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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线］

□主讲人：
孙艳（呼和浩特职业学院）

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4
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实
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红军突破敌
人的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强渡乌
江，攻占了黔北重镇遵义，1935年1月
召开遵义会议。毛泽东指挥红军，声
东击西，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红
军继续北上，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
桥，翻越冰封雪盖的大雪山，踏上了
杳无人烟的草地。

1935年10月，党中央和红军第
一方面军到达陕北的吴起镇，同陕北
红军胜利会师。1936年10月，红军
第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地区，
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宣告震撼世
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

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今天的
长征路，是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面临
的一个重大课题。伟大的长征精神，
是党和人民付出巨大代价、进行伟大
斗争获得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世世
代代都要牢记伟大长征精神、学习伟
大长征精神、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使

之成为我们党、我
们国家、我们人
民、我们军队、我
们民族不断走向
未来的强大精神
动力。

红军在长征中走过了
怎样的艰辛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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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

七成以上高校毕业生留在区内就业——

从质量年度报告看我区高校毕业生就业成绩单
□本报记者 刘志贤

日前，《内蒙古自治区普通高校2020届毕
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发布。截至2020年 8
月31日，内蒙古自治区2020届普通高校毕业生
共134380人，同比增加4.92个百分点，实现就
业91529人。在高校毕业生总量逐年攀升、就
业总量压力持续高位运行、疫情等因素给毕业
生就业造成较大影响的严峻形势下，为全区
2020年就业工作大局的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

报告显示，从就业落实效果看，已就业的毕业
生中七成以上留在区内，超过一成前往京津冀地
区，在山东省、陕西省、山西省就业的比例较去年均
有所上升。就业质量方面，区内就业人群就业质量
稳步提升，与区外就业人群相比差距逐渐缩小。其
中，从区内就业盟市分布看，2020届区内就业毕业
生最为集中的是呼和浩特市，共占区内就业毕业生
总数的31.65%，其后依次是鄂尔多斯市、赤峰市、

包头市等。从不同学历层次看，区内就业盟市的集
中程度随学历提升而递增，研究生区内就业人群四
成以上集中在呼和浩特市。

从行业特点及趋势看，毕业生就业人数占
比最多的是教育领域，在批发和零售业、制造
业、建筑业就业的比例均呈上升趋势。不同省
份就业人群的行业分布各有侧重：区内就业人
群主要服务于教育以及批发和零售业，北京就
业人群主要服务于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以及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山东就业人
群主要服务于制造业，陕西、山西就业人群均主
要服务于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建筑业。

从毕业生就业单位类型分布来看，2020届毕
业生的就业单位以企业为主，就业量最大的单位类
型是民营企业，占比为52.84%。从不同学历层次
看，研究生在事业单位就业的比例最高，就业于国
有企业、机关的比例明显高于本科生、专科生。

从未来就业形势看，随着我区产业结构转型升
级加快，促进毕业生就业创业系列政策逐步出台，从

稳企扩岗到扩大基层项目规模，从升学、入伍扩招到
优化就业精准服务等，推进高校毕业生就业的政策

“组合拳”效应将进一步增强。同时，脱贫攻坚成果
的巩固拓展、区域城乡协调发展的推进、对外开放合
作的深化，也将进一步催生新的就业机会。大批适
应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新职业应运而生，将
为毕业生高质量就业提供广阔空间和发展机遇。

报告还针对疫情对毕业落实的影响进行了调
研。有近七成的毕业生认为疫情对自己的毕业落
实产生了影响，其中求职就业是受影响最大的方
面。有70.79%的毕业生认为疫情导致招聘岗位减
少，就业难度加大；有65.22%的毕业生认为疫情影
响了自己求职、实习、面试等进程。从不同学历层
次看，研究生、专科生的求职就业受疫情影响的比
例高于本科生；本科生国内升学受疫情影响的比例
高于其他学历人群；专科生自主创业受疫情影响的
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学历人群。

报告分析认为，2020届已落实工作的毕业生
中，七成以上选择留在区内，对全区经济社会发展

的服务贡献程度较高。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近三年
来研究生留在区内就业的比例持续上升，2020届
相比2018届上升了近5个百分点，且已超过本科
生留在区内就业的比例，为全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
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这些来之不易的毕业生就业成果，离不开一系
列就业创业工作举措的持续推进：搭建空中平台，
强化精准对接；推进线上招聘，助力基层就业；完善
在线指导，提升就业能力；关注困难群体，抓实就业
帮扶；持续提供服务，促进充分就业……

“2021年，自治区教育厅将继续深入贯彻国
家、自治区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做好高校毕业
生就业创业工作相关决策部署，拓展就业岗位，着
力促进毕业生多渠道就业；优化招聘服务，千方百
计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强化就业育人实效，切实培
养社会需要的人才，不断提升就业创业指导与服
务工作水平，促进全区高校毕业生实现更加充分
更高质量就业。”自治区教育厅高等院校毕业生就
业指导中心主任王俊威介绍。

