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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通也体现在中职生同样可以选

择读普高。

武胜县飞龙中学曾经辉煌过，顶

峰时学生有 2000多人，但随着学生人

数减少，大量教室、设备和教师空闲。

武胜县开展普职融通项目后，未考上

普高的学生，可以选择读普职融通班，

学籍在万善职中，学习在飞龙中学，可

以称为在普高读书的中职生。

目前，万善职中与飞龙中学联合

招收普职融通学生约420人，包括中途

由普高转入职教的。利用普高学校招

生，一方面壮大了万善职中的学生队

伍，另一方面又解决了学校学生人数

增加后校舍不足的难题。

对飞龙中学而言，生源有了，老师

有课上。计算机室空着，正好由相关

专业中职生来填补。

根据试点办法，在普高的中职生，

同样不交学费，享受国家财政补贴，这

也大大减轻了农村家庭的经济负担。

在普高的职教生生均经费，由职校划

拨给普高，这又解决了普高经费紧张

导致的发展瓶颈。

“普高老师在理论研究和综合能力

上有优势，职校老师擅长操作。”高攀

说，各尽其才，互相学习，老师有劲了。

这几年，万善职中通过引进与培

训教师，将旅游服务与管理专业建成

王牌专业，每年吸引近 500 名学生就

读。学生活跃在武胜县各类大型活动

中，当志愿者，服务了地方经济。

最早试点的华蓥一中，已转危为

安，迎来了自己蓬勃发展的时期。根

据学生成才需要和社会需要，华蓥一

中先后开设有循环农业生产与管理等

6个专业，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特长确定

专业。

“每年都要添置几十万元的设备。”

彭爱明说，学校职教测绘仪器比建筑工

地的还好。更可喜的是学校氛围的变

化。“老师和学生的精神面貌变了。”

谭杰是华蓥一中的“双师型”教

师，转型前他教化学，转型后教普通班

化学和普职融通班农学课。2016 年，

刚接触普职融通班时，他并不看好，但

一个月后他就打消了疑虑。

“职教班学生状态完全跟普通班

是两个样。”谭杰对比两类班级，直观

印象很明显。每天早上，职教生不用

老师提醒，自己就做题和背诵，纪律都

比普通班好。

这部分学生的转变和学风也不可

避免地会影响普通班学生，至少学校

再不像过去那样死气沉沉了。

学生学习状态转变，老师教书也

有劲。谭杰通过自学和请教，自己组

织编写职教学生练习资料，现在手里

都有资料库了，他也成了当地小有名

气的农学专家。

华蓥一中现在仅中职生就已经达

到1500人左右，每年走职教升入大学的

人数大概400人，升学率不断攀升。

眼见学校壮大，掌舵人彭爱明却

有一丝隐忧。

按照现在的学籍管理，中职生和

普高生属于两类性质不同的学生，学

籍分属两类学校。虽然广安市在改革

窗口期探索融通教育，但普职融通学

生学籍仍然只有放在中职学校，带来

招生和管理上的麻烦。“而且普高和职

校都担心触碰政策和审查红线。”彭爱

明说。

这些试点学校期待国家政策跟

进，支持探索学校办成真正的综合高

中，即可以同时注册两类学籍。如此，

这项探索才能深入，才能在更大范围

内推广。

生源流失、质量滑坡、招生困难，学校发展面临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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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何文鑫 鲁磊 陈朝和

2007年，从镇上搬进市
区，由于招考政策变化，华
蓥市第一中学生源质量急
剧滑坡。校长彭爱明回忆
说，最“惨”的时候，本科上
线不足10人。

在武胜县万善职业中
学，这所已经转型的农村中
学曾经同样为生存发愁。
最困难时，家长对学校和职
教不认可，学生一度减少到
只有100余人，但老师却有70
多名。

这是广安市县域高中
（以县为主要单位和范围的
普高和职高）面临的发展阵
痛，也是我省县域高中发展
瓶颈的一个缩影。经济快
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
城市规划与调整，家长对优
质教育需求增强，招考政策
和办学思路变化，区域间的
教育竞争，无不影响县域高
中的发展。

