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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空中最亮的星，请照亮我前行”
众人在歌声中送别厦门六中音乐教师高至凡
本报讯 7 月 18 日上午，50 名两岸青年齐聚位
于厦门思明区的北京大学创业训练营两岸青年众创
空间，共同开启北大创业训练营台湾人才厦门就业特
训班（一期）活动。
此次参加就业特训班的 50 名两岸青年，48 人来
自台湾，2 人来自大陆。据悉，本次特训班吸引了近
160 名台湾人才咨询、报名，最终筛选录取了 50 名优
秀营员。这些营员 92%拥有大学及以上学历，营员大
多为成熟的职业人士。
“一开始我只是想来大陆试试看，结果这一试就
过了 23 年。”在开营仪式上，厦门市台商投资企业协
会会长吴家莹分享自己来厦创业的经历，勉励现场的
台湾青年们。
在吴家莹看来，北京大学创业训练营师资阵容强
大，资源丰富，办得很好，是打造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
园的有力举措。厦门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将积极与
企业对接，
帮助这些台湾青年在大陆安居乐业。
据介绍，本次特训班为期 4 天，属全公益性质，采
用集中模块化授课方式，融入就业讲堂、过来人分享、
企业参观、简历锤炼场、面试锤炼场、台湾人才对接
会、破冰拓展训练、营员交流、世界文化遗产参观等丰
富内容，全面帮助台湾青年人才，提升在大陆求职的
竞争能力及就业适应能力，协助他们在大陆顺利开启
事业新旅程。
北京大学创业训练营联合创始人、北京大学创业
训练营两岸青年众创空间总经理袁航介绍，北京大学
创业训练营是目前全国最大的公益创业教育与扶持
平台，力图发挥北京大学的优质资源和专业能力，联
合北京大学在台校友及多方机构等力量，为两岸创业
就业菁英，尤其是有志来大陆发展的台湾青年，提供
系统、深入、个性化的服务。
（许丹 彭欧雅）

北大公益训练营助力台青圆梦

下都流露出一股青年艺术家特有的气质。
”
陈琦说。
除了日常教学工作，高至凡主动挑起了厦门
六中合唱团的大梁，
利用课余时间组织学生排练。
2017 年底，厦门六中合唱团发布的一曲阿卡
贝拉版《青花瓷》不胫而走，引发全国网民关注，而
这首改编歌曲的创作者，正是高至凡。阿卡贝拉，
也称无伴奏合唱，不使用任何乐器伴奏，演唱者需
要用人声模仿乐器，以及通过多声部叠唱创造丰
富的声音。
《凤凰花开的路口》
《鱼戏莲叶间》
《送别》……
高至凡带领厦门六中合唱团演唱的每一首歌曲，
都很快风靡全国，让人感动于青少年歌者的天籁
之音。
在学生眼中，高至凡不仅是合唱团的指挥，更
是一位知心大哥。
“‘老高’接手合唱团的时候其实大家的兴趣
并不在合唱上，因为合唱团的巅峰期已经过去了，
怎么让大家重燃对音乐的喜爱，成为‘老高’冥思
苦想的一道题。”高至凡所带的第一届学生刘晓奇
说。
他说，被学生们昵称为“老高”的高至凡善于
发现每个团员的天赋，并且愿意花力气去做个性
化的培养。
“如果乐队指挥是真正的‘指挥官’，那合唱指
挥就更像是一个‘全职保姆’。”高至凡生前好友、
彩虹室内合唱团团长金承志说。就在噩耗传来的
前一天，他还收到了“老高”想要带领合唱团演唱
辛弃疾作品的合作请求。
金承志未曾想到，那次对话之后却是天人永
隔，
“ 我们会一起来帮助他完成未竟的事业，我们
也相信他已经化作了夜空中的一颗星，为我们照
亮前行的路。
”
（颜之宏 付敏 魏培全）

本报讯 7 月 24 日，由厦门大学
管理学院、厦门大学健康医疗大数据
国家研究院、台北医学大学共同发起，
厦门大学数据挖掘研究中心研发的
“2019 年第二季度海西金融、旅游、健
康、消费信心指数研究报告”正式发
布。
报告显示，2019 年第二季度海西
总指数及四大指数环比均呈下降趋
势，虽然下降幅度较小，但也说明相比
于上季度，本季度海西整体发展情况
相对较差，海西地区人民在各方面的
信心均有所不足。
有关专家表示，本季度海西的信
心指数变化与国内经济发展形势密切
相关。2019 年以来，全球复苏下滑态
势进一步确认，全球贸易和投资表现
疲软，制造业增长乏力，主要经济体增
速下降，美国经济下行、保护主义、资
产泡沫、地缘冲突是全球经济面临的
主要风险。今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呈
现上行力量和下行力量此消彼长的对
决态势，但总体来看下行压力更大。
一方面，全球经济复苏放缓、中美贸易
摩擦负面影响显现，对外出口增长由
正转负；另一方面，随着以“六稳”为代
表的政策实施和落地，经济运行中的
稳定因素也在增多，预计未来经济有
望企稳。
据介绍，本季度是第 42 次厦门金
融、旅游、健康、消费信心指数调查及
第 38 次海西金融、旅游、健康、消费信
心指数调查，主要针对海峡西岸经济
区 23 个城市的 20 岁以上居民进行调
查，共收集有效问卷 4939 份。
当天，还首次对外发布了“基于大
数据的厦门市房屋租赁资源禀赋指
数”，未来还将把指数范围扩展至全省
乃至全国。
（许丹 欧阳桂莲）

