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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剑河：
赛职业技能 促毕业就业

近日，贵州省剑河县中等职
业学校举办实习就业招聘学生技
能大赛，来自该校各专业的学生
分别参加了焊接技术、汽车维修、
SMT（表面组装技术）、中式铺
床、中式餐厅摆设、钢琴演奏等职
业技能比拼，为促进就业和应聘
展示职业技能风采。

杨文斌/摄

图说区事

区域观察

特别关注

品质教育是提高教育质量的根本，
是成就学生未来的保证。郑州市中原区
教体局坚持立德树人，把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贯穿于学校生活的全过程，不断提升
学生的素养。注重学生行为习惯养成教
育，强化学校法治教育；构建美育课程体
系，组织系列美育活动；积极开展阳光体
育运动，让学生获得全面发展，这正是中
原区品质教育的核心和目的所在。

多彩校园 启智童年

爱尔兰诗人叶芝说：“教育不是注满
一桶水，而是点燃一把火。”在中原区，多
彩的校园生活“让每一个孩子快乐成长，
让每一个学生健康发展”。

学生可以在“乒乒乓乓”课程中开心
学习乒乓球，在练习中磨练意志；在“迷
人的葫芦丝”课堂上围坐一圈，尽情感受
音乐的美妙；在“行走中国”课程中拓宽
视野，了解祖国大好河山……互助路小
学三个校区针对学生的兴趣和需要，自
主开发了深受师生喜爱的校本课程，为
学生七彩童年留下了美好记忆。

伏牛路小学的“故事城堡”，中原区
实验幼儿园的瑜伽课堂，帝湖小学的豫
剧，八十中的“魅力葫芦”……在中原区，
61所中小学和幼儿园构建出独具特色的
课程体系，课程资源丰富、多样，课程管
理科学化、规范化、品质化，学生需求得
到更多关注。2016年，中原区被授予“郑
州市首批美育示范区”称号。

丰富活动 全面发展

每个孩子心里都有一颗梦想的种
子，为了让种子生根发芽，中原区教育人
一直在努力。

秦岭路小学每年的风筝节，从了解
风筝原理到绘画、制作以及在风筝上写
下愿望，最后放飞梦想，每一个环节学校
都精心组织，内容涵盖美术、科学、语文
等多个学科。该校大队辅导员刘军选
说，这样的活动寓教于乐，既激发了学生
的学习兴趣，又培养了动手实践能力。

根据不同年级学生特点，学校还组
织“展我风采”“集体生日”“书香校园”等
活动，为孩子全面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建设路二小的校园排球队，伊河路
小学的校园篮球队，郑上路小学的校园
足球队，华山路小学的陶笛乐队……在
中原区，学生通过各种平台和活动，培养
技能，愉悦身心，幸福成长。

以品促优，中原区在不断丰富活动
内容的同时，也获得了许多成绩：七十三
中荣获河南省足球锦标赛第一名，郑上
路小学荣获“市长杯”足球赛甲、乙组第
一名，中原区第一中学荣获郑州市足球
班级联赛特等奖。

创新驱动 点燃火焰

“报纸包物”“纸绳拖重”“小球的高
度”“创意吊桥”……在汝河新区小学的
头脑风暴亲子嘉年华上，家长和孩子一
起发挥创意和智慧。用一张仅 20 克重
的废旧报纸拖动了近百斤的重物；用回
形针、一次性筷子等材料组成吊桥承重；
用 7 张 A4 纸大小的报纸包住看起来不
可能包住的物品。该校教导处副主任付
景洋说，学生的想像力和动手能力给我
们许多惊喜。

八十中的创客空间，建设路二小的
科技模拟教室，互助路小学的无人机社
团……中原区努力营造一种更加能动的
教学环境，致力于培养学生的创造性和
动手能力，让学生在动手中发现、在发现
中创造，为他们搭建通向未来的舞台。

桐淮小区小学在“第一届国际青少
年科学发现影像大赛”中，参评的5部微
电影均获奖。在世界头脑奥林匹克大赛
中，秦岭路小学和汝河新区小学的团队
和项目都曾荣获一等奖，甚至汝河新区
小学在全世界800多支队伍中综合得分
获世界第六名……