“必须找到突破口，求
生存。”在广安市委教育工
作委员会副书记刘中平看
来，教育随着经济发展和城
市空间布局调整而改变和
转型，是大势所趋。只有改
革才能救自己，才能谋发
展。

2014 年开始，广安市部
分普通高中学校（以下简称

“普高”）尝试办职业教育，
“两条腿”走路。随后，广安
市依托教育部和四川省改
革试点项目，支持区内学校
的探索。中职学校向普高
开放设备和场地，为在普高
的职业教育学生管理学籍
和提供师资。两类高中课
程互选、学分互认、资源互
通、学籍互转。

几年过去，改革不但化
解了普高的生源危机，多一
条出路的学生有了希望，精
神面貌也为之一变。普高
活了，学生升学和工作两不
误，招生不愁，同时也盘活
了职教资源。

华蓥市有 3 所普通高中，两所公

办、一所民办。华蓥一中以前在华蓥

市溪口镇，名为溪口镇中学，是实实在

在的农村中学，但在 20世纪 80年代颇

有区域影响力。

2007年，溪口镇中学入城，更名华

蓥一中。按理说，办学环境应该是更

好了。但随着中考招生政策变化，广

安市不再划片招生，有了更多选择的

学生，逐年外流。

华蓥市并不是人口大县，每年初

中毕业生 3000人左右，随着外流学生

增多，到华蓥一中念书的越来越少。

“加之错过了发展机遇，家长愈加不信

任。”彭爱明说，那几年，家长实在没办

法了才会将子女送到一中来。

生源减少，质量滑坡，导致教师也

不断流失。“留在这里教书的也觉得痛

苦，感觉没有出路。”彭爱明说，师生都

士气低落，招生更困难了。学校发展

陷入恶性循环。

武胜县万善职中的历史更加坎

坷。1958年，万善中学建校，此后一度

变为职业中学，一度又转为普高，随后

又变为职高。“过去家长对职校认可度

低，加上学校办学思路的调整，一段时

间都快到关停状态。”万善职中校长高

攀说，学校始终在“难招生、难留住、难

管理”的困境中苦苦挣扎。

“再不想办法就办不下去了。”彭

爱明说。

2011 年，教育部与四川省签署战

略合作协议，省部共建广安市教育改

革发展试验区（以下简称“试验区”）。

其中一项便是，教育部将在推动普通

高中多样化发展方面给予支持。

于是，广安教育走上发展快车道，

有了允许先行探索的空间。没过两年，

根据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才培养需要，

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

教育的决定》，明确提出加强职业教育

与普通教育沟通，为学生多样化选择、

多路径成才搭建“立交桥”。职业教育

投入和职业院校招生数量随之增加。

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抓住国家大

力发展职业教育和广安作为试验区的

窗口期。2014 年，华蓥一中率先在广

安市革新突围，走普职融通道路，办综

合高中。

眼见华蓥市的探索带来普高和职

中的转机，武胜县也坐不住了。

万善职中校长高攀有过统计，学

校有 12%的学生是建档立卡户，40%是

留守儿童，近20%是单亲家庭。如果不

想办法多元化发展，不走普职融通道

路，那么，这类家长更加不愿发力，学

生也不想学，出路单一。

“越早抓住机遇，越早改革谋发

展，才越有奋斗的希望和目标。”高攀

说。

万善职中与县内飞龙中学协作，将

一部分职高生放在飞龙中学学习。通过

普高招普职融通生，减少阻力，满足家长

和学生的多元化选择。生源不愁了。

过去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对于

工业基础不够雄厚的广安而言，比较

困难。究其原因，一是广安的经济在

全省一直处于中间水平，职业教育中

的车间、设备投入大，对财力是个考

验；二是普高升学这条道路，无论是对

于全市教育布局，还是对学校和家长，

都是优先项。

“但随着国家政策的调整与投入

增加，两类高中协调发展的时机成熟

了。”刘中平说，学校更是有了改革的

意愿和探索。对于经济和教育欠发达

地区而言，职业教育有助于就业和升

学，而普高又可以利用其招生优势，融

合发展走出低谷。

广安市教体局迅速回应学校，普

高职成科的成立正是为了推动普职融

通这项探索。以前管普高的科室和管

职教、成人教育的科室各自为政，“在

新的环境下不利于支持学校的探索。”

