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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我的第 20 个教师节，忙完一

天的课回到办公室，黄昏中一个挺拔

的身影逆光走来：“唐老师，我回来

了！”记忆的窗悄悄推开，叶青，这个熟

悉的名字把我带到 20 年前初为人师

的时光。

还记得那年 9 月她来学校报到的

第一天，本该在 8 月 22 日跟厦门生源

一起报到的她，却在9月4日外地生源

报到快结束时才看到她和妈妈姗姗来

迟的身影。交完学费和住宿费后，妈

妈的手上只剩下 33 元钱，她说连同这

个月全家的生活费都在这里了。叶青

那渴望读书却对家人又无比愧疚的眼

神我至今难忘。

刚来学校的她情绪低落，她说来

了职校就是掉进了尘埃，大学梦也成

了泡影。于是，我帮助分析了商品经

营与管理专业的升学和就业方向，告

诉学生来职业学校就是翻开了人生崭

新的一页，不仅能就业，就是想升学也

有直通车：成人高考、自学考试和高职

单招条条道路通罗马。自学考试最

快，共 14 门课程，每年有 4 次考试机

会，一次最多可以考 4 科，许多学生在

拿到中专毕业证后就同时拿到了大专

毕业证；成人高考通过率最高，最快也

能在他们毕业后 1 年半拿到大专毕业

证，而此时曾经让他们羡慕的普高同

学还刚走进大学校园；高职单招则能

圆他们的大学梦，进一步系统学习完

善知识体系……在所有学生都无比憧

憬和期待的笑脸中，我看到叶青眼中

也闪烁着希望之光。她说她要读大

学，那一直是她儿时的梦，因为明晰了

目标，我看见这朵尘埃里的花儿在积

蓄力量……

但是命运有时喜欢捉弄人，就在

叶青心生希望时，家里的经济支柱爸

爸却因心肌梗死突然离世。绝望中，

叶青放弃了自己的梦想，退学打工去

了。看着教室里空空的座位，我一趟

又一趟到她家家访，到她打工的小吃

店等她下班，我们走在每一个满天星

光的夜晚，我告诉她只有知识才能真

正改变命运，如果当下的苦与悲注定

无法避免，那我们就勇敢地接受生命

的失与痛，把命运的魔咒狠狠地踩在

脚下，星光灿烂则黑夜无伤。那一

夜，叶青在我的怀里肆意地哭着，我

轻轻地拍着她的背说：“如果命运是

世界上最烂的编剧，那我们就争取做

人生最好的演员。”她郑重地点了点

头。回到家，我连夜打报告请求学校

减免叶青的学费，学校一路绿色通道

为她解燃眉之急，同学、老师纷纷慷

慨解囊……两天后，当我看到叶青再

次出现在班级的身影时，我的眼泪忍

不住掉了下来。

如我所料，再回到学校后的叶青

学习状态良好，可就在她一个劲儿向

前冲时，我却总觉得她还缺了些什么

——是自信。生活的压力和成长的苦

难让她比较敏感，也比较自卑。于是

我跟她谈心，请她当宿舍长、学习委

员，帮助大家管理好宿舍并带领大家

早读，坚持每晚帮同学学习并听写 25

个新单词。在对同学的付出和回报

中，我看到她脸上慢慢绽放出了笑

容。为了提升专业实践能力，我鼓励

她参加各类大赛：普通话一级乙等、全

国文明风采大赛摘取桂冠、职业生涯

规划比赛全国冠军……一系列成绩让

她信心百倍，前行的脚步也走得更加

坚定了。

经 过 两 年 的 努 力 ，叶 青 硕 果 累

累。一次，“夏商集团”与对口单招学

校合作开设的订单式“店长班”来校选

拔人才，不仅能升学，还能有较为理想

的就业岗位。没想到，叶青却没有报

名，她说舍不得这个让她感到温暖的

集体，她再一次徘徊在人生的十字路

口……于是，我带她走进“夏商集团”，

为她介绍零售业的发展趋势和职业发

展规划；带她参观“夏商集团”的合作

高校，浸润大学的文化。我告诉叶青：

“店长班是‘夏商集团’在职业学校打

造的人才储备库。从专业学习上能带

领学生走近最有发展潜力的零售业；

从同伴互助上，那里是学生中的精英

团队；更重要的是，那里有很好的学习

和就业资源，在这个充满竞争的社会，

你比别人更需要拥有它……”很快，叶

青顺利通过考试，进入了店长班。离

开学校前，她把最心爱的笔记本留给

了我，扉页上赫然写着：“没有伞的孩

子更要努力奔跑，但我何其幸运，因为

有您，我生命中的大伞让我无惧风

雨！”那一刻，作为教师的价值感和幸

福感油然而生，我们跋山涉水抵达的

不是远方，而是内心最初出发的地方。

后来，叶青通过自己的努力读了

本科，读了研究生，做了店长，直至今

