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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扫描

新华社海南文昌5月10日电（记者 李国利 张
瑞杰 陈凯姿）我国10日凌晨用长征七号运载火箭成
功将天舟四号货运飞船送入太空，中国空间站建造阶
段大幕开启。

这是我国空间站建造阶段的首次发射，也是空间
站货物运输系统的第4次远征。

夏夜已深，椰风阵阵。文昌航天发射场内，天舟四
号货运飞船和长征七号运载火箭整装待发。

“天舟四号是我国进入空间站建造阶段的首发航
天器，装载了共计200余件（套）货物，上行物资总重约
6000公斤，承担着为神舟十四号航天员提供物资保
障、空间站在轨运营支持和空间科学实验等任务。”航
天科技集团五院货运飞船系统副总设计师党蓉说。

“各号注意，30分钟准备！”1时26分，发射任务01
指挥员王宇亮的口令响彻发射场。

文昌航天发射场是我国唯一的濒海发射场，隶属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2017年以来，天舟系列货运飞船
相继从这里飞赴太空。

“5、4、3、2、1！点火！”1时56分，伴着隆隆巨响，长
征七号运载火箭托举着天舟四号货运飞船腾空而起，
在夜空中划出一道绚丽的轨迹。

长征七号是我国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这次是长
征七号首次实现在一个月内完成测试和发射。

“这一次，火箭的测发周期较天舟三号任务时减少
4天。”航天科技集团一院长征七号运载火箭型号办副
主任设计师沈丹介绍。

约 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
道。2时23分，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工作，发射取
得圆满成功。

至此，中国空间站建造阶段的大幕正式拉开，实现
我国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战略目标的关键之战打响。

此刻，空间站天和核心舱与天舟三号组合体正飞
行在400公里高的太空，等待着新成员的加入。

新华社首尔5月10日电（记者 陆睿 孙一然）
韩国当选总统尹锡悦 10日在韩国国会议事堂前的国
会广场正式宣誓就职，成为第20任韩国总统。

当天上午，尹锡悦前往国立显忠院祭拜后，正式宣
誓就职。尹锡悦在就职演说中说，当今世界面临新冠
大流行、贸易格局剧变、供应链重组、气候变化、粮食能
源危机等各种挑战，这些难题不能仅靠一个或几个国
家的努力得到解决。

他说，解决好韩国面临的过度两极分化等社会矛
盾，关键在于实现快速的经济增长，这需要通过科技创
新和国际合作来实现。

尹锡悦表示，朝鲜半岛无核化不仅能为朝鲜半岛
带来可持续和平，也能为亚洲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
贡献。韩国愿意为和平解决朝核问题打开对话大门。

300多位外国使节和代表出席了当天的就职仪式。
就任总统后，尹锡悦将前往位于首尔市龙山区国

防部大楼新设的总统办公室办公。韩国历任总统的办
公地点青瓦台10日起正式向公众开放。

尹锡悦在 3月 9日举行的韩国总统选举中获胜。
按照韩国宪法，总统任期5年，不得连任。

天舟四号货运飞船成功发射
中国空间站建造阶段开启

尹锡悦宣誓就任韩国总统

俄罗斯举行胜利日阅兵

新华社莫斯科5月9日电 俄罗斯9日在莫斯科红
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7周年。俄罗斯总
统普京在阅兵式上发表讲话，表示在祖国命运面临抉
择之时，保护祖国永远是神圣的。

阅兵式于当地时间上午10时（北京时间 15时）开
始。据报道，当天共有 1.1万名军人、33个徒步方阵、
131件现代化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参加阅兵，其中包
括T-90M“突破”主战坦克、T-14“阿玛塔”主战坦克、

“库尔干人”步兵战车、“伊斯坎德尔”导弹、“旋风-G”
型多管火箭炮系统。此外，S-400、“山毛榉-M3”“道
尔-M2”防空导弹、“亚尔斯”导弹、“天王星-9”战斗机
器人也都在阅兵中亮相。

