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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报记者 蒋亦丰

率先实现县域义务教育基本均衡，且

为全国提供优质均衡的“浙江样本”。

不断深化中小学新课程改革，为全国

课改提供“浙江方案”。

学前教育的“安吉游戏”，职业教育的高

水平产教融合，高等教育的浙江省级战略。

……

进入新时代，作为全国教育改革发展

的探路者、先行地，浙江教育奋发有为，成

绩斐然。

回溯这一路，谁是最坚实的力量？

浙江省教育厅党委书记、厅长陈根芳给

出答案——

教师是教育的第一资源，也是推动教

育发展的第一动力。振兴教育必先振兴教

师，优先发展教育必须优先建设教师队伍！

选出最适合当教师的“苗子”

来自浙江海宁的张诗源，从小到大都

是老师眼中的“优等生”。她品学俱佳，

会拉二胡，还是个街舞高手。2020年，

张诗源报考了浙江师范大学的小学教

育专业。

“妈妈是老师，我从小就有当老师

的梦想。现在教师的待遇、地位都在提

升，是个不错的职业选择。”张诗源说。

此话不假。张诗源的同班同学有7

人报考师范。2020 年，浙江师范大学

21个师范专业平均录取名次比前年提

高了 3000 名，“当教师”已处在青年学

子的择业风口。

如何从诸多考生中严选出未来的教

师？早在2012年，浙江的师范类院校就

跳出“高考定终身”的定式思维，开始采

用“三位一体”的方式进行选拔，高考占

60%、面试占25%、学考占15%。

面试是一大变量，考题的综合性、

延展度最强。张诗源拿到的题目是：

朗诵一段材料，在黑板上用板书进行

概括；续写一个故事；表演一段才艺。

三项任务要在 20 分钟内完成，不准

“拖堂”。

考官的观察点是：考生能否应对自

如，能否在短时间内充分施展才华，还

有个人的语言风格、神态举止，是否具

备教师的亲和力等。为了检验实力，有

时考场还会临时布置成课堂，让志愿者

扮演学生，与考生互动。

“高考分数中看不到的能力，映照

出了一名教师的潜质。选拔乐教、适教

的苗子，决定了今后培养的质量和高

度。”一位考官说。

跨过了这道门槛，张诗源进入大学

后如鱼得水。尽管不是班里高考分数

最高的，但她当上了团支书，加入了两

个社团，还负责学院学生心理部的工

作。据浙师大某课题组跟踪调研结果

显示，“三位一体”录取学生在专业认

同、平均学分绩点、党组织与学生组织

参与、获奖、竞赛、荣誉等方面，整体优

于“裸考生”。

解真题、见真效的改革，往往势如

破竹。“十三五”期间，浙江学前教育、小

学教育、特殊教育三个专业“三位一体”

