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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舒玲玲

9月25日，开化县职业教育中心

正式更名为浙江省衢州旅游学校，未

来将重点发展茶文化艺术、旅游服务

与管理、工艺美术（根雕）等一批优势

专业，抓住建设“三区三园”、发展“全

域旅游”等重大机遇，办好“大旅游”

专业集群。这是衢州启动职教“五统

筹”改革以来，举全市之力打造的唯

一一所旅游学校。

去年6月，衢州启动职教改革，专

业、师资、招生、实训和就业等实现全

市域范围内统筹排布。一年多来，

“五统筹”改革让衢州的职业教育呈

现出新的发展样态。“其中的关键是，

让资源和人才都流动起来，专业推着

产业往前走。”该市教育局副局长蒋

志贤说，如今职校的专业与地方产

业高度契合，各校明确了发展方向，

有效阻断了低水平重复投入和无序

竞争，也打破了教师队伍建设的固

化模式。

基于区域主导产业布局和对经

济社会发展趋势的研判，衢州市教育

局盘活、重组职教资源，确定了智能

制造、财经商贸、信息技术、交通运

输、文旅健康、现代农业等6大专业集

群，并主导11所中职学校开展了“强

干削枝”的专业结构调整。

衢州规定，同一市域内专业布点

数不得超过3个，一所中职学校重点

建设1～2个特色专业群、专业数控制

在5～8个。于是，有的专业被叫停，

有的专业则获得扶持发展，各校都梳

理出了“停办专业、限制专业、扶持专

业、强优专业”四类清单。“再艰难也

要有取舍。”衢州市教育局高职成教

处处长郑晓珍说。

于是，衢州市工程技术学校停办

了会计、旅游、连锁经营与服务等专

业，将发展重点放到智慧交通、智能

制造和信息技术等传统优势专业群

上。而发展一度遭遇瓶颈的江山育

仁职业高级中学也借机“重生”，新增

护理专业，重点打造康养护理专业

群，学校也更名为衢州护士学校，走

上了专业化、特色化发展道路。

在首轮专业结构调整中，一度有

六七所学校申报开设工业机器人专

业，衢州中等专业学校就是其中之

一。尽管该校有师资充足、设备齐全

等优势条件，无奈衢州市工程技术学

校已捷足先登，所以衢州中专还是在

首轮申报中抱憾而归。截至目前，该

市中职学校由原56个专业、107个专

业布点调整为50个专业、85个专业

布点。

专业结构“大动干戈”，也推动职

校师资“重新洗牌”。一方面，停办、

限制专业的教师面临转岗压力；另一

方面，需要做大做强的专业师资又相

对紧张。面对这一结构性矛盾，衢州

市教育局要求各校积极引导教师转

变观念，向相近的专业群靠拢。同

时，采取培优、引优以及与企业、高

校、科研单位共享专家资源的方式，

多措并举统筹解决师资难题。

“专业要做精做强，教师首先要

不断精进自己。”衢州工程技校校长

傅林峰说，中职教师本就要求“一专

多能”“理实一体”，通过多年的岗位

磨砺，有的已然成长为“多面手”。更

名后的衢州护士学校已先后引进5名

专业教师，还邀请金华职业技术学

院、衢州职业技术学院的专家、教授

来校兼职授课。另外，学校附近医院

的骨干护师也会不定期来给学生上

课、作讲座和开展实训指导。

“有市里统筹，中高职一体化发

展规划更清晰，衔接也更紧密了。”衢

职院副校长何百通说，学院不仅提前

参与中职专业课程、教学计划和人才

培养方案的制定，而且在专业设置上

也主动寻求与职校接轨，着手打造现

代文旅、智能制造等专业群。为推进

中高职师资协同研修，衢职院还宣布

学校所有专家资源、培训平台都向市

内中职学校开放，并邀请了32名劳模

工匠走进中职校园，成为职校兼职的

“产业教授”。

在市域统筹下，新型产教融合被

纳入衢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格局之

下，实现了发改、经信、人社和教育等

部门联动。通过多年合作，衢州中专

与浙江红五环集团形成了产教融合

的“红五环”模式。为借鉴、推广这一

模式，由衢州市经信局牵头，排摸确

定了34家与职业院校有深度合作的

企业，并对接百余位职校专业负责

人，开展组团联企服务活动。

记者了解到，接下来衢州还会出

台政策，鼓励企业引进最尖端设备，

并给予适当的补助，要求企业切实承

担起学生使用该设备的实训指导工

作。同时，进一步规划全市实训资

源，在未来5年内建设现代服务实训

中心、现代智能化实训中心、新兴技

术实训中心等三大实训中心，助力衢

州智慧产业和幸福产业建设。

职教市域“五统筹”改革

衢州这盘棋下得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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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欣红