天，成为“夏商集团”最年轻的管理干

部……

20年前与叶青一同成长的故事一

直萦绕在我心间。为什么想做一个好

老师？这是许多人一直在寻找的答

案。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中有

这样一句话：“一个人生命中最大的幸

运，莫过于在他的人生中途，即他年富

力强的时候发现了自己的使命。”20年

前，那朵尘埃里盛开的花让我找到了

自己的使命。

在我们生命中陪伴了那么多人的

青春，有意无意间还改变了一些人的

命运，一切渺小的亦是伟大的。看，种

子很小，却能长成参天大树；听，水滴

很小，却能穿透千年基石。只要我们

心中有要守护的人，有要坚持做的事，

所有的平凡都可以熠熠生辉。

（作者单位系厦门工商旅游学校）

教育部发布新版《职
业教育专业简介》

本报讯 近日，教育部发布新

版《职业教育专业简介》（简称《简

介》）。新版《简介》全面贯彻新发

展理念，服务产业转型升级需要，

展现职业教育专业升级与数字化

改造的最新成果，覆盖新版专业

目录全部19个专业大类、97个专

业类的1349个专业。其中，中等

职业教育 358 个，高等职业教育

专科 744个，高等职业教育本科

247个。

本次《简介》研制过程中，教

育部积极汇聚行业力量、充分发

挥智库作用，分析岗位需求、固化

教改成果，组织上万名专家学者

共同研制；成稿过程中先后吸收

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建

议88条，吸收地方和行业部门意

见5700余条。《简介》充分体现了

职业教育法新要求，全面展现了

职业教育各层次、各专业人才培

养的要素和环境要求，填补了职

业本科专业简介的空白。《简介》

立足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体现

中职、高职专科、高职本科人才培

养的定位区别与关联，拓展了能

力要求，更新了课程体系，增列了

实习场景、接续专业、职业类证书

等，有利于提高职业教育专业适

配产业升级的响应速度，为学校

制订人才培养方案提供了基本遵

循，为学生报考职业院校及继续

深造提供了指导，为校企合作提

供了依据，为用人单位录用毕业

生提供了参考。 （师闻）

上海加强职业院校中
高职贯通教育

本报讯 日前，上海市教委

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职业院

校 中 高 职 贯 通 教 育 的 通 知》

（简称《通知》），明 确 提 出“ 十

四五”期间中高职贯通院校进

一步紧密协同，逐步形成以专

业为纽带，高职强牵引，中职

强基础，中高职院校协同联动

的紧密型联合体培养模式，中

高 职 贯 通 专 业 布 局 进 一 步 优

化，质量进一步提升，推动人

才培养方案落实、教学标准落

地、培养过程规范以及各教学

要素有机衔接。

《通知》要求，各职业院校要

在培养周期长、技能要求高的

专 业 领 域 开 展 中 高 职 贯 通 培

养，主动优化贯通院校之间、贯

通专业之间的布局。

《通知》明确，建立紧密型联

合体模式。各高职院校牵头成

立 1 个联合体，原则上选择不

超过 5 所中职学校加入，应优先

考虑已经与本校开展中高职贯

通培养的中职学校。各中职学

校原则上参加由高职院校牵头

的联合体不超过 4 个。新建的

新型高职院校在专业建设成熟

且有毕业生后，可牵头成立 1

个联合体。

《通知》强调，各联合体应制

定贯通专业评价机制、调整机

制和退出机制，建立健全联合

体内贯通专业质量评价体系并

实施自主质量评价。 （师闻）

职教速览

尘埃里盛开的花
□ 唐 凌

有没有一首歌让你感到温暖，有

没有一首歌给予你力量，有没有一首

歌经过时间岁月的洗礼，依然是那么

亲切？在我的生活中就有这样几首歌

总在耳畔回响——那是我和学生一起

唱过的歌。

NO.1：《我们都是好孩子》
——我们最爱唱的歌

2007年，我第一次做班主任，接到

的班级是：中职机电班 35 人，男生。

我无语了，我居然是这个班级唯一的

女性。面对这一个个比我高的大小伙

儿，怎么能让他们服我管呢？第一次

班会课，我没有大道理，而是给他们听

了一首歌，那是我教他们唱的第一首

歌——王筝的《我们都是好孩子》。通

过歌词我向学生传达了“我爱你们”