广安市教体局普高职成科科长周永宏

说。

现在，从市到县都合并了两个科

室，便于管理。办综合高中涉及普高

和中职两类学籍，以及经费划拨的一

系列问题，广安市及时上报教育厅，教

育厅充分支持广安的探索，并组织相

关处室会商研究。

2015 年，广安市普职融通培养项

目成功申报四川省第二批教育综合改

革项目，在政策和经费上得到支持。

加上省部共建试验区，有了改革依据，

广安市大胆推广试点，华蓥市成为首

批试点区域。

根据试点办法，广安市在招考政

策上向职教倾斜，逐年扩大职教生招

生比例，控制普高招生最低分数线。

在小学、初中和高中开设职业教育课

程，职校场地、设备等资源向初高中免

费开放，引导学生正确认识职业教

育。鼓励普高与职高携手并进。

几年下来，中职学生不断增加。

在普高，创造条件让有意愿的学生转

学职教，学籍同时转到职校，但在本校

学习。普高和职高结构持续优化。

华蓥一中试点一年后，有了效果

和经验，开始招收纯中职班。同时，为

了打消家长疑虑，继续开设转型实验

班，学生和家长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

择是否就读中职。

采访时，高三（16）的学生王群瑶

刚参加完技能高考回来，信心满满，

“上本科应该没问题了。”高一时，她并

没有想过要转职教。经过一年的接触

和认识，加之自己跟不上普高学习要

求，便决心转学。

“父母当时还不同意，因为他们缺

乏了解。”王群瑶对父母讲，走职教的

路反而有希望考上好的本科。父母毫

不犹豫答应了。

“学生成才有了新的道路。”彭爱

明说，数据和学生成功案例显而易见。

为了确保改革稳妥推进和规范管

理，广安市规定普高学籍学生转中职

人数一般不超过本年级学生总数的

15%。

发展职教，头几年意味着“烧钱”，

如此才能确保职教设施设备能跟上学

生人数的增长和需求。

有鉴于此，启动改革试点以来，广

安市平均每年到位中央和省上中职专

项资金2000万元，加大投入，加快示范

校建设，补齐短板，为职校学生和普高

学生的实践操作创造条件。其中，华

蓥市总投入 1.9 亿元，建设华蓥一中、

职教中心教学用房和场馆等。

招生困难、生源堪忧、师生士气低迷 “再不想办法就办不下去了”

依托部省改革项目支持，探索普职融通培养 “学生成才有了新的道路”

拆除职校和普高的办学围墙，共谋发展 “老师和学生的精神面貌变了”

深度
开阔教育视野 透视教育热点

生源流失、质量滑坡、招生困难
……这是全省丘陵地区不少农村中学
发展面临的普遍难题。

面对困境，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去
尝试，勇敢探索。广安市的部分学校
迈出大胆探索的步伐，换一种思路办
学，走普职融通道路，为自身发展注入
活力，为学生成才提供多样化选择。
广安市相关部门积极跟进，抓住了国
家职业教育发展的良好时机，主动作
为，深化改革，走在了全省两类高中协
调发展的前列，为其他区县提供了经
验和参考。

从地方经济发展角度看，只有留
住了人，才有一切。学校活了，也就留
住了学生，留住了人才，这无论是对当
地社会繁荣，还是对经济发展、未来城
市建设，都是强有力的保障。

当然，这项改革的持续推进和广
泛推广，还有赖于国家和省级教育部
门进一步的政策支持和管理创新，以
打消基层办学者的后顾之忧。

我们期待更多农村学生因此受
益、成功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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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中的职教、中职、职高，如未特别说明，均指中等职业教育或中等职业学校。）

华蓥一中机械加工专业学生在车间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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