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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中国插花花艺协会副秘书长

应国宏的花艺大师工作室被搬进校园，

湖州市现代农业技术学校高三学生殷

正丽的实训课地点也改到了工作室，跟

着大师一起做项目、学技能。而每到周

末她就往应国宏开在湖州市区的花店

跑，在那里，接待顾客、设计插花作品、

进货、销售……俨然是个小店长。这是

湖州探索“工作坊式”现代学徒制育人

模式的一幕。

“各个学校、各个专业的育人目标

全然不同，每个行业对人才的要求也各

有侧重，这就需要根据不同的群体需求

来架构不同模式的现代学徒制实践。”

湖州市教育局副局长黄桂众说，作为全

国首批现代学徒制试点城市，该市在

2011年确立的“334”模式基础上，又提

出了“334+N”的实践模式，鼓励各专业

寻找最适合的学徒培养路径，为全国提

供可借鉴的“湖州经验”。

针对湖州地区餐饮人才需求量大、

高技能人才紧缺的实际，浙江信息工程

学校推出了烹饪专业高级工定岗学徒

制班。和中级工班宽基础的学习要求

不同，高级工班比较注重强化学生的特

长技能。学校仔细遴选了4家有较高

知名度的企业作为合作对象，聘任德艺

双馨且手持高级技师证书的师傅一人

带一名学徒，在每个环节上都给予精细

的指导。

“开展学徒制以来，我们最担心的

是学生毕业就跳槽，自己培养的人才白

白流失。”凤凰山庄总经理申健告诉记

者，对企业而言，“N”模式带来的最大好

处是提高了学生的忠诚度。像参与高

级工定岗特色培养的学徒普遍认同企

业文化，有明确的目标，主动学习的意

愿也很强烈。

通过高级工班的学习，烹饪专业学

生钟思源获得了浙江省烹饪技能二等

奖的优异成绩。毕业后，他选择留在酒

店工作，现已成为主厨，被企业当作青

年骨干来培养。他说，在以前的学徒制

中级工班，大部分时间会到餐饮企业进

行多岗位轮训。而到了高级工班，自己

可以直接选择到最感兴趣的炒菜岗位

上继续深造。

“授粉初见成效。大棚内虽热，但

学生们热情不减、从未嫌累。”这是湖州

市农作物技术推广站副站长韩明丽在

微信朋友圈里发的信息，她特意为现代

农业技术学校参加“候鸟式”实训的学

生点赞。

由于农业生产有周期性、季节性

的特点，所以该校总结前期开展现代

学徒制的经验，更有计划地安排了涉

农专业学生进入企业进行“候鸟式”实

训，参与企业的科研项目攻关，促进学

生与未来工作岗位零对接。尽管时间

仅10天左右，但学生们经历了甜瓜授

粉杂交、立架栽培整枝、疏花疏果、品

种特性记录、病虫害数据记录等整个

过程。

与此同时，学校还重构了与现代学

徒制相适应的学生学分评价体系，对实

训学生作出全面评价，促进学生学以致

用。校长谢星根说：“通过一年多的实

践，毕业生胜任生产、服务、管理一线能

力大为提高，基本达到了中等应用型、

技能型人才培养目标。相关专业毕业

生初次就业率达到98.2%，基本实现了

毕业即就业，一些学生毕业不久就成为

企业的技术骨干。”

“边角料要尽量利用，不要浪费。”

“上菜给客人食用后，要询问他们的用

餐感受。”……这些是莫干山大酒店副

厨师长沈建妹经常跟学徒们讲的岗位

理念。她还会用比赛的形式，检验中餐

烹饪专业学生的知识与技能。这让德

清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高三学生包建

仙深受启发，她说以前从没考虑过用料

的成本等方面，“这是校园里学不到

的”。据介绍，德清职业中专还携手企

业探索“全程整体式”“产业学院嵌入

式”现代学徒制，通过改革考核评价方

式，以帮助学生更好地适应就业岗位。

记者了解到，目前湖州各中职学校

在探索现代学徒制模式上可谓“八仙过

海、各显神通”。像针对财会、电子商务

等无法与企业合作开展现代学徒制的特

殊专业，长兴技师学院在校内建起了衡

信会计工作室，采用“外联内训”的方式

帮助学生提前熟悉岗位；安吉职业教育

中心学校与安吉竹博园等中小企业开展

“联盟组团式”现代学徒制，实现中小企

业资源的最大化利用；长兴县职业技术

教育中心学校则依托长兴中德产业园，

签订了中德职业教育培训项目，开展“产

业学院嵌入式”现代学徒制探索，招收首

批中德班学生37人，为当地产业园区发

展和经济转型升级培养人才……一场全

员参与、百花齐放的育人模式改革正在

改变湖州的职业教育生态。

湖州：现代学徒制的“N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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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舒玲玲）日前，教育

