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金 澜 版面设计：苇 渡

电话：0571-87778092

E-mail：zjjyb1@163.com2 2022年9月2日 星期五

综合新闻

本报讯（通讯员 尤建明 陈祥磊
王杨杨）“这位小朋友，请远离危险水

域，你的家长已收悉你的位置……”

近日，在泰顺县司前畲族镇中心小

学附近的里光溪畔，一名10岁左右

的学生正准备下水玩耍时，附近的

AI智能影像系统主动识别孩子身

份，及时预警喊话。

“如果孩子不听劝，几秒钟后系

统还会自动提醒附近的村儿童安全

员，并同步发信息给孩子的监护人

或学校。”泰顺县民政局党组成员李

强指着大屏幕说，同样的场景还应

用于酒吧、网吧、KTV等娱乐场所。

全县57家重点场所如有未成年人进

入，系统便可派发任务单给相关责

任人，实现对困境未成年人的主动

发现、主动救助、主动关爱。

这是该县刚上线的“智护幼苗”

应用。从大屏幕上可以看到，该应

用设置了困境儿童精准画像、主动

发现AI识别系统、多跨协同救助任

务派发、社会帮扶和爱心守护共四

大场景模块。

“‘智护幼苗’不仅体现在应急

救援方面，更突出主动发现困境儿

童，在匹配身份信息后形成关爱闭

环。”泰顺县委改革办负责人林小永

介绍，通过“主动发现”前端模块，网

格员、村干部或社会人士如有发现

困境儿童，均可通过拍照或视频上

传，由系统派单给职能部门，及时核

查、主动救助、闭环帮扶。该应用上

线仅半个多月来就主动发现和帮扶

10多例困境儿童，织牢了山区未成

年人的安全网。

□本报记者 季 颖

站在工作台前，小心翼翼地给

一件陶制品上釉，看着手中逐渐完

成的青瓷作品，张波目光柔和。今

年43岁的张波是慈溪市越窑青瓷

有限公司产区生产线主要负责人，

但在10年前，他还仅是一名普通一

线工人。

张波的老家在“瓷都”江西省

景德镇。幼年时他跟着家中长辈

学习过瓷器制作。2012年，高中学

历的他来到人生地不熟的慈溪，凭

着学过的皮毛，在青瓷公司找到了

刻花工作。“我学历不高，找到份安

稳的工作就很满足了。没想到的

是，居然还能在公司的能人工作室

学习，跟着大师学习青瓷制造技

艺。”张波说。

张波口中的能人工作室，是慈

溪市匡堰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

校与公司联合成立的孙威青瓷能

人工作室。“学校在给新居民做技

能培训时，总会遇到学员有更高层

次技能学习需求的情况。但在实

际工作中，依靠几个课时的技能培

训，仅能帮助他们掌握基础技能。”