“你们都是好孩子”等心声。在确定这

两个基调之后，我们的初次相处有了

一个良好的开端。半个学期后的第一

次家长会，我依然用这首歌做背景音

乐，展示学生在学校学习、生活的照

片。或许是“好孩子”这一称呼远离他

们很久了吧。在一遍遍歌声中，我看

到了学生眼中的泪花。

记得那是第三年的元旦庆祝会，之

后他们就要离开学校开始实习。大伙

儿让我演个节目，我说就唱首歌吧，问

他们想听什么？大家不约而同说道“就

唱《我们都是好孩子》”。当我唱到“大

声喊，我爱你，你知不知道”时，30多个

小伙子在座位上齐声回答“知道”。那

一刻，我泪流满面。我明白这八九百个

朝夕相处的日子已让我们建立了深厚

的师生情谊，我相信今后无论他们走到

哪里，永远都会记得这首歌。

NO.2：《我是明星》
——唱响心中自信的歌

每年 5月，鲜花盛开的季节，学校

都会举行大型文艺会演，每个班都要

表演一个节目。继上一年度“一二·

九”歌咏比赛，我们班一首《精忠报国》

获得特等奖后，这将是在全校师生面

前的又一次展示，而我更希望除了取

得优异的名次外还能有额外的收获。

因为，作为班主任主持策划一个节目

不能为演而演，还应该在活动中让每

个学生有所收获。

在我为节目一筹莫展的时候，我们

班传来喜讯，南京市技能大赛“机电一

体化组装与调试项目”一、二、三名都诞

生在我们班，第一名姚建华同学还将代

表南京市参加江苏省该项目的比赛。

一时间大家对他很是羡慕，因为获得省

赛一等奖就意味着一只脚已经跨入大

学校门。而我知道，能参加比赛并取得

优异成绩的都是精英中的精英，有的学

生适合在学业上更上一层楼，而大部分

学生则要在 3年的中职学习后走上工

作岗位。我希望他们能看到自己身上

的闪光点，不妄自菲薄。我借用周华健

在北京奥运会倒计时一周年晚会上演

唱的歌曲《我是明星》，排演了5月艺术

节的节目。学生亲手制作了道具——

金光闪闪的星星，还在背面写上自己的

优点和努力的目标：有的是体育明星，

有的是值周明星，当然还有学习明星、

勤俭明星等。每次学生唱到“每一个

人，一样有用。自告奋勇，不约而同。

忘了自己，宽了心胸。我是明星，点缀

天空”时，大家的声音都特别响亮。是

的，正如歌中所唱的“谁曾经努力过都

不普通。付出过多少都举足轻重”。在

节目最后，学生还悄悄给我制作了一个

金灿灿的“教育明星”，把我也拉上舞

台，颁发给我。作为班主任，我希望“我

是那成就了弓箭的弓，我是那无尽的天

空的空”。

在随后的日子里，学生是相互友

爱的，我们的活动也是全校最积极、最

出色的。每个学生竭尽所能地发挥自

己的优点。当然最值得骄傲的是姚建

华，他不仅在江苏省技能大赛中获得

一等奖，同时代表江苏省在全国技能

大赛中斩获一等奖，成为省市区职业

学校学生中一颗耀眼的明星。

NO.3：《毕业歌》
——永远留在心中的歌

春天绽放的花蕊/夏季里更加明

媚/秋天的落叶/冬天的风雪/我们都

一起体会/经过四季的轮回/学会要勇

敢面对/今天的我们更相信/笑容之后

的眼泪/这里是我们共同的家/有我们

最美的年华/年轻的梦在这里发芽/走

过了春秋冬夏/明天又开始新的出发/