新华社悉尼5月10日电（记者 郝亚琳）莫尔兹
比港消息：南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附近海域当
地时间10日8时33分（北京时间6时33分）发生6.3级
地震，目前尚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

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消息，此次地震震
中位于巴新马努斯岛东北部城镇洛伦高西南180.7公
里处，震源深度为10公里。设在夏威夷的太平洋海啸
预警中心没有针对这次地震发布海啸预警。

南太平洋岛国
巴布亚新几内亚发生地震

有专家认为，培养过多学术型人才，会
与社会需求脱节，中国更多大学应开展职
业教育，培养职业技术人才、应用型人才。

在深圳打工期间，周浩曾遇到一个
一起卖软件的女孩。其他人感觉完全一
样的颜色，她一眼就能看出区别。但可
惜的是，她既不知道自己具有超常的艺
术感知力，也没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

周浩觉得，很多孩子都与这个女孩
一样，具有不同潜能；但普通教育更多强
调语言能力与逻辑思考能力，一旦学不
好语文、数学，便被定义为“失败者”，其
他潜能也被“封印”起来。

“理想的教育，应更多按照孩子的天
性与潜能培养人才，而非简单依据成绩
分流。”周浩说，要让学生拥有在不同教
育轨道上自由切换的可能性，令普通教
育和职业教育真正融通。

童华强常说的一句话，也令周浩印
象深刻：教育的精髓是“人的发展”。

周浩注意到，职校学生可能在职业
发展初期更具技能优势，但越向上走，综
合学习能力强的学生越有潜力。因此在
课程设计中，他反复强调，职校要注意培
养学生的职业发展能力。

“职校学生也应学习综合知识。要

为充满变数的未来培养技术人才，而非
仅仅根据当下需求培训技术工人。”

一次，为了给某职校景泰蓝专业增
设“初创课”，周浩与老师沟通小半年，甚
至多次争吵。老师起初认为，中级工没
有设计基础，无法创作。而在开设“初创
课”后，一些学生的设计令人眼前一亮，
呈现出更广阔的可能。

“创意需要被激发，且越早越好，这
能让学生对职业产生更多认同感、成就
感。”展示这些设计图时，周浩很兴奋。
这是他最有价值感的时刻。

周浩觉得，每个人都有最适合自己
的道路。他也在一条“少有人走的路”
上，逐渐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意义，以及
自己在时代中的位置。

