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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城深化养老服务职业教育改革 探索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

“现代学徒制”为养老业插上翅膀
本报讯 （记者李 娜）近年来，专业护理员紧缺成
超过一半学生同时被多家机构争抢。这是天津职业大
相关知识；每个学徒要在不少于三大类岗位上进行轮
为制约养老行业服务质量提升的一个重要因素。新入
学在校企合作中对“现代学徒制”的一次深入探索。从
岗训练，在带教师傅的指导下，学习、实践养老服务技
职的养老护理员难以很快上手，经过培训的成熟员工
今年起，
该校要求养老服务与管理专业的学生在大二时
能。最后在学校监督下，由被服务老人、带教师傅进行
又容易流失，这成为从业人员和养老机构面临的尴
便参加双选会，自主选择养老机构面试，然后与养老机 “学徒”评价，给出成绩。此外，与学校合作的养老机构
尬。为解决这一困扰养老服务职业教育多年的瓶颈问
构签协议，成为养老机构员工，并进入为期 20 周的“学
在大二、大三阶段将参与学校课程设置和教学，派师傅
题，本市近日深化养老服务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探
徒”阶段；学徒期结束后，学生带着问题回校继续深造， 到学校授课，拉近理论知识与实践的距离，提升“准员
索实践。从今年起，天津职业大学与 5 家养老机构签
毕业后按照协议再回到养老机构工作。这样一来，
经过
工”
的服务技能。
订合作协议，创新尝试“未毕业先就业”
“按需而学”的 “学徒实习”
“回炉深造”
后的毕业生，
将在一线养老服务
对此，天津市民政局副局长朱峰表示，养老服务行
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为养老服务业输出更多人才。 岗位上为老年人提供更高水平的服务。
业的发展应该引起社会更多关注。
“现代学徒制”下的
“未来，
养老服务应该是一个朝阳产业，
我觉得很有
“与养老机构签订学徒协议后，学生成为员工，有
校企合作是一种非常好的模式。学校“以需定产”对学
前景。”近日，一场特殊的双选会在天津职业大学举行。 了归属感；企业为自己培养员工，积极性也大大提高。” 生的培养可以做到有的放矢，学生可以“按需而学”掌
作为该校养老服务与管理专业的一名大二学生，
20 岁的
天津职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丁建石强调，学生的
握企业所需技能。而且，学生有了实习基地，在职业选
吴月萌成功
“入职”
本市一家大型养老机构。当日，
与吴
实习仍是一个教育阶段，不同于一般的企业用工。实
择前有了一个提前了解这个行业的机会，也能避免新
月萌同专业的 44 名大二学生全部被养老机构招录，且
习中，企业要安排带教师傅每周至少半天为学生讲授
入职员工流失给企业造成培训资源浪费。

8 月天津 CPI 同比涨 1.8%

蛋菜价格上涨较多
本报讯 （记者付殿贵）近日，国家统计局天津调
查总队发布最新 CPI 数据，8 月份天津居民消费价格
总水平同比上涨 1.8%。受鸡蛋和鲜菜价格上涨影响，
居民消费价格环比涨幅有所扩大。从环比数据看，8
月份食品价格止跌回升，上涨 0.9%，是影响 CPI 环比
上涨的主要原因。
受开学影响，
鸡蛋大宗采购增多，
加上蛋鸡存栏量
减少等因素共同作用，
导致鸡蛋环比价格上涨 22.3%；
8
月天气高温多雨，不利于蔬菜的贮存、运输，鲜菜供应
受到一定影响，
价格上涨 6.6%；
其他鲜活食品价格也是
涨多降少。另外，
葡萄、
哈密瓜等应季水果大量上市带
动瓜果价格下降 5.8%。

“时报剪报展进社区”首站走进长征里

滨海新区老人学剪报乐开怀

简 讯
●因天津市民政局核心机房迁移，天津市民政
局门户网站及各业务系统（主要涉及婚姻登记、低
保录入、社会组织年检等业务）将于 9 月 15 日 18 时
起至 9 月 17 日 24 时暂停系统服务。
（李 娜）

