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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改革
完善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办法， 鼓励
更多应届高中毕业生和退役军人、
下岗职工、农民工等报考，今年大规
模扩招 100 万人”被写进了今年的
《政府工作报告》。 政策从纸面落到
地面不过短短半年。金秋时节，无锡
首批近 600 名社会人员开启了他
们“回炉深造”的学习之旅。 无锡的
高职院校如何顺利招收这些来自社
会，年龄、学历差异巨大的学生？ 如
何开展教学和管理？ 这些重返校园
的新生有何特点？10 月 21 日，记者
对此进行了探访。

无锡有两所省首批面向社会人
员招生的试点高职院校， 分别是无
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和无锡科技职
业学院， 招生对象是无锡户籍或者
在锡务工（需提供 6 个月以上劳动
合同证明）、具有高中阶段学历或同
等学力及以上的企事业单位在职职
工、退役军人、进城务工人员及待业
人员等。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社招新
生与通过高考进入该校的新生一样
9 月 10 日报到。 10 月 20 日起，无
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面向社会人员
招录的 415 名新生陆续报到。 10 月
21 日，部分新生上了他们入学后的
第一课。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招生

办公室副主任李淑娟介绍，学校首
批计划招生数是 400 人， 其间有
600 多人报名，经过层层筛选最终
录取了 415 人。 设置的专业有机
电一体化技术、 汽车检测与维修
技术、 电气自动化技术和烹调工
艺与营养，都是品牌专业。 比如烹
调工艺与营养专业是江苏省品牌
专业，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是无
锡市机电一体化技术重点建设专
业群龙头专业。 无锡科技职业学
院也拿出了数控技术、 物流管理、
电子商务和社区管理与服务四个
强势专业。

无锡商院继续教育处处长王建
中介绍， 设置什么专业其实颇有讲
究。招生工作开始前，学校就社会人
员特点， 重新进入校园学习目的以
及企业用人需求等开展调研， 基于
培养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技术
技能人才考虑确定了这四个专业。
刚结束的第二批招生， 学校又增设
了新能源汽车技术、 工程造价等四
个专业。“比如烹饪、旅游等专业由
于其服务业的特点，节假日休息少，
就业之初工作繁忙， 并不受普通在
校学生和家长的青睐。 但已经在这
些工作岗位工作的社会人员有较好
的适应性和更明确的提升目标，这
样的专业很适合他们学习。 ”

高职院校面向社会招收的学生
是入学年龄、 文化基础和教育背景
千差万别的农民工、下岗职工、退役
军人、新型职业农民，他们的求学目
标各不相同， 引发了学校在管理和
教学中新的探索和思考。“在社会人
员的招生、教学中，学校不断遇到层
出不穷的新情况，调动了全校诸多
部门，投入了大量师资和精力边行
边试边优化。 学校立足立德树人的
育人根本任务，在保证育人质量的
前提下探索多元化的管理和教学
模式。 ”王建中说，“比如根据学生
需求以及能力不同实施分层、分类
教学， 实行 3 至 5 年的弹性学制、

‘学分银行’、 技能证书换学分等，
帮助那些肩头挑着工作和养家糊口
重担的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 他表
示， 未来学校还将通过校企深度融
合，探索建立学习经历档案，助力落
实终身学习。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社招首
批入学的新生中，主动要求“回炉深
造”的“另类”学生不少，有企业主、
硕士研究生、技能冠军等。相比普通
全日制在校学生， 他们思想更为成
熟， 人生目标更明确， 学习动力更
强。“这些学生中绝大部分是真正想
学习技能， 由理论到实践再到理论
提升、再创新。 ” 李淑娟说。

这些选择再上一次学的人，都有着同样的期待：
为了让自己的未来更美好

锡城首批社会人员“回炉深造”
应对多元化生源 探索育人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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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读高职 寻求更有价值的人生

金官雄在学生时代是一个学
霸，本科就读于哈尔滨工程大学土
木工程专业，研究生毕业于华东师
范大学工商管理学专业。自从 2007
年本科毕业他便扎根无锡，如今家
庭、事业双丰收，是我市一家公司
的业务经理。 今年 35 岁的他却选
择到高职院校学习，为自己的人生
寻找一个新的起点。

在金官雄看来，社会大众把文
凭当作找工作时的一块敲门砖，有
这样的想法并没有错。 只不过当温
饱问题解决后，一个人在社会历练

中会不断明确自己的人生目标，朝
着更高处前行。 他介绍，在一些发
达国家，获得学历只是人们接受教
育的原因之一，人们持续学习的动
力主要来源于个人兴趣，能提供在
学历教育外发展兴趣爱好、了解其
他行业的机会。“国内高职院校扩
招，给了我们了解感兴趣的领域、追
求更高人生价值的机会。 ”他坦言，
自己从小对汽车行业很感兴趣，今
年得知高职院校面向社会人员招生
时，报考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的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相比本