▼ 如何让更多人安心实现“职教自由”？

疫情防控期间，买菜成为很多人的
“心头事”。外出采购需要注意什么？网
购取货如何才能更放心？来自国家卫生
健康委员会的疫情期间安心采购防护小
贴士，一起来看。

外出采购防护好 速战速决别聚集

到超市、菜市场采购的人们，出发前
请牢记：装备齐全，速战速决。

出门前应正确佩戴口罩，确认口罩的
密闭性后再动身。超市的环境相对密闭，
戴口罩是防止飞沫传播的较好防护措施。

做好手卫生，可使用便携式免洗手消
毒液和消毒湿巾。

尽量避免触摸公用物品，不要用手触
碰脸部、眼、口、鼻。触摸眼、口、鼻前要洗

手，用肥皂或洗手液，流动水冲洗20秒。
遵循咳嗽、打喷嚏礼仪，咳嗽、打喷嚏

时用肘部或纸巾遮掩，口鼻分泌物用纸巾
包好弃置于垃圾箱内。

选择正规、防控措施落实好的商超，
如可以观察超市是否实施通风换气、人员
分流、健康监测，对超市公共用品、设施和
区域是否进行全面消毒等。

购物时，不要直接用手触碰食物表
面，可以将购物小袋套在手上来选购。购
买肉类和海鲜等生冷食物时，要与果蔬、
熟食等食物分开包装。

尽量避开高峰时段，提前列出购物清
单，直奔主题，速战速决，尽量减少在超
市、菜市场停留的时间。

买菜购物时请与人保持 1米以上距

离，尽量不要闲聊，更不能拉下口罩交谈、
进食等。

网购取货戴口罩 注意做好手卫生

线上购物，要选择正规网店，避免购
买不明来源的货品。

收快递时，优选无接触方式，例如用
智能快递接收箱。

取快递时，戴好口罩，最好佩戴一次性
手套，避免用手直接接触快递的外包装。

取完快递，可将外包装袋直接扔进垃
圾箱，尽量不带入室内，确要带入时可以
采用消毒湿巾六面擦拭消毒或进行喷雾
消毒等。

拆除外包装后，一定要做好手卫生，
包括用流动水洗手或使用手消毒剂。

食物储存要得当 冰箱不是保险箱

合理的储存方式和储存时间有助于
食材的新鲜和卫生。

储存粮食时，注意干燥、避光、低温和
通风。

储存蔬果时可采用冷藏的方式，时间
不宜过长。

动物肉类和水产品等可冷冻储存，不
要反复冻融，以免增加食品安全风险。

冷冻冰鲜食品需放在冰箱冷冻室保
存时，要与熟食分层存放。

烹调、食用冷冻冰鲜食品时，应做到
烧熟、煮透。

剩菜剩饭放置过久会产生亚硝酸盐，
尽量现做现吃。

外出采购需要注意啥？网购取货如何更放心？
——国家卫健委采购防护小贴士来了

新华社记者 李恒 顾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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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日，新修订的职业

教育法正式施行。5月8日，

以“技能：让生活更美好”为

主题的2022年职业教育活

动周启动。

11年前，周浩从北京大

学退学、转至技工学校就读，

轰动一时，成为职教史上的

一个标志性事件。

11年后，在职业教育的

讨论热度仍在持续的时代背

景下，当年的“吃螃蟹”者又

有着怎样的“职教观”？“新华

视点”记者近日直接对话周

浩，追问他在职教之路上的

思考。

2011年，周浩从北京大学退学，选择
去北京市工业技师学院就读。经媒体报
道后，这一选择引发争议。

不少人从现实考量，觉得人应往“高
处”走：“北大文凭比技校的值钱得多。”
也有另一种声音：应发挥自己的独特价
值；为了名校文凭，去学习不擅长、无兴
趣的东西，不值得。

如今的他，对于这一人生转向，究竟
是否后悔？

在周浩看来，这只是更忠于自己内
心的选择。

从幼儿园起，他就喜欢拼玩具，还自

学篆刻。直到现在，一有时间，他就扑在
模型上埋头做一天。偶尔发的朋友圈，
晒的也是花几年工夫做的模型。

2008年，周浩在高考中取得660多分
的佳绩。他本想去实践课较多的北京航
空航天大学，但在大家建议下，为了“不浪
费分数”，最终报考北大生命科学学院。

但其实，他对生命科学并无兴趣。
这段学习经历带给他的更多是痛苦，甚
至抑郁。之后，周浩尝试了各种办法：旁
听、休学、南下打工，但都没能解决问题。

几经辗转后，他决定退学，学一门自
己喜欢、也能养活自己的手艺。

周浩说，虽然自己“弃北大读技校”
的做法有点“惊世骇俗”，但社会上不喜
欢自己的专业、盲目报志愿的现象相当
普遍——太多孩子直到高三仍不知道自
己的兴趣所在，也不了解大学各专业的
情况与未来方向。他很早就提出，应在
中小学教育中引入职业启蒙，让学生对
未来的职业发展有更清晰的认知。

新职业教育法第十九条，也已回应这
一诉求。“鼓励和支持普通中小学、普通高
等学校，根据实际需要增加职业教育相关
教学内容，进行职业启蒙、职业认知、职业
体验，开展职业规划指导、劳动教育……”