不断实践、不断探索、不断创新、不
断总结，为学生成长作出不懈努力的同
时，中原区品质教育留下了一个个坚实
的脚印。

以生为本 静待花开

吴晓昊 河南省郑州市
中原区教体局局长

江苏如东：“四支点”撬动均衡发展

发展职教要做好三协同
□□马希良

局长专栏

职业教育利国利民，国家对此非常
重视，但家长和学生对报考职业院校热
情不高。究其原因，主要是职业院校没
有做好与政府的协同、与社区的协同、与
家庭的协同。究竟如何在发展职业教育
过程中做好三个协同呢？

做好与政府的协同。大力发展职业
教育，为国家培养急需的各级各类人才，
是政府与职业院校的出发点与落脚点。
然而，由于各自在社会架构中的职能不
同，从属关系不同，在具体运作过程中容
易产生不协调。如何做好与政府的协
同？一是职业院校要认真学习关于职业
教育的系列文件及地方政府出台的各类
配套文件细则，做到入心入脑，并将其化
作促进职业教育发展的原动力。二是要
主动与政府有关部门沟通学校发展职业
教育的办学思路，主动争取政府的经费
投入和政策支持。三是要努力做到“主
业”“副业”一起抓。长期以来，在职业院
校内部有一种观点，认为学历教育是“主
业”，社会培训是“副业”。其实，学历教

育和社会培训是职业院校发展的“一体
双翼”。像浙江、江苏、福建等省份，职业
院校不仅“主业”做得好，“副业”也做得
风生水起，原因就在于职业院校对“副
业”的认识到位，把社会培训当成是一份
人文关怀，是为市场提供源源不断的后
备力量的职责所在，是校企融合的“催化
剂”。

做好与社区的协同。职业院校要做
好职业教育，处理好与社区的关系尤为
重要。因为职业院校师生赖以生存的基
本条件、各种支撑学校运作的信息资源
等无不与社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做
好与社区的协同关系到职业教育能否

“办得起来”“走得下去”并“走稳、走好、
走远”。那么，如何做好与社区的协同？
一是要创新办学思路，从“等米下锅”变
为“主动出击”。自2011年国家将舟山群
岛新区作为第一个以海洋经济为主的国
家级新区以来，渔民转产、转业成为当地
社会经济发展的强劲需求。浙江舟山职
业技术学校看准时机，为新区发展培养

了大批应用型技术人才。二是要“内强
素质，外树形象”，做到“打铁还需自身
硬”。职业院校要把对学生职业素养的
要求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所需对接，为
学生深入企业实习、走向社会就业打开
绿色通道，否则就会形成人才培养的“两
张皮”。三是要以满足社区需求为导向，
努力改善办学条件。职业院校要正视与
企业生产设备存在的差距和实训基地短
缺的现状，配齐、配足教学设施和设备；
购置高科技模拟仿真实训系统，建设适
应现代企业标准的现代化实训基地，打
通学校办学目标与企业技术标准相衔接
的“最后一公里”。

做好与家庭的协同。众所周知，家庭
是学校教育的服务对象，职业教育也不例
外。在职业教育处于徘徊、停滞状态的地
区，困扰学校办学的原因之一是家长对职
业教育“不感冒”，从而导致家庭教育对职
业教育不给力。因此，职业院校做好与家
庭的协同格外重要。一是重新认识家长
对学生的影响力。许多情况下，职业教育

生源短缺，表面上看是学生不愿就读职业
院校，而深层次的原因是家长的价值观左
右了学生的入学取向。因此，职业院校作
为职业教育的实施方要“俯下身子”，通过
开办社区家长学校、设立家长开放日、组
建家校微信群等形式，加强与家长的联
系，打消家长对职业教育的偏见，重塑家
长对职业教育的信心，使家长成为学校的
同盟军，从而在学生面临学习机会选择时
指导学生向职业教育倾斜。二是要围绕
职业院校育人的“学生、学徒、准员工、员
工”四步进阶，达成职业教育的家校共识，
即形成“专业认知+专业基础教学+企业
见习”方面的共识；“专业教学+专业拓
展+工学结合实习”方面的共识；“半年顶
岗轮训+课证融通教学+半年生产性实
践+国家职业资格鉴定”方面的共识。因
此，能否有效达成家校共识，或许是未来
职业教育开启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
国”的钥匙。

（作者单位系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
教师进修学校）

江苏省如东县从区域实际出发，以
“四个一样”为支点撬动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取得了良好效果。

