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政局长】 如何让主政者了解
教师在教育教学和生活中遇到的疑
惑、难题？欢迎教师提交问题，我们约
请教育局长一一解答。

【特别关注】 关注职业教育、民办
教育、特殊教育、督导工作的区域推进
与特色发展。1500字左右。

【区域观察】 以观察者的视角，评述
区域教育发展现象，分析区域改革举措，
品评区域发展动态。1500字左右。

【管理者素描】 呈现教育局长等
管理者的教育故事，从工作侧面描绘
管理者形象，挖掘区域教育管理工作
背后的故事。1500字左右。

邮箱：zgjsbqyjy@vip.163.com
电话：010-82296736

征 稿

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
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 肩负着培养多
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
的重要职责。为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
贯通技能型人才成长渠道， 淄博市优化
职业教育发展外部环境， 构建适应经济
社会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现代职业
教育体系的建立，离不开长远谋划、顶层
设计和科学布局。淄博市政府印发《淄博
市职业教育发展规划（2014-2020 年）》，
明确淄博市职业教育发展的总目标，确
定了发展职业教育的 7 大重点工程：重
点学校建设工程、重点专业建设工程、重
点实训基地建设工程、 高素质教师队伍
建设工程、技能人才质量提升工程、信息
化建设工程和社会服务功能拓展工程；
提出了促进职业教育发展的 6 大保障措
施：创新统筹管理体制机制、深化办学体
制改革、完善经费保障机制、落实国家规
定税收优惠政策、 健全服务支撑体系和
营造良好社会环境。

在创新统筹管理体制机制方面，淄
博市整合市教育局、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市委高校工作委员会相关职能
部门和人员， 在不改变职业院校隶属关
系的前提下， 高等职业教育实行市级统
一协调管理体制， 中等职业教育实行市

级统筹、区县为主的协调管理体制。市政
府与驻淄省属及企办高等院校建立联席
会议制度， 驻淄高校与市属高校同等享
受相关扶持政策，协调合作办学，实现资
源共享。

为深化办学体制改革，淄博市完善
政府主导 、行业指导 、企业参与的职业
教育办学体制 ， 建立校企合作长效机
制 ，创新行业 、企业和社会各方分担职
业教育基础建设和转移实训成本的机
制 ，实现教育与产业的紧密衔接 ；引导
和支持社会力量兴办职业教育，探索发
展股份制 、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 ，允许
以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办
学；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扩大职业
院校办学自主权；加强职业教育国际交
流与合作，开展基于国际标准和认证的
职业培训，支持职业院校建设一批国际
化的专业和课程。

在经费保障方面， 淄博市将中等职
业教育纳入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和公共财
政保障范围， 确保学校教职人员工资足
额拨付； 实行中等职业教育全部免除学
费制度，经费由省、市、区县共同分担，同
时将免学费补助转换为按专业补助公用
经费。

在落实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政策
过程中 ， 淄博市辖区内各区县不能限

制中等职业学校的招生范围和招生数
量 ， 而且要及时足额地将补助资金拨
付给学校 ， 对未落实配套资金的地方
进行问责 ； 建立公办学校债务化解机
制及债务防控机制 ， 明确各级政府的
化债责任 ， 逐步解决中高职公办学校
债务。

对于国家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淄
博市积极落实。例如，企业接收学生实习
实训支付的报酬等费用支出， 按规定在
计算应纳税所得时扣除； 学校被认定为
有免税资格非营利组织的， 其接收捐赠
收入、 财政拨款以外的其他政府补助收
入，免征企业所得税。

为保障职业教育健康发展， 淄博市
建立健全服务网络，打造由政府、行业企
业与职业教育机构共享的劳动力市场信
息平台，为毕业生就业提供信息、咨询服
务；建立市、区县、学校三级职业学校教
师教研网络， 同时各类科研资金向职业
教育科研倾斜； 施行重点课题财政资助
制度、 职业教育科研和教学成果奖励制
度；健全以办学特色、专业建设、管理活
力等为方向的评估导向和行业、 企业和
社会组织等参与的多元评价机制， 不断
提高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认识， 构建全新
的求学观、择业观和成才观。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淄博市教育局）

山东淄博：编织职教发展服务网
□徐学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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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书法进
校园对陶冶学生情操、提高审美能力不无
裨益。 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除开设相关
课程外，许多区域在推行书法进校园时常
感无从下手。 对于这一问题，安徽省淮北
市教育局局长陈新华认为， 书法进校园，
思想认识是动力，硬件建设是前提，师资
队伍是保障，“环境氛围良好，书法才能在
校园开花结果”。