周浩认为，每个人都具有不同潜能，
理想的教育应因材施教，帮助孩子更早
发现和培养属于自己的潜能。

▼ 如何看待自己的选择？

“宁愿去最差的普通高中，也不去职
业学校。”有家长担心，一些职业学校招
生质量不佳，身处其中，孩子会受影响。

教育部2021年数据显示，近5年职业
学校毕业生就业率持续保持高位水平。不
过不少人认为，职校生就业率虽然很高，但
不容易找到“体面”的工作；与普校生相比，
未来发展也会面临更多瓶颈、更高门槛。

从普通教育转至职业教育体系的周
浩，对此也有切身体会。

2014年，从技师学院毕业后，周浩选
择留校任教。站上讲台后，他很快意识

到，责任不一样了。“老师的一句话，很可
能会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他发现，在传统教育体系和社会观
念里，技校生常遭歧视，也易自卑。教师
要做的，首先是帮他们重塑自信。

他讲了一个事例：不少学生可能并
不在乎一台普通机器能不能修好，但当
他们得知自己维修的机床要用于航天事
业时，态度就不一样了。“要让他们知道，
自己的工作是有价值的。”

但与此同时，隐形门槛与“天花板”
依然存在。

周浩注意到，长期以来，一些用人单位
更重视外在学历，而非岗位与能力的匹配
度。为了有更好看的学历，不少中职学生
选择继续读高职和硕士。“用人机构需要进
一步转变观念，并提升专业评估能力。”

职校学生毕业后，也面临薪资待遇
上的落差。一些学生会直接问他：“数控
机床维修这么难、这么苦，我们好不容易
学会了，为啥每个月还是只能挣几千块
钱？”“作为高技能人才，为什么收入达不
到中层管理人员水平？”……

甚至他自己，也会遭遇职场“天花
板”——随着学校发展壮大，教师中有越
来越多硕士、博士，无论是评职称还是晋
升，周浩的学历都没有优势。

▼ 职校生“就业好、地位差”的现象改变了吗？

新职业教育法明确，“职业学校学生
在升学、就业、职业发展等方面与同层次
普通学校学生享有平等机会。”

在周浩看来，平等的法律地位是好
的开始，但要实现事实上的平等，依然任
重道远。

职业教育究竟如何“破局”？他不止
一次思考过这个问题，也认同北京市工
业技师学院原院长童华强的观点——当
务之急，是在工学一体化课程体系建设
和师资培养等“内涵”上发力。

北京市工业技师学院在教师培养方
面肯“下血本”：学校会出资十几万元，送
教师去一流企业脱产培训几个月；设计

“四级梯度”发展体系，从普通教师、一体

化教师、课程负责人到专业负责人，老师
们有明确的上升路径。

2017年，童华强离开技师学院，创办
教育咨询公司，希望帮助更多职校提出
改革之策。2019年，周浩也加入该公司，
从职校老师转型为“职校老师的老师”。

通过研究国内外专业、去企业调研访
谈、组织专家访谈会，他们帮助职校老师
一步步梳理工作任务关键点和技能提升
点，构建一体化课程体系，“通常一个专业
要做三年，才能形成系统体系。一套方案
数百万字，要反复打磨数易其稿。”

开展教育咨询项目后，“一些老师成
长很快，学校也快速发展。大家能看到，
这几年有些职校开始‘冒’出来了。”对

此，周浩感到欣慰。
而在提升教学质量之外，社会观念

的改变则仍需时日。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

认为，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可度低，背后有
价值取向、社会机制和教育自身原因。
一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及“轻百
工之人”的观念根深蒂固；二是社会结构
存在等级梯度；三是教育目标更多是培
养“人上人”，而非培养“人中人”、着眼健
全人格与创造幸福。

周浩认为，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离不开全社会的观念更新。只有在社会
层面改变选人用人机制，在教育层面改
进内容方式，在个体层面改变认知期待，

“厚植尊重实践的工匠精神，鼓励多元发
展的文化，整体社会认知改变，职业教育
才能更多吸引和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

▼ 平等之路还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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