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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让教育回归浸润心灵的轨道 5

上得课堂 下得厂房
———记广东经济贸易职业技术学校“双师型”教师陈小玲

■通讯员 魏文琦 本报记者 赖红英

她是教育教学业务高手， 同事眼中
的“工作狂”， “工作上很有那么一股
劲儿”； 她是和蔼可亲的“邻家阿姨”，
学生24小时都能打通她的电话， 诉说
心事， 得到帮助； 她还是“教改达人”，
从每一节推动革新的课堂开始， 从每一
段进企业的潜心研习入手， 不断创新物
流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她就是广东省经
济贸易职业技术学校教研室主任、 高级
物流师陈小玲。

巧的是， 陈小玲的教龄和教师节
“同龄”， 从1985年至今， 陈小玲从事
职业教育已有30个年头。 今年教师节，
她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 成为中职
教育“双师型” 教师中的佼佼者。

把“小超市”变成“实训中心”
1993年， 在广东省农机学校任教8

年后， 陈小玲调入广东省经济贸易职业
技术学校， 其扎实的专业能力、 优秀的
德育工作水平受到师生的好评。 2002
年， 学校招收了第一届国际商务专业
（物流方向） 学生， 陈小玲任专业负责
人。 她敏锐地觉察到， 培养物流专业的
学生不能仅依靠“粉笔加黑板”， 一定
要建设实训室， 给学生充分的实践时间
和空间， 使他们在顶岗实习、 正式工作
时能迅速适应企业环境， 顺利完成从学
生到员工的转变。

凭着自己在省农机学校8年管理实
训室的经验， 结合每年带学生在企业实
习3个月的蹲点见闻， 陈小玲与另外两
名教师建起了一个小型实训室。 模拟沙
盘里有珠三角的铁路、 公路、 水路、 码
头、 仓库等， 配有小型货架、 叉车。 学
生在实训室学习， 可边观察沙盘边设计
物流路线。 陈小玲还与同事申请在校内
开设了一个学生超市， 设财务部、 人力
资源部、 仓储部等部门， 从下午放学到
晚上宿舍熄灯前营业， 由3名教师带领
6名学生轮流管理。 自从有了这个小超
市， 物流专业3个年级的学生都能在这
里获得进出货、 盘点、 报废、 成本核算
等经营流程训练。

2005年， 学校搬到新校区， 有了
更大的空间， 经过4期的不断建设和配
置， 当年的小实训室、 学生超市已经整
合建成为中央财政支持的物流实训基
地， 室内面积达1800多平方米， 内有

“美宜佳” 教学商店、 叉车、 货架、 仓
储作业实训区、 电子标签拣选系统、 物
流作业综合实训区、 自动立体库实训
区、 现代仓储配送中心、 校企共建物联
服务中心， 另有1600多平方米的叉车
训练及考场等。

这个与广东省物流行业协会、 东莞
环众物流咨询有限公司等合作完成的校
内“五位一体” 实训中心和特种设备作
业考点， 满足了学生技能实训、 教师技
能与社会培训、 职业技能鉴定、 技能竞

赛和教产研发与服务的需求， 吸引了大
批外校教师参观学习， 许多相关专业的
教师和企业员工也在这里参加职业技能
考试。 这一切， 都凝聚了陈小玲和她的
同事无数的心血。

创设模拟情景项目课堂教学
2009年10月， 在“第一届全国职

业院校学生物流技能大赛” 中， 由陈小
玲带队的3名选手分获一、 二等奖， 她
也获得了“优秀指导教师” 荣誉称号；
2010年3月， 她指导的学生获“2010年
广东省物流技术竞赛省属选拔赛” 团体
第一名 （市级）； 同年4月， 学校参加
广东省物流技术技能竞赛， 获团体第一
名和第二名。

参加3次技能竞赛， 虽然获得了不
俗的成绩， 但在与全国、 全省同行的切
磋中， 也使陈小玲不断反思当下的专业
教学。 学生光有实训场地还不够， 应该
让他们在模拟的情境中运用理论知识完
成一个个项目， 熟悉工作的整个流程。
她尝试使用项目教学， 1个班60名学
生， 每6人组成一个“仓储公司”， 由

学生自己给公司命名、 分角色、 完成指定
任务。

在“出库业务” 课程的教学中， 陈小
玲设置了“出库前准备” 的任务， 上课时
给每个“仓储公司” 发任务书： 省经贸仓
储配送中心客户部接到客户好又多超市的
出货订单， 要求将所需的货物均由配送中
心分别送货上门到广州市内3个门店。 学
生需要完成两个任务： 制作出库计划， 合
理组织发货作业， 包括货位、 机械设备、
工具和工作人员； 做好出库货物的包装材
料、 工具、 用品的准备， 根据货物性质和
运输部门的要求， 备齐各种包装材料及相
应的衬垫物， 以及包装标志、 标签、 打包
工具等。