支点一：城乡学校设施配备一样

学校硬件设施是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的前提条件，如东县教育局通过对农村
学校的调研，制定了学校教学设施标准，
县财政拿出数亿元资金改造学校危房；
全县义务教育学校实现“班班通”，所有
教学班配备电子互动教学白板，学校计
算机房全部更新；为农村小学图书室配
置图书，为物理、化学、生物、科学等学科
配置教学设备，为农村学校新建塑胶操
场，力争实现全覆盖，使城乡学校的教学
设施“站到同一起跑线上”。

支点二：校长教师正常流动一样

教育均衡发展，硬件设施配备是前
提，师资均衡是保证。如东县从 2016 年
开始在区域内实行校长、教师流动制度，
每年不少于 15%的教师进行校际交流。
校长在一校任职达6年必须交流，县城学
校与农村学校执行同一标准，教育局局
长亲自负责，严格执行。同时，如东县还
制定了城乡学校对口支教制度，县城学
校教师到农村学校任教，农村学校教师
到县城学校顶岗。新教师一律先到农村
学校任教，不得直接进县城学校任教。
如东县还为农村学校音、体、美等学科配
齐专职教师，从而保证农村学校各学科
都有专职教师。由县、镇财政筹措资金，
改善农村学校教师的食宿条件。

支点三：城乡教师福利待遇一样

城乡教师福利待遇的差距是教育
均衡发展的瓶颈，过去县城教师的福利
待遇远远高于农村教师，使得优秀教师
涌入城市，造成教育的不均衡现象。现
在如东县城乡教师的福利待遇一样，无
论在哪所学校工作福利待遇不会变，同
时，也使交流的教师不再为待遇减少而
犯愁。目前，农村教师可以获得乡村教
师补贴，待遇优于城镇学校教师。因
此，农村学校出现了优秀教师留得住、
干得好的良好态势。

支点四：城乡校本培训研修一样

如东县成立了若干“教学研共同

体”，一所县城学校与多所农村学校进行
组合，共同进行教学交流、师资培训、课
题研究，有效提高了农村学校的师资培
训质量，改善了农村学校教师培训少、研
究少的状况，为农村学校教师专业成长
创设了良好的环境，从而保证教育均衡
的可持续发展。

如东县以“四个一样”为支点撬动
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城乡学校教育教
学质量得到稳步提升，素质教育遍地开
花，学校特色不断涌现。教育教学质量
的评估结果显示，城乡学校无明显差
距，一批农村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得到
快速提升，呈现出城乡学校均衡发展的
良好局面。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如东县九总
小学）

研学旅行如何“学游”兼得
2016 年 12 月，教育部等 11 部门联

合印发《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
意见》，明确提出中小学生研学旅行是
由教育部门和学校有计划地组织安排，
通过集体旅行、集中食宿方式开展的研
究性学习和旅行体验相结合的校外教
育活动。《教育部2017年工作要点》也提
出，要推动中小学开展研学旅行，启动
研学旅行营地建设工作。

然而，国家层面的倡导和“意见”
如 何 有 效 落 实 ？ 其 课 程 如 何 规 划 ？
责任主体如何履职？学生安全如何
保障？区域和学校怎样突破现实困
境，创出研学旅行的新经验？社会机
构怎样协助教育部门做好研学旅行
工作？

与此同时，教师是否也需要“研学
旅行”？是否需要在紧张的工作之余休
养生息？是否需要建设教师休养基地？

针对这些问题，您有怎样的思考和

切实可行的创意？区域层面有何规划
和实践案例？欢迎撰稿，1500字左右。

通讯员是如何炼成的
当前，许多活跃在教育一线的“笔

杆子”，或在教育局任职，成为区域教育
形象推广的代言人；或在学校从教，“业
余”向各类媒体展示教育的美。他们都
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通讯员。

他们眼中有全局，心中有激情，笔下

有故事，愿意将教育最好的一面展示给
大众。他们靠一支笔“驰骋”教育一线，
也常常因为一支笔得到提拔重用……

如果您是这样的通讯员，曾经或正
在“受聘”于教育媒体，欢迎您将自己的

“通讯员”故事写下来，总结得失，分享
交流。稿件2000字左右。

投稿邮箱：zgjsbqyjy@vip.163.com
121339364@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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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铁

“品质教育”系列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