书法进校园需要文化土壤。 淮北市
是书画之乡，有着悠久、浓厚的书法艺术
创作传统，淮北市书法教育专业委员会、
淮北师范大学、 淮北市书画院等部门经
常组织书法名家走进校园， 推广和弘扬
书法艺术。

明确书法教育的目标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电脑、手机等
科技产品的普及，学生们渐渐习惯于在网
络上交流，导致书写能力有所下降。 在信
息技术环境下， 如何利用先进的教学设
备，使传统书法艺术焕发新风采，让学生
爱上书法？淮北市学校依托已经建成的班

班通、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设备，创新书
法教学模式。

在淮北市实验学校的书法专用教室，
洗砚池、多媒体、书法教学软件等一应俱
全，学生可以伴着音乐书写。

“培养学生良好的书写习惯和对书法
的兴趣及审美能力，逐步提高学生对书法
作品的鉴赏能力，才是书法教育的目标。 ”
该校专职书法教师张静说。

该校校长邱广东认为，书法教育对于
青少年理解和传承中华传统文化有着重
要作用，“电脑普及了，书法不能丢！ ”

队伍建设与学校管理两手抓

一花独放不是春，淮北市突出师资队伍
建设， 并采取动态评选书法实验学校的方
式，加强书法教育的示范、引领、辐射作用。

没有优质的书法教师队伍， 书法进课
堂犹如无源之水、无根之木。淮北市定期培
训中小学书法教学“种子教师”，并通过加
强教师“三笔字”训练、考核，推动全市教师
规范汉字书写，提升教师的文化素养。

为营造良好的书法教育氛围， 淮北

市每两年评选一次书法教育实验学校 ，
实验学校可获得价值 2 万元的书法教学
用品。 而在评选新一批实验学校时，市教
育局也对前一批书法教育实验学校进行
复评。

“墨香校园是一种品味，是落实素质教
育的重要手段， 也是特色校园文化的集中
体现。 ”相山区相山路学校校长史学林说。

相山路学校是淮北市首批书法教育
实验学校 ，该校把 “习字与书法 ”作为学
校的特色，每周开设书法课，全体师生共
同练习书法。 在教师队伍建设方面，学校
与淮北市书法家协会、 淮北市书法教育
指导委员会建立联系， 组建校内书法教
师队伍和校外书法专家辅导员队伍 ，成
立“相山书苑”，普及书法艺术教育；在组
织活动方面， 学校与淮北市诗词楹联家
协会合作 ，定期开展 “诗词楹联进校园 ”
活动，延伸书法教育内容，营造良好的书
法教育环境。

评价写进学生成长记录

书法教学评价是进行书法教育的参

考标准与发展导向，也是书法教育制度化
的有力保障。 明确书法教学效果如何、学
生掌握程度怎样、是否达到预期的作用等
内容，对建立科学的书法教学评价机制至
关重要。

淮北市小学三至六年级每周安排一
课时书法课，在义务教育阶段美术、艺术
等课程中，结合学科特点开展形式多样的
书法教育。 普通高中在语文、美术等课程
中设置与书法教育有关的选修课，所需课
时由学校从语文、美术等课程的课时中统
筹安排。 学校给予学生相应学分，持续激
发学生学习书法的积极性。

淮北市教育局要求学校对学生的书
法学习情况进行评价， 并将这一内容纳
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 记入学生成长记
录袋。 对教师的评价是以形成性评价为
主， 评价结果采用等级制或达标的方法
记录。

书法教育于中国人而言，不仅仅是一
种技能的练习，更是文化的修炼、精神的
陶冶。 在校园推广传统文化，是为了让学
生拥有更多的技能，也是提升师生和每个
教育人综合素质的重要渠道。

书法教育不应止于技能练习
□特约通讯员 于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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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A 高要求成就好发展

问政局长

QQQ 教研员
职称评定之难
中小学教师职称并轨后，教

研员的需求与教研员高级职称
（小中高）数量形成了“僧多粥
少”的局面。一方面，教研员高级
职称几乎被中学教研员“垄断”，
小学、幼儿教研员只好排队等名
额。另一方面，晋升高级职称必
须满足严苛的要求，漫长的过程
使优秀教研员纷纷转岗。

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是职
称评审政策太古板、不够人性
化，还是对优秀人才缺乏关注？
作为教育局长，您如何看待这
个问题，又如何解决？

（福建省仙游县教师进修学
校 吴丽娜）

国学经典可以给人以智慧的启迪
和心灵的滋润， 学习国学经典可以让
我们穿越时空，与古圣先贤对话，懂得
人生之道。特别是对于青少年来说，品
读国学，对其成长具有重要意义。