匡堰成校校长马映月说，要实现新

居民技能螺旋式提升，培养出高素

质技能人才，必需创新培训模式，

提升新居民培训实效性。

匡堰镇新居民人口2.2万人，

近年来，通过匡堰成校加强新居民

教育培训，新居民学历技能有了很

大的提升，也有一批学员脱颖而

出，既有高学历又掌握先进技术。

2018年，马映月开始尝试联合企

业，发掘新居民中的技能人才，共

同创建能人工作室。“这个想法一

提出，企业就非常欢迎。汽车配

件、机电装备、有色金属、针织服装

等产业是匡堰的主要产业，这些产

业都亟需转型升级，企业迫切需要

各类高素质技能人才。”马映月说。

于是，成校多方努力、企业积

极配合、骨干认真参与，企业车间

里的能人工作室很快就建起来

了，先后成立了万亚勇技能大师

工作室、孙威青瓷能人工作室。

成校、企业为工作室运转提供资

金和场地，技术骨干担任工作室

领衔人，带动团队成员创新学习

模式。随着新居民培训的不断深

入，逐渐形成了新老互带、新老互

通的培训模式，新居民培训从此

有了“传帮带”。

作为孙威青瓷能人工作室的

成员，工作室为张波量身定制了个

人三年成长规划，并具体到年度计

划，帮助他明确今后专业发展目标

和步骤，建立起个人专业成长档

案。工作室领衔人、省工艺美术大

师孙威手把手教学，让张波受益良

多。短短几年时间，张波的技能有

了很大提升，在各类大赛中都能看

到他的身影。张波先后获得省首

届中青年青瓷创新评比银奖、青瓷

传承与创新设计评比金奖、中国

（浙江）工艺美术精品博览会银奖

等奖项，并于去年被评为宁波市工

艺美术大师。

“工作室为辖区内企业培养了

一大批优秀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马映月说。以维修电工高级技师

万亚勇领衔的能人工作室，主要开

展电机装配、设备维修人才培养，

以及解决电器技

术问题的技能培

训和技术革新，为

辖区内企业解决

了不少生产技术

疑难，培养了后备

技术力量。该工

作室每年可培养

电器安装熟练工人1500人次，培养

设备维修工200人次。

在创新技能培训模式的同时，

匡堰成校围绕当地主要产业分布

情况，积极开展机修钳工、车工、机

械产品检验工、数控车床工等技能

培训，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培训模

式有助于新居民更好地掌握基础

技能。不仅如此，匡堰成校还根据

学校特色，成功开设校企合作的

“双证制”成人高中培训班、大专班

等，积极帮助新居民提升学历，让

新居民在就业中更具竞争力。

“通过学历提升、技能培训，员

工的素质明显有了提高。青瓷制造

对员工技能要求较高，工作室的创

建在提升员工技能方面有显著效

果，这也对青瓷产业发展起到了很

好的促进作用。”越窑青瓷有限公司

相关负责人谭静说。

助力新居民助力新居民
共富的成校力量共富的成校力量共富的成校力量共富的成校力量

为山区未成年人织牢安全网

泰顺上线“智护幼苗”应用

车间里开起能人工作室
慈溪匡堰成校创新新居民培训“传帮带”模式

剪纸话家风

日前，桐庐县桐君街道圆通社区组
织开展“传承好家风，喜迎二十大”清廉
主题剪纸活动。图为社区内的家长和
小朋友们在君山红剪纸社指导教师的
带领下，一起创作剪纸作品。
（本报通讯员 徐军勇 傅 祎 摄）

新学期台州281所学校

全部用上空调

本报讯（通讯员 周 游）8月28日，三门县悬渚小学

内，随着400千伏安容量的变压器安装调试完成，台州市

政府2022年民生实事——“空调进校园”项目圆满完成。

开学后，学生们将享受到空调带来的清凉。

早在7月28日，温岭市三星小学完成了配电房改造，

成为台州市首个“空调进校园”完成验收送电的学校。三

星小学校长李锐说，开展“空调进校园”项目，不仅是落实

全市教育提质行动，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更是助力高水

平共富的民心工程。

大功率的空调要正常工作，需要有稳定的供电保障。

台州“山海水城”的特殊地理环境，每所学校的实际情况各

有不同。为此，国网台州供电公司根据不同学校的用电需

求，量身定制施工改造方案。在仙居县田市镇，工作人员

跋涉40公里，为只有8名在读学生的九思小学架设两条供

电线路；在玉环，工作人员通过深入厂家监造，将陈屿中心

小学配电房改造所需的成套柜类产品生产时间，从原本30

天左右压缩到15天至20天，确保设备“又好又快”到位。

仙居全县推进均衡编班
本报讯（通讯员 朱敏江）“作为一年级新生家长，我

为孩子择班的事焦虑了一个夏天，今天观看了学校阳光公

平的编班过程，心里的石头终于落地了。”开学前夕，家长

代表周露瑶在仙居县第一小学全程参与了均衡编班过

程。除了家长代表，该县纪委监委、公证处人员及学校教

师代表也全程进行了监督。

为彻底解决学生家长对新生公平入学编班的强烈要

求，仙居县教育局在反复征求社会意见后，专门出台了《仙

居县教育局关于义务教育学校均衡编班的实施意见》。

2022年秋季学期，该县33所义务教育学校全面实行此办

法，10198名新生全部以均衡编班的方式公平编入233个

班级。

本次均衡编班，仙居县做到了“两覆盖”“两均衡”“三

公开”。县域内义务教育公办、民办学校全覆盖，所有学校

的一年级和七年级全覆盖；起始年级每个班的学生总数、

男女生比例最大限度平衡，教师按照“均衡配置、结构合

理、优势互补”的原则均衡组合；编班方案、编班过程、编班

结果均向全社会公开。接下来，县教育局会进一步跟进均

衡编班后的管理，建立教育部门、社会、学生、教师“四位一

体”监督机制。

丽水莲都区：

作业悄然“变脸”