部办公厅公布了全国学校体育教学、训

练、竞赛及条件保障体系建设优秀改革

成果名单，我省共 9个项目入选，数量

位列全国第一。

这些项目中包括省教育厅课题组

的《创新浙江省学校体育发展模式 努

力提升学生体质健康水平》《加强顶层

设计 注重内涵发展 有效促进浙江省

校园足球整体发展》以及省教育厅教研

室的《国家课程的地方方案：义务教育

体育与健康课程建设》等。另外，杭州

市西湖区教育局、义乌市教育局、浙江

师范大学、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浙江海

洋大学与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等相

关课题也成功入选。

教育部办公厅要求各地教育行政

部门结合实际情况，开展优秀成果的宣

传推广和相互学习交流活动，进一步推

动学校体育整体改革，以提高学校体育

教学质量，全面促进学生体质健康水平

和综合素质提升。

据悉，此次评选活动于3月下旬启

动征集，共收到全国各地报送的118项

模式和经验总结成果，内容涵盖了课

内体育教学、课外体育锻炼、学校体育

训练及竞赛、条件保障体系建设等四大

模式。

本报讯（浙江日报记者 秦 军 纪
驭亚）12月5日下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

新闻发布会，公布浙江省2018年11月高

考英语科目加权赋分情况调查结果。

据介绍，11月24日，浙江省高考英语

科目成绩公布后，考试成绩和加权赋分方

式受到一些学生和家长质疑，引发社会广

泛关注。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省委书

记车俊多次召开会议专题研究。12月1

日，省委决定成立由省长袁家军任组长，

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代主任

任振鹤任副组长，有关权威专家参与的省

政府调查组。12月4日，省委召开常委会

听取调查组汇报并专题研究。经调查，此

次高考英语科目加权赋分是一起因决策

严重错误造成的重大责任事故。

据介绍，11月高考英语科目考试结

束后，省教育厅、省教育考试院收到部分

考生及家长关于本次考试难度偏大的反

映，遂参照去年同期试题难度，对部分试

题进行了加权赋分。

调查组认为，此次高考英语科目加权

赋分决策依据不充分、决策严重错误，导

致结果不公正、不合理。《浙江省深化高校

考试招生制度综合改革试点方案》规定，

“语文、数学、外语每门150分，得分计入

考生总成绩”。考后加权赋分改变了考试

“得分”，不符合上述文件规定。根据教育

部门有关规定，评分细则应在正式评卷前

制定。本次加权赋分是在正式评卷完成

后进行的，不属于评分细则的范畴，省教

育厅主要负责人和省教育考试院混淆了

加权赋分与评分细则的概念。在具体操

作中，省教育考试院又没有进行充分的技

术论证，仅作模拟推演，导致不同考生同

题加权赋分值存在差别。

考后加权赋分的决策程序也不合规

定。按照《浙江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

定》，重大行政决策应当按程序充分论证、

仔细研究、集体决策，但省教育厅主要负

责人未能正确履行职责，违反民主集中制

原则，不经过集体研究，个人决定了事关

全局和稳定的重大问题。省教育考试院

有关负责同志在院长办公会议多数人持

不同意见的情况下，不坚持原则，违规通

过和执行了加权赋分的错误决定。

同时，调查组组织评卷专家对这次英

语科目试卷评卷过程和结果进行了严格

核查，认为这次英语考试评卷的组织符合

高考相关规定，阅卷评分是严格公正的，

考生的原始得分合法有效。

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有什么错

纠什么错的原则，省政府决定取消这次考

试的加权赋分，恢复原始得分。

在听取调查组汇报并专题研究后，省

委、省政府决定，依据《中国共产党问责条

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党政领导

干部辞职暂行规定》等规定，对相关职能

单位和有关责任人分别追究责任。

省教育厅在高考英语科目加权赋分

过程中，履行职责不力，未落实重大事项

决策程序，出现严重错误，造成严重社会

后果，承担领导责任。

（下转第2版）

学校体育建设优秀改革成果名单出炉
我省入选项目数量位列全国第一

浙江公布高考英语加权赋分调查结果

取消加权赋分 恢复原始得分

连日来，ZSBL浙江省第十二届中学生篮球联赛市级赛正
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该联赛是我省规模最大、参与度最高
的学生体育赛事之一，也是阳光体育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联赛分为万班篮球赛、千校篮球赛、市级赛、晋级赛及协会杯、
总决赛5个阶段。其中，市级赛须于12月底前完成。图为丽
水赛区高中组比赛现场。 （本报通讯员 许东宝 摄）