陈小玲设计了连堂4节课教学， 要求
各“仓储公司” 在前3节完成任务， 并将
过程写在白纸上或做成PPT， 在最后一节
课进行展示。 由此， 使每个学生对出库业
务的流程、 步骤、 操作方式了然于心， 业
务娴熟。

1名教师面对60名学生， 怎样及时解
决实训过程中的学生疑问？ 陈小玲留意观
察， 在每个“仓储公司” 中挑选出一名能
力较强的“助教”， 课前先告知任务， 请他
们做好课中解答本“公司” 所有问题的准
备。 这些学生“助教” 的学习积极性不断
提高， 逐渐培养了主动参与、 乐于探究、
勤于动手的自主学习能力， 并且帮助和带
动了其他学生自主学习。 用人单位反映，
陈小玲教出的学生动手能力强、 业务扎实，
不少人已成为企业的技术骨干。

构建工学结合课程体系和标准
平日里， 陈小玲对学生关爱有加， 是

学生心中的“知心阿姨”。 学生们24小时
都能打通她的电话， 诉说心事， 得到帮助。
陈小玲认为， 给学生生活上的帮助更重要，
毕竟他们走出校园马上就要进入社会， 没
有过硬的技能， 是不能谋到饭碗的。

在对物流专业学生的专业学习课教学
接近尾声时， 陈小玲发现， 中职学生对学
科联系、 知识整合的能力较弱， 于是， 她
把物流企业管理、 物流采购实务、 电子商
务与物流、 物流信息技术、 仓储配送实务、
运输作业实务等课程进行整合， 开展了为
期3周的复习教学。

学生顶岗实习后， 陈小玲到企业回访
已经成为仓管员、 城市配送员、 包装员、
理货员的学生， 得到的反馈是： “陈老师，
最后3个星期的课太有用了！ 把学到的知
识有效连贯起来， 正好在实习中学以致
用。”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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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特岗教师”成农村师资补充主渠道

九成服务期满留在当地
本报讯（记者 李配亮） 记者近日从云南省

教育厅获悉， 自2006年实行“特岗计划” 以来，
该省共招聘“特岗教师” 5.08万名， 其中， 三分
之一在村小和教学点任教。 “特岗计划” 助推了
云南教师队伍建设。

2006年以来， 云南获国家拨付的“特岗教
师” 工资经费27.4亿元。 目前， “特岗计划” 已
成为云南各地农村教师补充的主渠道， “特岗教
师” 占该省义务教育专任教师总数的14.4%。

2009年以来，云南90%以上的“特岗教师”在
3年服务期满继续留任并转为当地在职在编教师。
按照“缺什么、招什么”原则招聘的“特岗教师”，分
布在全省100多个县市区的2000多所农村学校，
紧缺、 薄弱学科教育教学工作得到加强。

兰州启动村小教学点办学提升计划

3年内教学点实现“四化”
本报讯（记者 冲碑忠）兰州市日前启动农村

小学、教学点办学水平提升行动计划，提出到2016
年，全市所有教学点实现办学条件标准化、教学手
段现代化、教学效益优质化、教学点管理规范化。

据介绍， 未来3年， 兰州将实施“定标准，
增设备， 全配套” 教育装备计划， 为农村小学、
教学点配备基本的常规通用设备、 学科专用教学
设备、 现代教育技术设备和必要的办公生活安全
设备等， 保证农村小学、 教学点正常的教育教学
需要； 实施教学点标准化建设工程， 从办学条
件、 学校发展、 教师发展、 学生发展等4个方面
出发， 加强农村小学、 教学点的标准化建设， 将
农村小学、 教学点全部建成为标准化教学点。

此外， 兰州市将提高教学点教师工资待遇，
并在职称评聘、 评优选先等方面向长期在农村小
学、 教学点任教的教师倾斜。

上海出台规范教育收费工作意见

教师有偿补课“一票否决”
本报讯（记者 董少校）上海市教委等6部门近

日出台规范教育收费工作的意见，提出严禁教师有
偿补课，对违规教师和学校实行“一票否决制”。

上海提出， 重拳治理补课乱收费问题， 严肃
查处在职教师在社会力量办学机构举办的针对中
小学生的有偿补课办班兼职行为及有偿家教行
为。 凡违规开展有偿补课的， 一经查实， 要进行
通报， 一律取消当年评先、评优、评奖、职务晋升、
职称评审等资格并追究责任。 在职教师从事有偿
补课的，当年年度考核等级为“不合格”，考核结果
要作为教师受聘任教、晋升职务（职称）和工资、
实施奖惩的依据， 实行“一票否决制”。

上海提出，严禁中小学教师在校外培训机构参
与有偿补课，坚决刹住教师违规收受学生和家长礼
品等不正之风。 将师德表现作为教师年度考核、岗
位聘任、职务（称）评审、评优奖励的首要标准，实行
师德“一票否决制”，对师德败坏行为“零容忍”。