健全人格 。 孟子说 ：“富贵不能
淫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 ，此之
谓大丈夫也 。 ”做人要有骨气 ，不能
丧失自尊 ，尤其是在利益的驱使下 ，
许多人出现了价值观 “缺钙 ” 的现
象 ，没有了骨气与正气 ，内心空虚 ，
没有归属感 。在这样的环境下 ，如果
青少年没有健全的人格 ， 不仅个人
难有好的发展 ， 国人共同的 “中国
梦 ”也难以实现 。 因此 ，在基础教育
阶段开展国学经典教育 ， 让学生接
受精神洗礼和心灵净化 ， 学习古人
高尚的精神和先贤的凛然气节 ，进
而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 人生观和世
界观 ，极为重要 。

塑造性格。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
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
肤，空乏其身 ，行拂乱其所为 ，所以
动心忍性 ，曾益其所不能 。 ”古今成
大事者 ， 无不是经历风雨之后才得
见彩虹。 然而，在 E 时代成长起来的
青少年 ， 缺乏克服困难的自信和勇
气 ，经不起挫折和风浪 。 “国学经典
进校园 ” 活动就是要通过学习先人
的优秀品质 ， 培养和锻炼学生坚毅
的品性 ，增强学生抗打击能力 ，使学
生面对困难时更加积极乐观。

诚实守信 。 诚信既是无形的力
量 ，也是无形的财富 。 “一诺千金 ”、
“退避三舍 ”、“曾子杀猪 ”等经典故
事都是流传千古的美谈 。 当前我国
正处在社会急剧转型时期 ， 受多种
因素影响 ， 人与人之间的诚信受到
冲击和挑战 。营造和谐的发展环境 ，
需要每个学子都拥有这一品质 ，并
成为忠诚的践行者 。

“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
与之俱黑”。学校和教师也要对自己提
出更高的要求， 为青少年营造良好的
成长氛围和环境， 借助国学经典教育
活动， 引导学生学习古人重信守诺的
品格，秉承“言必行、行必果”的原则，
做守信之人。

低调谦虚 。 “谦受益 ，满招损 。 ”
人要有傲骨 ，但不可以有傲气 。孔子
要求自己 “见贤思齐 ”，不仅向老子
问礼 ，还拜 7 岁幼童为师 。对青少年
加强国学经典教育 ， 就是让谦虚的
古训入脑入心 ， 并转化为青少年的
思想和行为 ， 引导他们无论是完成
学业 ，还是将来做学问 、过生活 ，都
要保持谦逊的态度 。

培养家国情怀。 中国人自古便有
浓厚的家国情怀，无论是乡野小农，还
是高官富商，“家”、“国”两字在其心中
都占有重要位置。特别是读书人，更是
时刻想着“齐家治国”。 这些都是优秀
的品质，不能丢弃。 所以，我们在青少
年中开展国学经典教育， 就是要让青
少年了解先人事迹， 培养他们的家国
意识和爱国情怀， 使传统文化成为维
系民族情感的桥梁和纽带。

局长专栏

特别关注

职称评定关乎每个教师的
切身利益 ， 因而备受关注和热
议。 虽然各地教师职称评审标准
有差异，但都是根据国家相关文
件制定，更倾向于教育教学一线
的教师。 为保证教师职称评审工
作的公平 、公正 ，教育行政主管
部门应注意以下三点：

指标安排有倾斜。 “小中高”
指标与中学高级教师职称指标
相比 ，数量较少 ，何况还有符合
条件的众多小学、 幼儿园教师。
但随着教育走向内涵发展 ，“科
研兴教 ”受到普遍重视 ，中小学
教师职称评审对专职教科研人
员倾斜无可厚非，但不能以降低
标准来解决问题。

搭建发展平台 。 市级教育
行政主管部门或教研部门要多
举办活动 ， 让专职教研员有更
多的交流和发展平台 。 县级教
育主管部门或教师进修学校也
要推荐专职教研员参与上级主
管部门组织的活动 ，搭建平台 、
多给机会 ， 促进一线教师和教
研员的专业成长及教研工作质
量的提升。

制定鼓励政策 。 县级教师
进修学校可以制定鼓励政策 ，
帮助专职教研员多参与课题研
究 、外出讲座等活动 ，福鼎市正
在研究制定这方面的政策 。 此
外 ，教研员自身也要自觉行动 ，
不断提升研究能力 ， 积极发挥
指导 、引领和示范作用 ，为普通
教师树立榜样 。

（福建省福鼎市教育局副局
长 林孝密）

品国学悟人生

区域观察

李建忠：安徽省亳州市教育局局长

“我为妈妈做道菜”
5月10日“母亲节”，重庆市綦江区举行首届校园小厨神烹饪大赛，孩子们现场烹

饪，让母亲品尝自己做的菜。 陈星宇/摄

图说区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