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22.2.15 星期二 责编：皮磊 美编：王坚

13专题TOPIC

“任何行业都能出彩 ，
我想我的人生也会

有光明的前景在等着我。 ”面对
记者的提问，四川汽车职业技术
学院现代机电工程学院大一学
生小忠的回答充满自信，几乎看
不出生活波折留下的印迹。

从 2021 年 9 月入学至今 ，
仅仅一个学期，小忠不仅走出迷
茫，对自己的未来有了更多的规
划，也让家人眼中燃起了期冀的
星火。

和小忠一样发生转变的还
有 1000 名来自江西、四川、湖南
三省职业学校的学生 ， 他们是
“赋能未来”—大众汽车集团（中
国）助学项目（以下简称“赋能未
来”助学项目）的首批受益者。

“赋能未来”助学项目由大
众汽车集团 (中国 )携手中国扶
贫基金会共同发起，旨在为家庭
经济困难的中高职学生提供经
济支持与汽车行业职业教育的
机会，为建设技能中国 、培养技
术技能人才、更好地助力乡村振
兴开拓出新的思路。

迷茫中的一盏明灯

2002 年 3 月， 小忠出生于
四川省泸州市叙永县的一个农
村家庭，全家六口人，仅靠父亲
一人打工的收入生活。既要支撑
奶奶和妈妈的医药费，又要保证
小忠兄弟两人的学业，捉襟见肘
成为常态。

2021 年 9 月， 小忠成为四
川汽车职业技术学院现代机电
工程学院的新生。 勤奋学习的
他，渴望用自己的能力去改变家
庭生活， 让父母能够老有所养，
但困于经济条件、知识能力和眼
界水平，不知道该如何实现。

同样受困的还有汽修相关
专业的中职生欣欣，家中经济困
难的她以全班第二名的成绩考
入这一专业， 是班里唯一的女
生。 喜爱看书的她，希望将来开
一家属于自己的汽车维修店。但
从中职学生到汽车维修店的店
主，这条路该如何走，对于 15 岁

的欣欣来说，一切还是未知数。
恰在此时，“赋能未来”助

学项目的到来让小忠、 欣欣眼
前一亮。

为进一步落实十九大报告
提出的建立“产教融合、校企合
作”职业教育体系的要求，早日
为寒门学子减轻后顾之忧，
2021 年 4 月，大众汽车集团（中
国） 携手中国扶贫基金会共同
发起为期 5 年的“赋能未来”助
学项目。

项目以“授人以渔”的形式，
通过经济支持、汽车职业教育及
实践类培训等方式，为来自经济
欠发达地区低收入家庭的青年
赋能。从学校和老师那里了解到
项目信息后，小忠、欣欣赶紧进
行了申请, 和其他品学兼优、家
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一起通过项
目审核，入选了首批受助名单。

包括小忠、 欣欣在内的
1000 名受助学生分布于江西、
四川、 湖南三省的 22 所职业学
校。 其中 7 所为高等职业院校，
其他 15 所中等职业学校全部来
自脱贫县。后续项目还将覆盖安
徽、河北等地区。

2021 年 10 月 27 日，“赋能
未来” 助学项目 2021 学年开班
仪式在北京、成都、长沙、江西新
余四地同步线上举行，1000 名

学生的职业梦想由此腾飞。

扶技、扶智、扶志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脱贫攻坚的实践充分证明职业
教育可以更好地发挥“扶技、扶
智、扶志”的作用，而乡村振兴同
样离不开掌握一技之长的专业
人才。

职业教育是衔接乡村振兴、
实现共同发展的有效途径。为了
让渴望通过职业教育改变命运
的受助学生实现“技、智、志”的
全面提升，“赋能未来”助学项目
从三个方面展开了长期、有效的
教育援助。

首先，项目为受助学生提供
持续三年的经济支持，以减轻他
们的后顾之忧。

其次， 依托大众汽车学院
及自身资源和优势， 项目为大
一新生提供包括认识汽车、汽
车文化和历史、乘员安全保护、
汽车保养等在内的培训课程，
以及包含新能源汽车知识、车
展等大型活动概览在内的丰富
课外补充内容。