一个班里除了班长、学习委员，开门

有“门长”，关灯有“灯长”，甚至厕所都有

“所长”……四川达州宣汉县胡家初级中

学一班级一共有62名学生，班干部岗位也

有62个，每个人都有“一官半职”。

据该班班主任表示，一开始让报名班

干部，大家的积极性都不是很高，后来通

过设立电灯、风扇和所在楼层男女厕所管

理员等职务，让每个学生都参与到班级管

理中来。担任职务代表了某种责任，能充

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对于班主任的这种做法，有人支持点

赞，认为这是在培养学生的责任感。但也

有很多网友发出讥讽嘲笑的声音，指责这

种人人皆官的做法有悖“立德树人”之本

意，如此教书育人太荒唐。

如果确实在大肆“封官许愿”，绝不能

等闲视之。但只要稍微看一眼班干部名

单，便不难发现事情并非部分网友所抨击

的那样。“电灯管理员”“讲台管理员”“黑

板管理员”“风扇管理员”“厕所管理

员”……这些就是所谓的班干部吗？诚如

网友所言：不能有个岗位就叫“干部”吧？

通常情况下，班干部应该是班长、副

班长、学习委员、文娱委员等，小组长、课

代表、寝室长等都不能算在内。62个班干

部里，其实只有班长、副班长等少数人符

合标准。也就是说，所谓的“62 个班干

部”其实是在彰显“人人有事做、事事有

人做”，从小培养孩子们的管理意识，没

啥不好。

从实践效果看，班主任让全班都当班

干部的做法，也值得尝试。让每个人各司

其职，都能在班里发挥自己的作用，有自

己的集体定位，成为班里的一分子，对于

激发班级荣誉感和学生积极性还是挺有

作用的，可以实现群策群力，充分发挥学

生的主观能动性。

退一步讲，即便真的有62个班干部，

也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笔者在担任班

主任工作时，通常都会组建三到四套“班

子”。班长、团支书由竞选产生，而后各自

“组阁”，每一套“班子”轮流“执政”一周。

如此算下来，一个班级也有一大半学生是

正儿八经的班干部。再加上寝室长、小组

长、课代表等，基本上也可以算是人人皆

“官”了。这样做的目的，一是为更多的同

学创造锻炼的机会；二是减轻班干部的管

理压力；三是形成能上能下的氛围，打破

“官本位”思想。

一言以蔽之，我们该抵制的是学生沾

染官僚主义作风，而不是让学生分工协作

的做法。如果没搞清楚情况就急于指责

批评，很可能错怪并严重伤害教师的管理

积极性。在不了解真相的情况下，固然

不宜动辄大惊小怪乃至横加指责。担负

教书育人神圣职责的教师，更应该秉承

立德树人的宗旨，严格规范自己的教育

教学行为。

不能有个岗位就叫“干部”吧

□本报记者 金 澜

清新的空气、优美的环境、淳朴的

民风，还有那么多孩子的梦想……别人

看来的“土”，在瑞安市湖岭镇中学教科

室副主任周亮燕眼里都是满满的幸福。

“家乡是我向往的地方。”周亮燕

跟记者说，今年是她返回家乡任教的

第 10个年头。虽然是地地道道的湖

岭人，但5岁起，周亮燕就跟着父母辗

转在广东、广西两地做生意。工作之

余，父母时常讲起家乡的风土人情，一

切让她无比神往。“我要回到出生的地

方去！”周亮燕暗暗下了决心。

2003年大学毕业后，她独自踏上

回乡的火车，成为湖岭镇中学的一名英

语教师。备课、上课、家访、组织学校活

动……回到家乡的周亮燕忙得像个小

陀螺。6年时间，她就迅速成长为学校

的骨干，也得到了市区学校的青睐。很

快，周亮燕要调走的消息不胫而走。

朴实的村民们纷纷挽留她，有家

长顾不上满身汗水，将一篮新鲜采摘

的、又红又大的杨梅送到学校，而孩子

们则在作业本里夹上了小纸条：“老

师，您能为我们留下来吗？”看着孩子

们期盼的眼神，周亮燕说：“我放不下

湖岭，放不下那群农村孩子！”

短短的一年城区任教，让周亮燕

成长了许多，对英语教学也有了更深

的理解。2010年暑假，她毅然向市教

育局递交了调回湖岭镇中学任教的申

请书。从此，每天驱车近 80公里，往

返于湖岭镇和瑞安市区成为了她的必

修课。每天早上 5 点多迎着朝阳进

发，回到家已是晚上六七点。

山区孩子基础薄弱，身边又缺乏

良好的英语学习环境，如何激发学生

对英语学习的兴趣，让他们大胆开口

是个难题。“教室里空间相对狭小，学

生们的位置是固定的，不利于交流。”

周亮燕把晨读搬到了户外，树荫下、塑

胶操场、足球场……不断变化的环境

让学生们变得松弛，对学英语也不再

那么紧张和抵触。

渐渐地，学生自主学习、自主管

理，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户外晨读方

式，成为一道亮丽的校园风景线。前

不久，一位已经考上温州大学硕士研

究生的学生给周亮燕发来微信：“周老

师，您教的知识点有些已经模糊，但我

们一起在操场晨读的情景还历历在

目，我怀念与你一起晨读的日子！”