□本报记者 霍晓庆

1月5日，是这个学期的最后一天。下课铃
一响，小涛和几个孩子提着早早打包好的行李，
雀跃着冲上了接他们回“家”的车。

他们的“家”是呼和浩特市未成年人保护中
心。他们有父母，却因为种种原因无人抚养。平
时在学校上课，每到周末和假期，他们就会回到
这个家。家里的每一个伙伴都是兄弟姐妹，每一
个照顾他们的人都是亲人。

回到家，小涛放下书包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找
妹妹朵朵，把自己舍不得吃的零食塞给朵朵，还
把她放到自己肩膀上玩耍。朵朵也一直要哥哥
抱，连吃饭都不愿意下来。14岁的小涛和1岁8
个月的朵朵是来这里时间最长的两个孩子，不是
亲兄妹，却胜似亲兄妹。

假期生活开启，就像其他父母规划孩子的假期
一样，中心也用心规划了孩子们的假期。“10个孩
子，按年龄阶段制定了4张课程表，外教英语、舞蹈、
画画、足球、吉他……孩子们想学的基本都有，父母
能帮孩子们想到的，我们也尽量帮孩子们想到，让他
们过一个充实的假期。”呼和浩特市有所社会工作服
务中心负责人李娟说。为给孩子们提供更专业的
服务，未成年人保护中心通过购买服务引进社工机
构为孩子们提供生活照料、心理辅导、关爱保护。

腊月初八的早晨，孩子们在腊八粥的香味中
醒来。腊月二十三，每个孩子都吃了麻糖。过年
换新衣服，一个都少不了。夜里踢开被子，有生
活阿姨帮忙盖好……一切都是在家时的样子。

小菲特国际英语学校创始人段宁，在听说孩子
们的事情后，每周派2名外教来义务给孩子们上课，
并打算长期坚持下去。内蒙古大学教师李慧敏，每
周教孩子们学围棋，连交通补助都不收。刚刚大学
毕业、处于创业初期的安启航足球俱乐部创始人孙
琦，决定让有兴趣的孩子长期免费学习足球……

“小小心灵就有了伤疤，希望爱让伤疤渐渐
愈合。”李娟说。初来时不说一句话的小涛，渐渐
敞开心扉，在与李娟单独相处的时候，开始聊起
关于去世父亲的故事。初来时只考二三十分的
小博，在这次期末考试中考了80多分。初来时
叛逆的孩子们，惦记着把分到的水果牛奶留给一
直照顾他们的生活阿姨和老师。在学校受了表
扬回来分享，受了委屈回来倾诉，在孩子们心里，
不管经历过什么，永远有个港湾。

“帮助1个孩子，就是帮助未来的1个或多个家
庭。未成年人保护中心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引进9
个社会组织深入9个旗县区对困境儿童进行摸排和
需求评估，对排查出的困境儿童逐人建档并开展有
针对性的帮扶救助服务，保障他们健康成长。”呼和
浩特市未成年人保护中心负责人商晓磊说。

10个孩子一个家

□王元琨

近年来，微电影凭借其参与性强和制
作简易的特点，迅速风靡大学校园，成为
深受大学生喜爱的新媒体形式之一。于
是，我开始了微电影实践教学的初体验。
我慢慢发现，学生们在微电影摄制过程中

“设计”人生，涤荡心灵，激发出了很多在
课堂上被忽略的优势与亮点。他们在拍
摄中树立自信、突破自我，体验别样人生，
能够培育坚定的人生理想与信念。

有一个生动的例子坚定了我微电影实
践教学的信心。一位2018级的学生，曾经，
在同学眼中，他沉默寡言，是个“独行侠”；在
老师眼里，他对学习提不起兴趣，学业和未
来对于他就是一个大问号。2019年6月，
学校筹备拍摄反映大学生士兵的微电影

《十八岁我当兵到部队》。身材魁梧、外形
俊朗的他一下就被选中，扮演士兵的角
色。穿上军装那一刻，他好像马上找到了
自信，也开始和大家说笑了：“我得收收肚
子，要不穿上军装不好看。”他和其他9名扮
演士兵的学生演员在烈日炎炎下，一起整
军装、站军姿，进行400米障碍训练，流下汗
水。在微电影拍摄中，他品味到了“全班为
你过生日”的浓浓战友情，也接受了部队教
育的洗礼。在拍摄团队中，他还不断与别
人碰撞着创作的思想和灵感的火花。这些
都让他内心真实的自我得到充分展示，身
心潜能不断发掘出来。

微电影拍摄完成后，他像是换了一
个人：成为了班级的生活委员，不再是

“独行侠”，对学业也表现出了前所未有
的热忱。每每看到那一抹军装绿，他的
眼神里总流露出无限向往。

2020年疫情后的秋季学期开学，他
没有返校，老师收到了他的微信：“亲爱
的老师、同学，我去当兵了。上次的那部
微电影，在我心里播下了一颗成为军人
的种子。我想成为一名真正的军人，真
正穿上军装，去保护人民。”