校园篮球比赛忙

学生代表来杭探寻
宪法起草地

本报讯（见习记者 季 颖）“我宣誓：忠于中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12月5

日，在“五四宪法”历史资料陈列馆宪法宣誓墙

前，学生代表们高高举起右手，紧紧握拳，庄严

宣誓。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巡视员王家勤、省教

育厅副巡视员吴永良参加活动。

当天，教育部政策法规司、省教育厅、杭州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还组织了第三届全国学生

“学宪法、讲宪法”活动总决赛获奖选手，来杭州

寻访中国第一部宪法起草地。在随后召开的座

谈会上，获奖选手分享了参加比赛和寻访活动

的感受。武汉市盲童学校学生万语谦言表示，

在宪法宣誓墙前宣誓，既光荣又自豪，回家后要

做一个宪法的小小宣讲员。

陈列馆相关负责人表示，在国家宪法日和

宪法宣传周期间举办这样的活动，目的在于进

一步传承宪法文化、弘扬宪法精神，促成“一个

学生参赛，带动一个家庭学法，影响一片区域尊

法”，真正让宪法走入日常生活、走入人民群

众。杭州是“五四宪法”的起草地。1953年12

月底至1954年3月，毛泽东主席率领宪法起草

小组成员，在这里历时77个日夜，研究起草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草案初稿。

温州高校
又一批科技成果签约

本报讯（记者 金 澜 通讯员 黄秀平 胡林
娇）11月30日，2018年第二期温州高校产教融

合暨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签约仪式举行。会上，

38个产教融合和科技成果转化项目成功对接。

这些项目包括靶向FGFR抗肿瘤创新药物

研究开发项目、全球商业人才培养项目、室内

艺术设计专业特色订单班项目等。签约现场

还启动了温州产教融合校企对接平台，该平台

设有成果库、需求库、专家库、设备库、专利库

等，在温高校各类科技资讯、专家资源、科技成

就、项目成果、专利仪器设备等信息都可一键

查询。借助这个平台，企业和高校可以高效对

接，缓解校企供需信息不对称等问题。

据介绍，在今年4月温州举办的首期签约仪

式上，已有50个项目现场签约，其中25项科研

成果在企业得到转化。该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未来这样的对接签约活动将形成常态化

长效机制。

日前，嘉兴市南湖区小学音乐教学研究活
动在余新镇中心小学举行。来自光明小学的音
乐教师周迪将竹竿舞引入课堂，增加了学生学
习的趣味性和主动性，让韵律、形体、听唱联动
起来。图为周迪带着学生们跳竹竿舞《阿里山
的姑娘》。 （本报通讯员 朱文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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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昌启动
高级职称“竞聘上岗”

本报讯（通讯员 叶艳景）“希望自己的孩子

遇到怎样的老师，我们就要成为怎样的老师……”

在12月4日举行的遂昌县教育系统高级职称竞

聘会上，竞聘人这样讲述自己的教育情怀。

结合“县管校聘”工作精神，遂昌开展了

2018年中小学教师职称改革和评审工作，并在

全县教育系统范围内统筹了两个高级职称岗位

名额，定向招聘那些单位没有空缺岗位而工作

业绩突出、符合条件的优秀教育教学人员。该

县教育局人事科负责人表示，新的评聘条件对

论文发表的要求比以前有所降低，对连续在农

村工作、连续担任班主任及在偏远农村工作的

从教人员出台了不同程度的鼓励政策。

竞聘活动当天，共有10位教师参与了竞

聘演说，7位评委现场打分，整个竞聘过程全

程录像、纪检监督人员全程监督。该县教育局

负责人说，希望通过这样竞聘上岗的形式，让

更多教师看到晋升的希望，使职称回归激励教

师教育教学的本义，促使教师不仅要超越他

人，更要超越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