山区学生中至少一半是留守儿

童，常年见不到父母。作为班主任的

周亮燕，当起了临时妈妈，时常入户走

访，关心学生们的生活起居。有一年

受台风影响，山体滑坡、道路中断，家

住近 30公里外桂峰乡的学生小余无

法来校上学。周亮燕就利用周末上门

送教，车子行驶在临时修建的小路上，

车轮不断地在小石子上打滑，下面就

是悬崖峭壁，她小心翼翼地用了两个

多小时才到达。事后，家长在微信里

点赞说：“周老师，孩子托付给你，我们

很放心！”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从教17年

来，周亮燕被评为浙江省师德楷模、温

州市劳动模范、瑞安市最美教师。今年

开学前夕，她被邀请在“讲好我的教育

故事、激扬新时代温州人精神”暑期师

德专题报告会上做演讲。直播当天，面

对温州教育系统的 12万名教职工同

行，周亮燕积极为山区教育代言：“山区

也是教育的大舞台，每个有梦想的教师

都可以在这里演绎属于自己的精彩！”

周亮燕：在山区也有自己的精彩

湖州：
校园有了“速效救心器”

本报讯（记者 陈蓓燕 通讯员 屠红良）日

前，湖州市红十字会向18所湖州市属学校赠送了18

台自动体外除颤器（AED）。

“有了AED这个‘速效救心器’，学校在遇到突

发事件时就有专业的设备可用，有助于提高师生应

对突发事件自救互救的能力。”湖州市红十字会相关

负责人介绍，接下来，他们还将专门为学校教职员工

开展操作使用培训，确保设备充分发挥作用。

据悉，自动体外除颤器又称自动体外电击器，是

一种可被非专业人员使用的用于抢救心脏骤停患者

的医疗设备。出现心跳骤停后，在最佳抢救的“黄金

4分钟”内，利用该仪器可进行除颤和心肺复苏，有效

阻止患者猝死。

上虞新增
道德文化教育基地

本报讯（通讯员 顾松灿）今年是绍兴市上虞区

“中国孝德文化之乡”命名10周年。在日前举行的

绍兴（上虞）第四届孝文化节上，上虞中华孝德园被

授予“道德文化教育基地”称号。

作为绍兴市中小学校和大专院校的研学教育

基地，中华孝德园近年来承接了大量青少年学生中

华孝德文化教育实践活动，通过开展“孝文化节”

“祭舜典礼”“孝亲奉茶”“孝行天下，让爱传承”游园

会、非遗活态展、青春快闪等活动，丰富了学生的第

二课堂。今年暑假期间，上虞区百官重华小学学生

就将研学活动办到了中华孝德园内，通过游览曹娥

庙、大舜庙、重华塔，学生们观庙宇、听故事、看重华

剧，切实感受了上虞的孝德文化。校长傅智红说，

该校每年寒暑假都会开展以“孝”为主题的研学活

动，中华孝德园是孩子们最爱去的地方。

据悉，为确保孝德教育基地活动有序、顺利开

展，中华孝德园还组建了一支由青年教师、大学生

等近200人组成的志愿讲解服务队，为学生提供讲

解服务。中国孝德文化馆还通过5D电影、孝德讲

堂、体感游戏等内容展示孝德文化的魅力。截至目

前，园区已累计接待学生50万人次，举办各类活动

128次。

遂昌举办
老年人照护者培训

本报讯（通讯员 邱宣锋 叶艳景）近日，遂昌县

举办了家庭照护者培训，首批共吸引51名学员参加。

养老护理员、国家二级技师姜新莲说，希望通

过培训，为学员打好养老护理的基本功。而听完养

老护理实操课，来自大田村居家养老照料中心的员

工钟利春很是激动，他说：“讲课内容实用易懂，极

大地提升了我的护理工作水平。”截至9月底，该县

4所区域中心成技校已先后完成8期、近500人的

养老护理员培训任务。

据悉，家庭照护者培训是丽水市2020年十大

民生实事项目之一。为打造高素质、专业化的养老

服务人才队伍，实现养老服务职业技能培训全覆

盖，遂昌依托与宁波、南湖等养老服务人才培训基

地的合作，采用集体授课、送教上门等形式，开展了

联动培训。

9月23日下午，东阳市春蕾学校江北校区学生
走进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大学机械设计创新中
心，聆听3D打印科普课堂，还参观了轨道交通专业
设施设备、智能机器人设备、数控机床等科技产品。
图为活动现场。

（本报通讯员 胡扬辉 何 丽 摄）

9月26日上午，温州大学开展2020级新生始业教育，第一课是
走进国旗广场，参加国旗文化宣讲活动。国旗的设计者是温大校友
曾联松先生。去年该校打造了国内首个高校国旗广场，通过讲述曾
联松与国旗的故事，将爱国热情与奋斗精神更好地传递给每一位温
大学子。图为始业教育现场。

（本报通讯员 江 萍 摄）

国旗在我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