金秋十月 畅游欧洲
奥德法意瑞梵欧洲六国 11 日游定于 10 月 19 日出
发，现接受报名。
欧洲秋季气温舒适，风景如画。读者将乘豪华客
机直飞欧洲，不转机。将游览意大利威尼斯、罗马，赴
德国参观天鹅堡，还将游瑞士阿尔卑斯山，奥地利因斯
布鲁克，法国巴黎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塞纳河，梵蒂冈
圣彼得大教堂等。本次行程无强迫消费，免收出国押
金，特惠价格为 7899 元，名额仅剩 20 个，报满为止。含
北京录指纹及机场接送。时报读者报名赠送旅行包及
1000 元体检卡。报名处：康辉国旅海光寺门市，地址：
南京路金科大厦 803 室（海光寺家乐福旁）。报名电
话：23459957、15522761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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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
来了 老人尴尬多了
欧洲高福利制度光环逐渐褪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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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许 鑫）昨日，作为今年“文明生
活·美丽天津”第五届中老年文化节系列活动之一
的“时报剪报展进社区”正式启动。活动首站来到
滨海新区杭州道街长征里社区，剪报爱好者现场
与居民交流读报、剪报经验，很多第一次参加时报
剪报活动的老人都为能在家门口看剪报、学剪报
点赞。
此次剪报展中，
剪报作者张万田、
高建祁带来了
“津城美景行”
“这是哪”
等主题剪报，
内容丰富、
制作
精巧得到了广大居民的喜爱。82 岁读者黄辅巨说：

“由于家住滨海新区，
很少有机
会去市里参加剪报活动，没想
到今天时报把剪报展办在了我
家门口。作为时报十多年的老
读者，看见这些剪报我就像看
见亲人一样高兴。
”
在活动现场，很多居民向
剪报爱好者求教剪报知识。
高建祁特意带来了一些半成
品剪报，向大家介绍了剪报知
识。在和居民们交流中，77 岁
的张万田说：
“ 读报、剪报是一
个非常好的养生方式，既锻炼
动手动脑能力，还能剪出快乐
和健康。”
76 岁的陈世楷老人住在附近社区，他特意带来
了一本自制的全运会剪报和大家交流心得。从滨海
新区新北街赶过来的邵道树在观看剪报的同时，还
现场订阅了 2018 年的《中老年时报》。他说：
“我是时
报的老读者，每年都订。今天订报还获赠了张玲社
长所著的《知‘道’者享天年》，这本书里的健康养生
知识很有针对性。今天既看了剪报，又订了明年的
时报，
还得到一本好书，
我很高兴。
”
上图 在长征里社区，剪报爱好者和居民交流
剪报心得。
许 鑫摄

古稀老人办主题摄影展 自制
“首日封”
引关注

为跟拍全运，他跑遍全市

本报讯 （记者李梅旭）近
日，一场以“全运津彩”为主题
的摄影巡回展在河北区鸿顺
里街二五四社区举办，丰富多
彩的全运会主题图片，吸引了
2版
许多居民参观。
全运会期间，74 岁的工会
4版
退休干部盛茂林全程跟拍记
录 全 运 会 。 本次展览共展出
5版
盛茂林 130 幅摄影作品，其中
他自制的集摄影、集邮、体育
8版
为一体的全运主题“首日纪念封”卡片，尤为引人关
时报微信
扫码关注 注。盛茂林说，
希望以首日封的形式制作卡片为全运
会留下纪念。
为了制作
“首日纪念封”
卡片，
从 8 月 6 日全运会启
动圣火釆集到 9 月 8 日全运会胜利闭幕，
盛茂林一路跟
←

拍，跑遍全市 16 个区。他提前
准备好卡片，在火炬传递或比
赛当日先到邮局盖邮戳，然后
跟 随 火 炬 手 、运 动 员 进 行 拍
摄，最后再请火炬手、运动员
在首日封上签名留念，每张卡
片上都附有老人拍摄的火炬
手、运动员的照片。为了找冠
军签名，他从比赛场馆追到酒
店，不少运动员都被老人的执
著精神感动，为他签名留念。
盛茂林说，虽然全运会已经闭幕了，但全运精神不能
就此结束。他要借摄影展的机会展现全运会的盛况
及天津人民的风采。
据悉，
此影展将在其他社区、
学校、
部队等巡回展览。
上图 摄影展现场。
本报记者 肖怿国摄

中国首条民营资本控股高铁签约
杭绍台铁路总投资449亿元
浙江省与复星集团牵头的民营资本联合体 11
日下午正式签署杭（州）绍（兴）台（州）铁路 PPP 项目
投资合同，这意味着中国首条由民营资本控股的高
铁项目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浙江省发改委副主任徐幸介绍，杭绍台铁路全
长 269 公 里 ，设 计 时 速 350 公 里 ，总 投 资 达 449 亿
元。2015 年，杭绍台铁路被国家发改委列为首批
PPP 示范项目之一，按融资方案由民营资本联合体、
中国铁路总公司、浙江省交通集团和地方政府共同
出资建设，项目公司股权突出民营资本绝对控股地
位，占其中 51%。
（据新华社）