请不要担心害怕/告别了青春的美丽

童话/我们都已经长大

2010 年元旦，相处两年半的学生

将要离开我，走上实习岗位。这首歌

是我教给他们的最后一首歌，也是他

们在学校合唱节中又一次精彩演出的

曲目。当大家唱到“这里是我们共同

的家，有我们最美的年华”，同时将班

级这3年获得的30多张团体奖状在头

顶挥舞的时候，感动了台下所有的老

师和同学。

不会忘记第一次见到他们，我心怀

忐忑，不知道能不能做好班主任；不会

忘记军训汇报表演，在我因公缺席的情

况下，他们揽获所有项目的第一，让我

在新生班主任中很是骄傲；不会忘记第

一次运动会虽然我们班一分未得，但啦

啦队还是热情加油，最后一次运动会，

站在领奖台上的运动员与我热烈拥

抱。当然，我们也有冲突，也有矛盾，甚

至我们之间也会剑拔弩张，叛逆的他们

有时也让我感到教育的无奈和有限。

放弃还是坚持？我在寻找答案。想想

自己也曾青春年少，安静地等待是我的

选择。终于一路走来，我们多了一份了

解，多了一份信任，更多了一份亲情。

在合唱中，“走过了春秋冬夏，明

天又开始新的出发，请不要担心害怕，

告别了青春的美丽童话，我们都已经

长大”是由我独唱的，我将“我们都已

经长大”改为“你们都已经长大”。是

的，即将走上工作岗位的他们又让我

多了一些牵挂，但我知道，是雄鹰就要

搏击长空，是蛟龙就要遨游四海，是骏

马就要驰骋千里，他们已经长大，就要

走上社会去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我

希望07机电（1）班是他们永远的家。

一首首歌记录了学生成长的脚印，

一首首歌必定成为他们生命中的一部

分。我们曾经一起唱过的那些歌，也成

了彼此生命中最为美好的记忆。

（作者单位系南京市莫愁中等专

业学校）

同 样 站 在 三 尺 讲
台，选择做教师的理由
却不尽相同。而职业学
校的教师似乎更有故事
感。他们不惮于他人对
职校生的刻板印象，不
用“差生”和“失败”定义
自己的学生，而是用爱
心 守 护 ，用 耐 心 等 待 。
任时光流转，岁月变迁，
但发生在师生之间的故
事不会褪色。

特别策划

做老师一直是我的梦想，这个梦

想深深影响了我。初中毕业我毫不犹

豫地选择了中师，从选择师范到在中

等职业学校工作，21年过去了，我依然

深深爱着自己的职业，也一直被这样

一句话推动——“把自己活成一束光，

先自己熠熠生辉，然后再照亮别人”。

做一道圣洁之光，让教育悄然发

生。作为教师，我深知修身则道厚，

道厚则业精，方可传道授业解惑。从

一线教师到担任班主任，再到学校团

委、政教处负责人的经历，我深深体

会到，这圣洁之光就源于教育初心。

作为一名职校教师，我深知我的

学生需要什么。我必须拥有温暖的

光，一朝受命，始终自带温度。面对大

多在学习中稍显自卑的学生，毫不吝

啬地表达对他们的赏识，是我工作中

的日常。给过生日的学生送上一个描

画着祝福语的鸡蛋，给父母不和的学

生一个温暖的拥抱，给心理敏感的学

生精心挑选一本书……我相信用心传

递的温暖，会让教育悄然发生。

做一道温暖之光，让“路路同学”

