社沟通、
开展一次设备维保”。

从专项行动的内容来
看，“十个一”涵盖了学生
发展的全过程，既包括学
生学习运动、身心健康、安
全防范，也包括家庭教育、
校园安全、特殊群体关爱

等有关内容。
值得一提的是，专项

行动特别关注学生心理健
康发展。不但要求组织专
兼职心理健康教师、班主
任、任课教师，对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关键人群，开展
一次一对一、针对性心理
辅导，还对心理健康课提
出“每两周不少于 1课时”

“抓好心理健康集体教研”
等细化要求。同时，组织
开展心理健康教师全员培
训，提升心理健康教师专
业水平；定期对班主任、任
课教师开展全员培训，提
高其日常观测能力，优化
与家长沟通交流方式，做
好学生日常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