本报讯（记者 李 平 通讯员 朱 煜）新学期来临，

丽水市莲都区东港学校403班学生朱古力惊喜地发现，曾

经让她有些发怵的数学课，变得生动有趣了。

让她发生改变的，是该校数学教师布置的暑期特色作

业——数学说题。“一块小黑板、一支笔、一个支架、一部手

机……以前写数学作业很枯燥，现在我坚持通过家里搭建

的这个小小平台进行‘说题’，感觉自己像个小老师，不仅

锻炼了胆量，还激发了学习数学的自信。”

刚刚过去的暑假，莲都区各学校布置的作业都在悄然

“变脸”：一改过去机械化、同质化的作业，取而代之的是一

系列经过教师们精心准备、用心设计的特色作业，注重培

养学生创新思维、提高学生动手能力，增强作业育人实效。

据介绍，“双减”政策实施以来，该区从“规范学校作业

管理”“提升教师作业设计和实施质量”着手，突出“三个聚

焦”，推进作业改革，即：聚焦“难度控制”，提升教学评一

致；聚焦“效果控制”，重视学生个体差异；聚焦“时间控

制”，定期开展调研访谈。

与此同时，该区落实评价监督，将作业管理纳入学校

督导考核。从上学期开始，该区开展中小学优秀作业设计

展评，不定期晒一晒教师们自主原创的优秀作业设计；常

态化展评学生涉及科学探究、体育锻炼、艺术欣赏、社会与

劳动实践等不同类型的优秀作业。以此促进教师更好地

进行作业设计，有意识地加强学习内容与学生经验、现实

生活、社会实践之间的联系，注重真实情境的创设，注重思

维发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上海财经大学浙江学院“喜迎二十大、永远跟党
走、奋进新征程”暑期社会实践活动近日圆满收官。
围绕党史学习、乡村振兴、共同富裕、文明新风等内
容，实践小队的学生们开展了各类专题调查，“行走的
课堂”越办越红火。图为学生们在“真理味道、信仰之
源”主题车站参观学习。

（本报通讯员 韦金红 尤 磊 摄）

本报讯（记者 童抒雯）8月 29

日，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管委会与

杭州市教育局共同发布了《杭州城

西科创大走廊基础教育高水平均衡

发展（2022—2025年）规划》和《杭州

城西科创大走廊教育设施补强

（2022—2025年）行动计划》，决定至

2025年年底，集中引进建设88所集

团化高品质新学校落户大走廊，区

域内学子可就近入读名校，基本解

决大走廊教育资源短板问题。

新规将从基础教育设施规划布

局建设、名校集团化办学深化、实施

教师学生交流提升、加强大走廊区域

学校招生统筹这四个方面进行教育

补强升级。据了解，在预计建设的88

所学校中含45所幼儿园、14所小学、

3所初中、4所高中、8所九年一贯制

学校及1所十五年一贯制学校。

这份“教育大礼包”透露的另

一利好消息是，2022年杭州市区普

通高中面向余杭、临安双向等额招

生名额较2021年增加50%，余杭区

面向市区双向等额招生学校增加

余杭第一中学、余杭中学 2所。到

2023 年，名额较 2021 年还将再增

加50%。

杭州市教育局党委委员、副局

长蒋锋解释：“这实际上是扩大了

整个教育资源的盘子，让萧山、余

杭、城西科创大走廊的孩子，都有

机会接受杭州市区的优质教育。

这些扩招名额，并不是从原有招生

计划中拿出来的，而是新增的名

额。所以对杭州市区的学生来讲，

扩大对等招生的名额，不仅没有损

失，反而增加了去余杭第一中学、

余杭中学等一些优秀学校就读的

机会。”

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管委会主

任李玲说：“目前大走廊集聚了近百

万人口，每年新增超过7万人，其中

绝大多数是年轻的创业者，这是大

走廊最核心的竞争力和最宝贵的资

源。新规的出台，正是表明我们决

心用3年的时间，让高品质的基础教

育与高质量的融合发展相得益彰，

努力打造大走廊‘美好教育’样板。”

双向等额招生人数增加50%

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发放“教育大礼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