敬 告 读 者
2014年国庆节期间本报休刊6期， 即10

月2日至7日， 因休刊减少的版面在日后补
齐。 感谢读者朋友对本报的关心和支持。

恭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中国教育报

扫描关注
《中国教育报》腾讯微博

引社会之水 灌高校之田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特聘教授制度试点启动

本报西宁9月25日讯 （记者 刘博智） 今
天， 青海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特聘教授聘任仪
式在西宁启动。 教育部副部长李卫红出席聘任仪
式， 为受聘专家颁发聘书并讲话。

据了解，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特聘教授试点
工作是在教育部指导和推动下， 青海省委教育工
委协同青海省委宣传部共同策划下推进的一项加
强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 构建思政课教学人才新
体系的举措。 经单位推荐、专家评审，青海省内社
科理论界和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35名专家学
者，受聘成为青海省首批思政理论课特聘教授。他
们将根据思政课教学内容， 结合工作实践和研究
领域，承担一门课程任务，带动指导思政课教师参
与课程建设、学科建设和学术课题研究等工作。

李卫红指出， 思政课特聘教授是整合社会资
源和力量， 加强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的创新举
措， 对于提高思政课教学质量和水平必将产生积
极的促进作用。 她称赞青海省在这方面开了一个
好头， 走在了全国前列。 （下转第三版）

中教 论评
地方政府

必须明确自己
在教育中扮演
的角色， 不能
做“权力上的
超人”，让荒唐
的土政策影响
教育改革取得
的成果。

“献血加分”让公益失色公平失分

■欧阳志

日前， 浙江浦江网友“骑小轮的大
伟”发的一条微博，引来众多网友关注：

“为了政策，我也算是拼命了！ 对将来的
儿子说一句：放心中考吧，爸爸已经帮你
拿到加分政策了！ ”这条微博的背景是，
今年7月，浦江县出台政策，无偿献血超
过4000毫升， 直系子女参加中考可获得
加分。其中，献血4000毫升加1分，6000毫
升加2分，超过8000毫升加3分。

无偿献血是一项关系国计民生的社
会公益事业， 无偿献血不仅是人道主义
精神的崇高体现， 更是社会文明程度的
重要标志。 社会公益事业最大的特点在

于公益性， 浦江县卫生局出台的“献血
加分” 政策， 虽然出发点是为了促进本
地的无偿献血事业， 本无可厚非， 但与
中考加分捆绑在一起是典型的“拍脑
袋” 决策， 能否达到推出这项政策的预
期效果有待商榷。

退一步说， 让无偿献血这样的公益
事业染上功利色彩也并非好事。 中考是
决定考生进入高中就读的一个重要节
点， 在激烈的中考竞争中， 谁最终能如
愿以偿， 关键就看考生的分数。 考分的
高低决定着学生对未来就读学校的选
择， 拥有高分的考生理应对优质教育资
源有优先选择权， 进而直接影响他们今
后的发展，很多家长必定会“八仙过海，
各显神通”，追逐献血加分政策的利益最
大化。 因此，“献血加分” 政策的推出，
无疑将社会公益事业牵扯进利益的旋
涡， 有违社会公益事业具有的公益性特

征， 严重损害社会公益事业的形象。
纵观此次“献血加分” 政策风波，

我们可以发现一个让人不解的地方： 制
定这项政策的主要操作者竟然是浦江县
卫生局， 让我们更加怀疑这项政策的合
理性。 浦江县卫生局制定有关中考加分
的政策助力本单位工作推进， 恐怕是在
职责上越位了。 一个地区有很多机构，
如果其他职能部门照葫芦画瓢迅速跟
进， 制定类似的政策， 那中考加分政策
不就乱成一锅粥了吗？

其实， 即使是作为制定中考加分政
策的教育行政部门， 也不能随意决定中
考加分项目。 为了给考生构建一个公平
的竞争环境， 确保教育公平， 国家对中
考高考加分政策进行了清理， 对那些可
以人为操作的加分项目予以剔除， 这是
国家为了保障教育公平而采取的切实举
措。 在国家严格控制考试加分政策的大

背景下， 浦江出台的“献血加分” 政策明
显与国家政策背道而驰。

对这种乱加分的现象， 我们应该采取
有效措施予以遏制， 尤其要明确实施加分
权力的机构， 即哪级政府、 哪个部门有权
提请或批准中高考加分事项， 明确加分的
项目， 明确加分政策的出台程序， 明确加
分的监督； 出台加分政策要公开透明， 要
充分征求民意， 经得住民意检验。 如果不
征求社会大众的意见、 不经过充分论证就
贸然实施加分政策， 会人为地制造竞争的
不公平， 损害的是广大考生的切身利益。

近些年， 各地五花八门的中考加分政
策可以演绎成一出跌宕起伏的大戏， 我们
可以看到很多令人啼笑皆非的加分政策，
浦江的“献血加分” 政策无疑就是最新版
本。 地方政府必须明确自己在教育中扮演
的角色， 不能做“权力上的超人”， 让荒唐
的土政策影响教育改革取得的成果。

做新时代的好老师
特别报道

陈小玲在给
学生布置教学任
务。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