海西居民信心指数有所下降

两岸高校联合调查显示

“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
夜里，夜空中最亮的星，请照亮我前行。”7 月 21 日
下午，动听的歌声在厦门福泽园安亲堂响起，从四
面八方赶来的人们手持鲜花，满眼泪水，送英年早
逝的厦门六中音乐教师高至凡最后一程。
正如他的名字，高至凡本来是一个许多人都
不知道的平凡年轻人。作为合唱指挥的他，与同
道一起，让厦门六中合唱团的《青花瓷》
《夜空中最
亮的星》等阿卡贝拉演唱传遍了中国。
两天前，许多人方才第一次知道高至凡，然而
那却是这个青年人生命陨落的噩耗。
7 月 19 日，刚过完 28 岁生日的高至凡因突犯
重疾抢救无效，于当天 18 时 30 分不幸离世，永别
了他深爱的音乐事业。就在当天上午，久未休息
的他发了一条朋友圈消息——
“放假真是太爽了，
做梦都会笑醒。
”
一阵滂沱大雨过后，21 日下午，高至凡追思
会在厦门举行。他的亲人、师友、合唱团的同学们
都赶来为他送行。现场没有哀乐，而是反复播放
着高至凡生前为厦门六中合唱团改编的歌曲。
“我们希望用这样的方式，送‘老高’最后一
程。”高至凡的同事兼室友、也是和他一起为厦门
六中合唱团奔忙的伙伴徐聪眼含泪水地说。
在他眼里，
“90 后”的高至凡是个工作狂，身
上也似乎总有使不完的劲，不管周末还是小长假，
总在忙合唱团的事儿。
2014 年 8 月，高至凡从厦门大学艺术学院毕
业后，在 40 多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进入厦门六
中从事音乐教学工作。而当时面试的场景，对厦
门六中艺术团团长陈琦来说，仿佛昨日。
“一个毛头小伙子，
扎着一个小辫子，
提着他蓝
色印花布的小袋子，简历就薄薄的两张纸，浑身上

武夷山五夫镇举办第七届荷花节
7 月 21 日，武夷山
市五夫镇举办第七届
荷 花 节 ，来 自 11 个 村
居的 30 多名选手参加
“ 荷 花 仙 子 ”剥 莲 大
赛。
近年来，五夫镇在
乡村振兴中把发展特
色农业和旅游产业结
合起来，以荷为媒，大
力发展荷花经济，有效
推动了乡村产业振兴。
图为游人在五夫
荷花节万亩荷塘观赏
荷花。
（邱汝泉 图/文）

福 建 高 职 计 划 扩 招 5.3 万 名

本报讯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职业教 型学徒制等校企融合模式，支持组建“1+1+X”
（1 所本
育改革和高职扩招百万的重大决策部署，日前，经福建 科高校、1 所高职院校、若干中职学校）办学联盟，开展
省政府同意、省委常委会审议，福建省教育厅与省直有 “1+X”
（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试点，
关部门联合印发了《福建省职业教育改革工作方案》 鼓励两岸高校联合培养产业型人才等。
《福建省高职扩招专项工作实施方案》，福建省职业教
《福建省高职扩招专项工作实施方案》贯穿“招得
育改革和高职扩招专项工作正式开展实施。
进、留得住、学得好、用得上”的质量型扩招主线，全省
《福 建 省 职 业 教 育 改 革 工 作 方 案》着 眼 于 今 后 安排扩招计划超过 5.3 万名，开展分类报名、分类考试
5-10 年“福建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更加完善、职业 评价、分别选拔录用等模式，落实扩招保障措施，加强
教育现代化水平大幅提升、整体办学质量进入全国先 分类教育管理，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力争实现既能
进行列”的总体目标，注重“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高 缓解当前总体就业压力，又能解决技术技能人才短缺
职考试办法，全面推行“二元制”、现代学徒制、企业新 的战略目的。
（裴质斌 吴燕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