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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武怡晗

玻璃窗外春寒料峭，会议室里热

火朝天。3月22日下午，在桐庐县教

育局，一场为学校“解难题”的会议正

在举行。

会议桌上，来自全县110所学校

的107个问题被摊开，6名片区负责

人汇报调研情况，分管局长和科室现

场“领任务”，商讨解决建议，并即时

启动解决程序，部分涉及基建规划等

问题分阶段解决，并向局党委汇报进

度。“可以利用分水初中闲置寝室，为

该地区单身教师提供住宿，晚餐也可

在学校解决，人事科调查需求，哪怕

一个人也要解决。”局党委书记、局长

季建平不时地插话。

从2016年9月开始，连续4个学

期，桐庐县教育局组织全体机关和直

属单位100余名工作人员，在开学第

一周走进110所中小学、幼儿园和教

学点蹲点，查找学校亮点工作和面临

问题。

召集教师访谈、走访家长、组织学

生谈心、推门听课、参加学校会议……

新学期开学后，入职教育局半年多的

余世楠来到位于桐庐西部山区莪山民

族小学探访乡情、了解学情。经过一

周蹲点，他发现学校存在生源流失、经

费不足导致的食堂菜品质量低、校园

文化建设力不从心等问题。写完蹲点

调研报告，如何让莪小这样的小微学

校实现持续发展，带给他新的思索。

“蹲点后才发现，自己更需要提

高服务意识。”和城区学校相比，小微

学校教师们几乎都身兼多职，作为新

入职的公务员，余世楠提醒自己，今

后在协调工作时，要多一分理解，更

加细致，避免“一刀切”。

安管科科长王晨说，虽然对全县

多数学校情况了然于心，但蹲点却能

打开思路、另有收获，“跳出自己的业

务范畴，通盘考虑，有时候更容易发

现问题，解决问题”。正是带着这样

的“目光”，山区寄宿小学晚间门禁安

全、拆迁学校安保人员缺乏、学校门

口交通标识隐患等一些日常校园安

全检查容易被忽视的问题，被王晨和

他的同事们一一发现并解决。

据不完全统计，通过4个学期的

蹲点工作，县教育局共收集学校问题

500余个，涉及人事、基建、安全、招

生、德育、教学等方面，通过专人负责

追踪反馈机制，超过85%的问题得

以解决。

“对基层学校的了解程度，直接

影响服务学校的能力水平。”季建平

说，机关工作人员带着“问题意识”去

蹲点，一方面挖掘学校亮点，另一方

面帮助学校解决难题。虽然蹲点只

有一周，但教育局要求机关工作人员

平日里要主动对接学校，参与学校制

订发展规划、大型活动筹备等。

两年来，学校反馈问题渠道畅通

了，一些偏远学校、小微学校得到了

更多的关注，机关干部调研、服务能

力显著提升，实现学校办学水平和机

关服务“双提升”。

渠道畅了 问题解了

桐庐蹲点服务学校

近日，丽水学院医学与健康学院的大学生志愿者
走进了丽水市莲都区实验幼儿园开展口腔保健宣
讲。图为志愿者给孩子们做口腔检查。

（本报通讯员 沈一峰 摄）

口腔卫生从小抓起

全力开启教育现代化建设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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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又添
14名“万人计划”名师

本报讯（记者 李 平）近日，第三批国家“万人计划”