心冰融化。还记得新生军训的一天夜

里去查寝，我突然听到从一个床上的

手提袋里传出撕咬声，我第一反应是

老鼠钻进了学生装食物的袋子，抓起

来就往寝室外面跑。正当我高高举起

袋子准备扔出去时，身后传来一声尖

叫：“住手，放下我的皮皮！”借着走廊

的照明灯，我看到路路同学披头散发，

怒目圆睁。她从袋子里拿出一个精美

的笼子，笼子里竟然有一只小仓鼠！

看到仓鼠没事，她的情绪稍缓了下来，

但还是怒目而视地对我说：“如果你把

皮皮摔死了，我就从楼上跳下去。”我

惊得汗毛孔都张开了！结结巴巴地

说：“对，对不起，我……以为是老鼠。”

路路突然泪流满面，冲着我叫喊道：

“它不是老鼠，是皮皮，是我的孩子，爸

爸妈妈都不要我了，我就这一个亲人

了。”我突然明白了什么，试探着边用

手轻轻扶着她的肩膀，边在她耳旁轻

轻说：“寝室里不让养皮皮，你能交给

我养几天吗？”她抬起头，抱紧笼子，眼

睛里是一百个不愿意。我向路路伸出

双手，“相信老师，路路。我女儿也有

一只小仓鼠，我可喜欢了，也特别懂得

如何照顾”。从此，我和路路有了一个

共同的孩子——皮皮。有了这样的

“骨肉相连”的“亲情”关系，路路坚硬

的内心开始变得柔软。

做一道生命之光，让“路路们”心灯

点亮。每每接到新班，我都会通过多种

渠道全面了解班级孩子的经历和特点，

根据加德纳多元智能理论，用放大镜寻

找学生身上的闪光点，并以此为契机搭

建各种平台，设计与学生优势智能匹配

的活动，比如，职业生涯规划、演讲比

赛、歌唱比赛、摄影展览等，并全方位鼓

励学生参与。学生感受到，只要付出努

力就能收获幸福与喜悦，因此这些活动

也最大限度地激发了学生内在潜能。

得知路路有舞蹈特长，在班里我

悄悄与大家密谋“文艺委员非路路莫

属”的计策，然后在路路面前假装很犯

愁，向她求助说，班里就缺个文艺委

员，能不能帮忙带大家上上舞台呀？

后来就有了群舞《乖小丑》顺利登上学

校元旦晚会的舞台，并获得市级舞蹈

比赛一等奖。成功的体验增强了学生

学习的信心，也增强了他们“我也可以

成才”的信念。于是，一个又一个喜讯

传来：老师，我获得了茶艺市级一等

奖，我获得了礼仪省级一等奖，我获得

了摆台省级一等奖……

师生总是在教学相长中沐浴着生

命之光。2019年我有幸获得河南省郑

州市首届“最美校园工匠”，得知消息

的路路和同学们在微信中给我留言：

老班你要按时吃饭，老师你要照顾好

你的腰，老师您是我们在学校最美的

记忆……是的，最珍贵的就是这丰富

而真实的情感，这一刻我感受到在职

校当老师的幸福，因为在学生的生命

成长中，我来过。

苏格拉底说：“每个人身上都有一

个太阳，主要是如何让他发光。”每届

学生中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路路”，娇

滴滴的，爱打架的，内向忧郁的，沉迷

游戏的……如何让这些学生身上的太

阳发出应有的光芒？我想，就是要用

那圣洁的光、温暖的光、理想的光、生

命的光，去照亮他们扬在脸上的自信、

长在心里的善良、融进血液的骨气、刻

在生命中的坚强。

（作者单位系郑州市财贸学校）

把自己活成一束光
□ 焦雪花

与学生一起唱过的歌
□ 沈 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