招生录取占比逐年提高，至2020年已达

到三个专业招生总人数的 85%。高校

纷纷祭出拳头专业参与“三位一体”招

生，个别专业达到了100%。

在师资储备上，最终用人单位——

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也有“抓手”和“话语

权”。浙江在国内较早提出：面向偏远

山区、海岛、乡村及紧缺学科领域，地方

落实编制，实施定向招生培养，补齐相

关地区和领域的教师短板。

松阳县首个试水，在符合高考分数

线要求的基础上，随机抽取地方名师担

任评委，对报考学生进行过关性面试，

其中心理测试题占多数，以期检验教师

是否有志于服务农村偏远学校。“每年

都会淘汰一些考生，多是爱岗奉献精神

这一点上不过关。”一名评委直言。

（下转第2版）

半亩方塘流水长
——浙江教师队伍建设改革启示录（上）

□本报记者 陈蓓燕

白天，仔细检查食堂、宿舍楼的水管是

否包裹妥当；晚饭后，又张罗着铺好宿舍大

厅的防滑垫；学生就寝后，再次逐一检查寝

室楼，关好窗户，以防寒风冻着学生……进

入冬季以来，义乌市苏溪镇第三小学工会

主席王鸣每天都会这样走一遍流程，确保

学校的用水用电安全，时刻关注198名住

校生的冷暖。

近段时间，我省遭遇寒潮天气。各地

各校迅速采取措施，全面防范低温雨雪冰

冻天气引发的各类突发事件，全力保障学

校正常教学、生活秩序和师生生命安全，校

园里涌动着阵阵暖流。

为加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温州大

学为少数民族学生送去了口罩等防疫生

活用品，护卫他们的寒假返乡路。该校还

设立疫情防控资助专项资金，其中包括湖

北地区学生防疫专项补助，手机“无限流

量”经济帮扶等，累计发放疫情资助款

163.06万元、受益学生2537人次。另外，

还发放了考研励志专项补助金、“爱心饭

卡”隐性资助金等。

针对现有280名建档立卡的学生，浙

江农林大学实施了“一对三”精准帮扶政

策，即一名校级团干部、一名院级团干部、

一名辅导员对接一名建档立卡学生。学校

在专属的QQ群里会推送招聘信息等，还

建立了帮扶台账，做到分类帮扶、精准发

力，帮助贫困大学生顺利就业。

“以前去超市购买洗衣液至少得15

元，我不舍得买。如今只需10个暖心积分

就能换到，太贴心了。”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制药学院学生小阙说。原来，该校设立了

一间特殊的“暖心超市”，以学生资助对象

为服务群体，鼓励学生通过参加志愿服务

活动获得暖心积分，用以兑换自己需要的

物品。寒假前夕，该校还通过大数据对比，

锁定外省资助对象，悄悄给他们发放了路

费补贴，助力学生顺利回家。

在温州，该市教育局第一时间通过各

种途径落实教育系统安全度寒措施，督促

有基建工程项目的学校强化对工棚等的安

全检查，防止因危房危棚坍塌造成人员伤

亡事故。宁波市北仑区教育局也及时指导

各校通过为水管、水龙头包防冻套，为树木

和校园农场农作物盖保温布，搭建临时风

雨走廊等途径，给校园添加防冻防雨雪的

防护网。杭州市拱墅区则在校园安全工作

培训会议上提前部署抗雪防冻准备工作，

全力排查学校各处可能因极寒天气引起的

隐患等。

“一杯姜茶喝下肚，全身都暖烘烘

的。”在宁波市海曙区高塘中心幼儿园、奉

化区莼湖中心小学等多所学校，食堂工作

人员每天都会为学生准备好驱寒的姜

茶。象山县鹤浦镇中心小学的党员教师和

全体班主任还贴心地为班级里的留守儿

童、低保家庭和单亲家庭孩子送上帽子、耳

套、手套等保暖物品，让学生们用来抵御上

下学路上的风寒。慈溪市白云小学为确保

饭菜温度和口感适宜，配备了多台保温车

和近1000只不锈钢带盖餐盒，让师生们在

严寒天仍能吃得上热气腾腾的饭菜。

江山市教育局联合当地爱心企业设立

了爱心助学基金，对全市农村小学和贫困学

子进行助学帮扶。目前，已向10所农村小

学捐赠爱心鞋3958双，一对一结对帮扶资

助学生37名，捐助物资及资金总价值达

46.47万元。这些天，龙泉市城北乡中心小

学全体教师则走访慰问了23个留守贫困家

庭，送上保温杯、暖水袋等生活用品，并向学

生家长详细询问家庭的主要困难诉求。

随着春节临近，桐庐县城关初级中学

党政工主要负责人连续第八年走访慰问退

休教师，给他们送去学校的关怀和全体师

生的新年祝福和问候。慰问组向老同志介

绍了学校一年来在校园建设和教育教学等

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并希望他们能够一如

既往地关心、支持和理解学校工作，为学校

的稳定发展出谋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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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市赤岸小学党员教师筹集爱心款，购买手套送给有需要的学生。
（本报通讯员 陈 全 摄）

宁海县回浦小学“HP手工坊”
的学生们自制护手霜和润唇膏，
为“城市美容师”送上指尖上的
温暖。

（本报通讯员 徐鸿鑫
李振阳 摄）

舟山市普陀区舟渔学校
党员教师走访慰问困难学生
家庭。
（本报通讯员 刘碧颖 摄）

本报讯（记者 陈蓓燕 通讯员 徐
佳梦）近日，省财政厅、省教育厅、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印发《浙江省学生资