入选人员名单公布，我省6名高校教师、8名中小学教师

获此殊荣。

本次公布的195名教学名师中，我省高校共有6人，

分别是陆国栋（浙江大学）、瞿佳（温州医科大学）、王俊

豪（浙江财经大学）、张先亮（浙江师范大学）、李青（中国

计量大学）、邱葭菲（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中小学

共有8人，分别是方淳（杭州第十四中学）、虞大明（杭州

市崇文实验学校）、黄国龙（宁波镇海中学）、姚伟国（海

宁市实验小学）、黄林（新昌中学）、楼成芳（浦江县仙华

外国语学校）、任美琴（临海市回浦中学）、杨丽佳（丽水

市实验学校）。

据了解，国家“万人计划”是面向国内高层次人才的

支持计划。该计划2012启动实施，目标是用10年时

间，遴选1万名左右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和哲学社会科

学领域的杰出人才、领军人才和青年拔尖人才，给予特

殊支持。“万人计划”有3个层次，分别是杰出人才、领军

人才、青年拔尖人才。第三批国家“万人计划”入选人员

名单包括两个层次的五类人才，共计1635人，其中科技

创新领军人才720人，科技创业领军人才367人，哲学

社会科学领军人才215人，教学名师195人，青年拔尖

人才138人。

富阳：
大学生创业频出利好

本报讯（记者 武怡晗）日前，在杭州市富阳区创业

的大学生首次被列入杭州市大学生杰出创业人才培育

计划申报对象范围，每位培育对象将获得最高50万元

培育扶持资金。

近年来，富阳区陆续出台“人才新政25条”“融杭就

创新政27条”等文件，加大创业政策扶持力度，扩大扶持

对象范围，给予创业的大学生在工商登记、资金注册、无

偿资助、贷款贴息等环节上进行政策倾斜。

截至目前，已有401名大学生参加各类创业培训29

期，参训人员中有68%的人员最终走上了创业之路；有

230余家企业纳入创业平台管理，成功孵化102家；累计

资助创业项目414个，资助金额达2093万元，大学生已

逐渐成为该区创业的生力军。

近日，金华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学院推出“四季悦
读坊”系列活动，选择诗歌、散文、小说和剧作等部分国学
经典作品，在春、夏、秋、冬四季开展朗诵表演等。图为学
生们在校园里的湖心岛上诵读古诗词。

（本报通讯员 徐 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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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毛雪逸）省委教育

工委、省教育厅近日发布《关于在全省

教育系统开展“大学习大调研大抓落

实”行动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决定在全省教育系统开展“大学习大

调研大抓落实”行动，以深入学习、全

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切实转变

工作作风、增强进一步推进实施教育

现代化战略和高等教育强省战略的能

力和水平。

《通知》提出要组织开展大学习活

动。一要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各级理论学

习中心组深入研读党的十九大报告、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学习纲要》等重要文稿。二要深入学习

教育教学理论，增强领导教育改革发展

的知识和本领。三要组织开展干部教

育培训。健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制

度，组织高校中层干部开展十九大精神

集中轮训，举办县（市、区）教育局长和

中小学校长专题培训班，在中小学教师

专业发展培训中增加十九大精神专题

等。四要倡导优良学风。通过大学习，

更加坚定初心、不忘使命，增强建设高

水平教育现代化的使命感。通过组织

全系统干部职工开展“大学习”活动，进

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大局观念、丰

富知识素养、提升创新本领。

《通知》提出要组织开展大调研活

动。一要深入基层开展调研。坚持

“直奔基层、直插一线”开展调研，坚持

到困难较多、情况复杂、矛盾突出的地

方去调研，坚持听真话、听实话、听刺

耳的话。二要瞄准问题开展专题调

研。聚焦教育领域存在的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问题，以调研开路、以问题破

题，带着问题去调研，通过调研形成问

题清单、措施清单、解决清单、制度清

单，明确任务书、路线图、时间表，确保

调研有成果、有实效。三要树立良好

的调研作风。严格按照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开展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时不得