校园里的微电影，题材多取自于学
生的真实学习生活场景，集中反映学生
在校园生活、成长成才、理想信念等方面
的思考与困扰。熟悉的拍摄场景，相似
的生活经历，面临共同的青春难题……
学生的人生、理想和信念的种子慢慢在
微电影的形、声、光、色的综合作用下生
根发芽。一部没有流量明星的大学生微
电影，却可能引发众多大学生强烈情感
共鸣，给青年学子带来巨大的榜样力量。

（作者系内蒙古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经济与管理工程系教师）

我的微电影
实践教学

［为师者说］

［采风］

为切实做好2021年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
理工作，防范和遏制涉校涉生安全事件发生，确
保广大师生生命财产安全，维护教育系统和谐
稳定，日前，教育部印发《关于做好2021年中小
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就今年校园安
全管理工作进行全面部署。

通知要求，各地要做好校内校外全面防控，
不留死角。一方面，进一步健全校园安全管理
制度，积极推进校园安全防范建设三年行动计
划，加强校园门卫值守、内部人员管理和隐患排
查整改。另一方面，进一步加强校园周边综合
治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校园周边治安、卫生

乱点和重大安全隐患的排查整改，健全落实校
园周边“高峰勤务”和“护学岗”机制，确保校园
周边环境安全、稳定、有序。

通知指出，各地要强化重点领域专项治理，
精准施策。一是进一步落实校车安全管理要
求，规范发展专用校车，淘汰在用的非专用校
车。加强对驾乘人员管理，强化道路交通安全
教育。二是进一步开展学生欺凌防治行动，深
入开展专项治理，定期开展预防欺凌专题教育，
加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做好重点学生群
体关爱工作。三是进一步深化网络环境专项治
理，加大网络环境治理力度，加强学生手机使用

管理，引导学生自觉防止网络沉迷等行为。
通知强调，各地要落实共同责任，形成家

校社协同合力。一是进一步加强安全教育工
作，统筹用好国家和地方教育资源，将安全教
育贯穿于学校教育教学各个环节。二是密切
配合，各展所长，不断丰富教育形式和载体，积
极构建学校、家庭、社区协同育人机制。三是
进一步推动家长落实监护责任，提醒家长切实
履行好学生看管监护责任，严防离校期间出现
监管真空。重点强化对家长预防学生溺水和
网络沉迷的提醒工作。

（来源教育部）

校内校外全面防控不留死角

教育部部署2021年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工作

包头市应征入伍大学毕业生将获奖励金

本报2月17日讯（记者 刘志贤）为贯彻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加强国防和军队现
代化建设、促进大学生稳定就业的重要指示要求，
从今年起，凡被包头市批准入伍的普通全日制高校
大学毕业生，在享受现有各项优待政策的基础上，
按照本科毕业生和研究生每人10000元、专科毕业
生每人6000元的标准发放一次性奖励金。

此外，包头市还结合实际进一步明确了军地各部
门、各高校的征兵工作责任，规定了大学毕业生优先
报名、体检、政考、定兵和选择军种去向的具体措施。

呼和浩特市规范学生校服市场

本报 2月 17日讯（记者 刘志贤）去年以
来，呼和浩特市相关部门集中开展学生校服专项
整治工作，进一步规范校服市场。

据了解，为规范全市校服市场，呼和浩特市教育
局提出了相关实施意见，同时要求学校在选择校服生
产企业时，应选择质量保障体系健全、产品质量优良、
社会信誉好的企业。学校必须与校服生产企业签订
校服采购合同，并在学校公示栏或网站公示校服采购
情况，自觉接受家长、社会的监督。为完善校服价格
管理，呼和浩特市还要求学校校服收费依照学生自愿
和非营利原则据实收取，严格执行市发改委、市教育
局的相关收费规定，严禁超范围超标准收费。

［传真］

徜徉书海徜徉书海。。

勇敢者游戏。

文/本报记者 刘志贤
图/本报记者 王磊

假期，可能是孩子们最盼
望的时光了。

这不，冰雪乐园、青少年
科技中心、博物馆、图书馆
……到处都留下了他们欢快
的脚印、探索的身影。

“放假时，我和孩子一起
制定了寒假计划。除了每天
练练字，做几道习题，其他的
大多是阅读、户外运动、做实
验、帮做家务等非书写类的作
业，孩子对这份计划执行得很
好。劳逸结合，假期过得挺丰
富的。”呼和浩特市金桥小学
一位学生家长说。

在“五育并举”教育方针
的引领下，全面育人已成为家
长和学生的自觉行为。寒假
里，孩子们走进博物馆、科技
馆、民俗馆，尽情享受着多彩
的假期生活。

享受享受 假期假期多多彩彩 畅游海洋球池。

体验滑冰乐趣体验滑冰乐趣。。

探索缤纷水世界探索缤纷水世界。。

［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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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