助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

法》覆盖了全教育阶段，全面梳理并明确了

浙江省内在读学生或幼儿所能获得的资助

内容，逐项确定各级财政补助标准和承担

比例，并对绩效管理作出了规定。

《办法》规范了学生资助资金的内

涵。浙江省学生资助资金包含各级财政

统筹安排用于落实全省高等教育（含本

专科和研究生教育）、中等职业教育、普

通高中教育、义务教育、学前教育等各教

育阶段国家和省学生资助资金，以及学

校按规定计提的校内资助资金。同时，

《办法》具体列举了涉及的所有各项资

金，明确政策覆盖学校的具体情况，并就

做好学生资助资金管理确定了各部门职

能分工。另外，《办法》还要求各地各校

结合实际，通过勤工助学、“三助”岗位、

“绿色通道”、校内资助、社会资助等方式

完善学生资助体系。

这是去年4月制定学生资助对象认

定办法后，我省再次制定出台的重要学

生资助政策，由此将更好地确保全省各项

学生资助政策落实到位，推进精准资助。

与此同时，随着中央教育领域事权和支出

责任文件的出台，国家已经形成了较为完

整的学生资助政策体系，而此前我省各项

学生资助标准散落于多个文件，分担比例

也不尽统一，本次通过制定完整、全阶段

的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有助于规范统

一。此外，近年来我省新增或拓展了部分

资助政策，如义务教育阶段困难生生活补

助扩展到非寄宿生，新增中等职业教育国

家奖学金等，这次出台的《办法》也对上述

情形均一一予以了明确。

记者还了解到，此次出台的《办法》

完善了现有资助资金管理办法，特别是

明确了因免学费等原因导致学校学费收

入减少的部分，可由各地按照享受免学

费政策学生人数和免学费标准补助学

校，弥补学校运转经费，由学校统筹用于

办学支出。

浙江学生资助覆盖全教育阶段 我省高考选考
阅卷工作有序开展

本报讯（通讯员 张 舰）近日，我省高

考选考阅卷工作有序进行。根据安排，选

考和学考成绩将于1月27日左右公布。

本次阅卷工作，选考和外语科目共设

7个高校评卷点，全省选调近2000名教师

参与评阅106万余份试卷。浙江工业大

学阅卷点承担物理、化学两个学科的阅卷

工作。物理学科组组长表示，评卷要做到

“给分有理、扣分有据”，正式评卷前，物理

组花了3天时间对每道题几千份试卷进

行试评，确定评分标准。同时，高考阅卷

过程还设置了保障机制。化学学科组组

长说，评卷期间，学科组长和题组组长通

过质量保障系统对评卷教师评分情况进

行实时监测。

省教育考试院相关负责人介绍，我省

强调高考评卷要严格执行评分标准，做到

“一把尺子量到底”，确保科学规范、公平公

正。为了严格执行评分标准，正式评卷前

先抽取答卷试评。

温州高校为海外华裔
学生开“云课”

本报讯（通讯员 叶歆树）日前，温州

职业技术学院设计创意学院的10位教师

利用假期和休息时间，为在海外受疫情影

响的500多名华裔青少年开设了6门线上

职业体验课程。

据介绍，这是该校举办的第二期华裔

青少年网络培训班——创意艺术公益课系

列，也是为意大利罗马中华语言学校的华

裔青少年量身打造的系列职业启蒙教育体

验活动。课程涵盖了折纸灯具制作、布衣

玩偶手工制作、华夏文明礼仪等。在华夏

文明礼仪课程中，专业教师利用“云课堂”

的优势，将教育性、艺术性、欣赏性融为一

体，向学生们介绍中华文明的历史起源及

礼仪文明的发展演变。

罗马中华语言学校校长蒋忠华表示，

此次与温州职技院合作的才艺公益课活

动，不仅很好地培养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和

实践能力，也大大丰富了学生们居家防疫

的寒假生活。据悉，该校创办于2006年9

月，是目前罗马地区学生人数最多、学校规

模最大的中文学校。

北仑
鼓励学生留甬过年

本报讯（通讯员 杨 阳）宁波市北仑

区教育局日前发布通知，鼓励家长、学生尽

量留在宁波过年过节，为丰富留甬学生的

假期生活，该区还提供了内容丰富的“留甬

礼包”。

据介绍，在严格遵守防疫工作要求的

前提下，该区教育局将结合研学活动，整合

全区研学营地、基地资源，为留甬学生及其

家庭提供各种优惠甚至免费的亲子游套

票。同时，推出微心愿认领活动，让孩子们

在宁波过一个快乐且有意义的新年。该区

教育局还会通过在线课堂为留甬学生精心

准备系列学科精品课程，让他们在家也能

学习“充电”。

另悉，宁波各区、县（市）教育行政部门

都相继发布告家长书，倡导家长学生减少

远距离流动，留在当地过节。

1月17日，桐庐县组织部分小学生和
幼儿园幼儿前往当地胡家芝剪纸艺术馆开
展迎春节体验民俗活动。图为民间剪纸艺
人在指导孩子们认“福牛”。

（本报通讯员 徐军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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