科院校侧重理论和研究，大专院校
教学更注重实践操作，这正是我期
望的教育方式。 我打算多了解这一
领域，让自己距离汽车领域的创业
梦想更近一步。 ”

金官雄很期待本周六的第一堂
课，正在外地出差的他盘算着以后
如何挤出自己晚间和双休日的空余
时间用于学习。 即使 10 多年前在
本科阶段已经学过的基础理论课，
金官雄也很重视，他笑道：“一本书
看第二遍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同样
的课上第二遍也是如此。 ”

无锡商院社招新生在集中上课。 （施丽莉 摄）

无锡商院社招新

生展示录取通知书。

（李志坤 摄）

社招新生报到时向学校教师咨询相关问题。 （施丽莉 摄）

90后小夫妻学烹饪 让生活多一种选择

袁耀和刘佳萌是一对 90 后夫
妻， 更是一个 6 个月宝宝的父母。
从步入社会到组建家庭再到晋级为
父母，小夫妻俩越发认识到学历、技
能的重要性， 一同报考了无锡商院
的烹调工艺与营养专业。 10 月 21
日下午， 袁耀请假上的第一课是公
共课程军事理论，他听得津津有味。

“尽管小时候大人会苦口婆心
劝学， 但那时的我完全认识不到学
习有什么用， 想着只要不给家里添
麻烦就行。2013 年我踏入社会时只
有中专文凭， 从事与自己所学专业

毫无关联的工作， 到现在依旧拿着
不高的工资，看不到发展前景。而我
那些读了本科、研究生的同学，在学
习上付出了更多精力， 如今从事的
工作对我来说高不可攀。 ” 袁耀感
慨。 工作 6 年，他和妻子通过自学
拿到了成人大专文凭。 得知高职院
校扩招无锡有高校招生的消息，他
们夫妻俩毫不犹豫一同报了烹调工
艺与营养专业。选择这一专业，袁耀
有自己的打算：“我们和很多年轻人
一样，不会烧菜煮饭。学这个专业是
希望以后除了到父母那里蹭吃、点

外卖之外还有另外一种选择， 以后
也能为孩子和家里的老人服务。 多
一个技能傍身， 说不定以后能让自
己的工作、生活有不一样的变化。 ”

他告诉记者， 在求学的第一天
他就感受到了大学的学习氛围：“以
前在网上看到高校请名家开设讲座
的消息时我都特别羡慕， 想到现场
听课却苦于没有机会。 现在我就是
一名学生，等学校邀请了名师、名家
作讲座时， 我就能名正言顺地去听
了， 相信自己的学识也能得到多元
化提升。 ”

父子俩一同上学 为了更规范系统地经营

9 月 7 日 43 岁的陆海龙送儿
子去湖南上大学，三天后他到无锡
科技职业学院报到，也成了一名大
一新生。 陆海龙所学专业是数控技
术，他很珍惜国家出台这样一项政
策，让人到中年的他依然有机会到
高校系统地学习专业技能知识。

陆海龙介绍，他当时在一所高
校与企业定向培养班学习拿到的大
专文凭，与参加高考进入大专院校
学习的学生不同。 学了两年服装与
管理专业后，他却被安排到了相关
企业机械方面的岗位工作。“我们

就跟着当时分管技术的负责人学习
描图、制图等技术。 师父手把手教，
学来的知识虽然实用， 但有些方面
从规范性来说还是欠缺的。 比如制
图有了国家标准后， 机械制图需要
越来越规范。 ”除此之外，身为企业
主的陆海龙还认为， 在企业发展中
特别是新设备、 新技术不断更新换
代时， 企业负责人在技术层面不能
一无所知，需要懂得更多一些。

陆海龙选择的是无锡科技职业
学院的数控技术专业， 与自己目前
从事的行业联系较为密切。 他很满

意学校提供线上线下结合的弹性学
习模式， 最期待的还是实际操作训
练。“学校为我们排的课大多在晚间
或者周末。 自 10月 9 日上课以来，
我觉得收获很大。 ” 陆海龙介绍道，

“比如上一堂法律课上， 老师有针对
性地讲了《劳动法》。 原先在社保、劳
动合同等方面不了解的地方，经老师
条分缕析了一遍后，我觉得以前遇事
到处托人的处事方法要改变了，如今
凡事就要依法依规办。我虽然是小企
业主， 也在考虑聘请一名法律顾问，
在经营中预先防控风险。 ”（陈春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