再次，当学生升入二、三年
级，项目还将提供经销商店及工
厂参观等体验活动，以及就业指
导等培训内容，在对既有学校学

习内容进行有效补充的同时，开
阔他们的眼界，以更好适应社会
并造福家乡。

“产教融合”的项目设计使
学生能够收获汽车行业领先的
专业技能， 开阔眼界的同时提
升综合竞争力， 实现个人职业
发展。

“这个课程丰富了我的知识
储备，让我学到了在学校学不到
的东西，开阔了我的眼界。”小忠
表示。 他认识到，汽修行业现在
技术人才需求量很大，并且与社
会接触比较紧密， 紧跟潮流，所
以见识和思想都会比较开放，有
利于自己以后的发展。

最可喜的是，作为职业学校
的学生，看到希望的他们有了更
多学习的动力和不落于人后的
志向。“市场的需求越大竞争压
力就更大，想要得到一个更好的
岗位，你就要比其他竞争者付出
更多更努力。 ”四川汽车职业技
术学院新能源专业的沙马表示。

沙马和姐姐都在读大学，仅
靠母亲务农维持家庭开销。“赋
能未来”助学项目让沙马有了更
多的底气，从调皮捣蛋到认真学
习，“我的学习目标十分明确，要
认真学习每一项专业知识，通过
自己的努力让家人过上更好的
生活。 ”沙马强调。

助力可持续发展

“家里人感到我比起以前乐
观了，更加积极向上，他们很是
欣慰，希望我能考上一个好的大
学， 再找到一个更好的工作，为
未来的自己谋一份幸福。 ”谈起
这半年的收获，欣欣表示。

实际上，项目改变的不仅是
受助学生和他们的家庭，从长远
来看，也为当地的经济发展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我的家乡是经
济欠发达地区， 我学成归来之
日，就是为家乡贡献自己绵薄之
力的日子。 乡土养育了我，我也
必将用我的知识回馈我的家
乡。 ”小忠表示。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瑞金中
等专业学校的小杰则表示，希望
未来能够在家乡成立自己的维
修工厂， 培养更多的技术能手，
一起创业，回馈家乡，回馈社会。

此外，项目还通过引进新能
源方面的知识，为中国新能源汽
车行业培养和输送人才，为环境
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新能源汽车维修专业是顺
应汽车行业发展的需要和社会
发展需要的。 它的前景是广阔
的，期待在不久的将来，新能源
汽车维修专业能够取得辉煌的
成绩。”项目的学习，让四川汽车
职业技术学院新能源专业的小
凯对自己的职业规划有了更加
清晰的认知。

“集团将充分发挥在汽车行
业的资源和优势，通过长期有效
的教育援助， 为学子们筑梦未
来。人才资本对经济发展至关重
要，我们致力于通过人才培养带
动当地经济，响应乡村振兴等国
家发展战略，持续助力中国社会
的可持续发展。 ”大众汽车集团
(中国)执行副总裁，公共事务与
合资企业事务部负责人刘云峰
博士强调。

低碳未来、教育、经济赋能
正是大众汽车集团（中国）2021
年确立的全新企业社会责任三
大战略领域。“赋能未来”助学项
目是大众汽车集团（中国）在战
略领域助力中国社会可持续发
展的重要承诺和公益实践，是从
集团主营业务出发实施的赋能
项目，也是对国家发展战略的积
极响应。

下一代的成长发展被集团
视为企业社会责任的核心课题。
作为负责任的企业公民，根植中
国 30 余年的大众汽车集团（中
国） 未来将继续凝聚多方合力，
持续助力中国社会和环境的可
持续发展。

知识改变命运， 职业塑造
人生。 希望的星火已经点燃，美
好未来指日可待！ （文中学生均
为化名）

（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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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助学校组织学生在线学习培训课程与线下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