增加基层负担，坚持开门搞调研，推进

调查与研究相结合，形成调研的“闭

环”，加强调研统筹，构建信息数据处

理机制。四要坚持集中调研与经常调

研相结合。通过组织大调研活动，积

极向群众学习真本领、在基层寻找大

智慧，找准问题找出办法，切实攻坚克

难，推动问题解决。

针对健全责任分工、强化督查督

导、完善评估监测、加强统筹协调等四

方面，《通知》还就狠抓工作落实作出

了具体的要求。

委厅部署开展“大学习大调研大抓落实”行动

□舟山市委教育工委书记
教育局局长 祝幸安

党的十九大精神突出新时代、新

思想、新征程是我们一切工作的行动

指引。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深刻

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自觉增强“四个自信”和“四个意

识”，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

对教育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具体要求上

来。要从把教育强国建设作为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中、从满足群众

对更好教育的需求中认准新使命，聚焦

舟山新区群众对优质教育的向往同当

前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全力

开启新区教育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全面

启动实施“学有优教”工程，使人民群众

对教育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

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一是强化规划引领，加快优质教

育资源扩面。全面实施舟山市中心城

区中小学（幼儿园）专项规划。加快落

实主城区学前教育、义务教育布局建

设“137”计划，计划投入8.2亿元新建1

所初中、新改建3所小学、新建7所幼

儿园，有效满足主城区日益高涨的就

学需求。围绕打造高水平的学前教育

公共服务体系，全面实施学前教育发

展新一轮行动计划。加快推进学前教

育扩容和改薄工程，新建、改扩建幼儿

园33所，改造薄弱幼儿园12所，新增

学位1.1万个。推动学前教育招生“服

务区”制度向定海和普陀老城区延伸，

力争实现学前教育招生入学“服务区”

制度全域覆盖。加大招商引智力度。

健全民办教育发展的帮扶政策措施，

吸引支持民办高端教育机构、国际化

学校落户新区，进一步增加高层次、多

样化、国际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

二是立足素质培育，构建育人工

作长效机制。坚持立德树人不动摇。

围绕德育工作的关键领域和主要任

务，创新教育形式和实践载体，实现全

过程、全领域、全方位育人，因校制宜

形成各具特色的工作经验与品牌，推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广大师生中内

化于心、外化于行。打造品质校园。以

提升学校空间的育人功能为核心，把育

人目的导向和科学文化知识设计贯穿

于每所学校的校园环境和主题活动，努

力推动平安校园、健康校园、文明校园、

智慧校园以及美丽校园的融合发展。

提升教育均衡水平。以推进综合评价、

多元录取和引导留住义务教育阶段学

生在海岛县区就学为重点，进一步深化

中考招生制度改革，促进义务

教育高水平均衡和普通高中

特色化多样化发展。推进集

团化办学。实施推进义务教

育优质均衡发展政策措施，加快扶持培

育新城义务教育新优质学校，推动落实

“共同体学校”班子配备、师资调配、课

程体系、管理制度、考核评价“五个统

一”。积极创建国家级义务教育优质均

衡县（区）。

三是提升“四有”素养，打造高素

质 专 业 化 教 师 队 伍 。 启 动 实 施

“1252”人才强教工程。即到“十三

五”末，全市拥有10名左右全省一流、

全国知名的中小学领军人才，20名左

右省特级教师，50名左右的市级教学

名师，200名左右的市级教坛新秀，进

一步强化和提升人才队伍在新区教育

优质发展、创新发展中的重要引领和

支撑作用。 （下转第2版）

北仑实施
法治副校长团队“护航”

本报讯（记者 张乐琼 通讯员 闻晓明）日前，宁

波市北仑区教育局与该区综治办等5家单位联合发文，

在全区65所中小学、幼儿园启动“1+3”法治副校长团

队护航模式。

“1+3”团队模式，即由1名学校副校长分管法治教

育工作，统领学校法治教育与宣传工作，另外聘任3位

法治副校长，分别是平安法治副校长、法律服务副校长、

法治文化副校长。聘任的法治副校长从公安、检察院、

法院、司法行政、律师事务所、高等院校等政法部门、专

业机构和法治文化人才中选择，主要职责包括参与制订

学校法治教育规划，借助“以案说法”等形式开展有针对

性的教育活动，协助学校开展与社区、家庭及社会有关

方面的沟通联系，促进学校、家庭、社区“三位一体”法治

教育机制完善等，任期为3年，可连续聘任。

北仑区教育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团队护航模式的建

立对于增强青少年学生的遵纪守法意识，提高自我保护

能力，维护在校学生的合法权益，维护学校及周边地区

的治安秩序，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等，能发挥积

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