天气预报：今晚至明日

多云

气温 21℃~30℃

退休
让百

西南风微风

“让天津老百
姓吃上绿色鱼虾、
安全鱼虾、放心鱼
虾，让更多鱼虾品
种摆上百姓的餐
桌。”这是天津农
学院原副院长、76 岁的刘茂春教授最
常说的一句话。作为一名有着 21 年党
龄的老党员，刘茂春退而不休，把大半
辈子的心血都放在了如何引进更多鱼 本报记者
种，让老百姓享更多口福上。
1964 年，刘茂春大学毕业后到江
西省从事水产生产技术推广工作。 冯
1976 年，刘茂春来到天津农学院工作， 强
并于 198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2002
年 12 月，刘茂春退休后，放弃事业单
位、国有企业的邀请，毅然选择走向基
层。他联合国家级重点学科带头人，
组建天津市淡水养殖科技创新与成果
转化基地，引进新技术 15 项、新品种 5
个，合作承担国家科技项目 14 项，全面
提升天津市淡水渔业行业水平。
2002 年，位于滨海新区的天津立
达水产养殖公司处在倒闭的边缘。退
休后的刘茂春得知情况后，多次前往该公司调研。最终在
他的帮助下，这家公司扭亏为盈，成为天津市海水养殖科技
创新与成果转化基地，
并成功引进南美白虾。
位于宁河区的天祥水产公司原本是个小养殖场。2005
年 4 月，
在刘茂春的筹划下，
该公司与天津农学院建立产学研
联合体。在他的牵头下，
该公司与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的数
家重点研究所
“联姻”
。如今，
这家企业年销售额达2.8亿元。
为了引进银鳕鱼，
刘茂春曾冒着大雪赶到位于哈尔滨市
的黑龙江水产研究所。为了拿到一手数据，他还在零下 30
多摄氏度的天气中，赶到 500 公里外的养殖基地区。如今，
银鳕鱼不仅在天津安了家，
还供应全国 26 个地区。

科技

全运健身热 安全不能忘

银发族半蹲锻炼易伤膝
本报讯 （记者李梅旭）
全运会掀起的全民健身热潮
仍在持续，
加之秋高气爽，
不
少中老年人来到公园等地健
身。专家提醒，秋季中老年
人应注意膝关节的保健。
家住津南区 72 岁的左
大爷是个健身“达人”。可
最近左大爷发现膝盖出现
疼痛症状，到医院就诊，被
诊断为关节炎。左大爷以

前就患有关节炎，但平日运
动后觉得症状减轻，怎么这
几日运动能力提高了，反而
病情加重了？
天津市海河医院骨科鲍
玉成主任介绍，
老化后的膝关
节容易发生骨性关节炎。秋
季天气转凉，
老人的腿脚容易
受寒，
加重关节炎症状。有些
老人经常以半蹲姿势进行锻
炼，
容易致使关节炎发生。

时报时评

相亲节目靠“真”不靠“秀”
司马童
近日，参考消息网援
的“副业”上。 相亲节目
引外媒报道称，随着中国
允许展示个人才艺，但要
去年迎来第四次单身潮， 防止成为某些人借婚恋
适 婚“ 剩 男 剩 女 ”突 破 2 “外壳”出名的途径。事
亿，荧屏相亲节目今年再
实上，不少相亲节目的男
度掀起热潮。
女嘉宾，都将“相亲大会”
相亲真人秀的本质
变 成 了 自 己 的“ 扬 名 秀
在于“真”，这类节目若在
场”，上节目想的不是择
桥段和内容的设计上背
偶，而是如何露脸更久，
离 了“ 真 ”的 属 性 ，而 让
这样的招数岂会不越来
“秀”的东西占据了极大
越引起观众的反感？
篇幅，必然会透支公众信
相亲节目只有把“牵
任，最终只会离节目宗旨
线姻缘”作为专注目标这
和观众期许越来越远。
个“真”的前提下，既有参
而相亲节目的“真”， 与节目者真实的情感流
就是不能忘记牵线适婚
露，又有自然的戏剧感和
男 女 、结 成 恩 爱 伉 俪 的
趣味性，才能让相亲真人
“主业”，莫把过多心思和
秀赢得观众的点赞叫好。
精力用在秀花俏、造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