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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意革新创名校 激流勇进谱华章
——宁波市北仑职业高级中学校长林绿洋的教育理想践行

他说，他是一个农人，在职业教育的土壤里选择默默耕耘；他
说，他是一个捡珍珠的人，在他眼里，职高的学生是一粒粒不起眼的
沙子，他相信总有一天，沙子会变成珍珠。他是一位改革家，大刀阔
斧，雷厉风行；他更是一位师者，在教育的土地上践行着自己的理想。

他，就是宁波市北仑职业高级中学校长林绿洋。
2011年，林绿洋担任北仑职高校长。短短五年间，北仑职高的内

涵建设大幅度提升，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断扩大。2015年8月，学校成功

入选全国首批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同年9月，成为国家中等职业教育
改革发展示范校。近几年来，高职考试上线率每年都保持在97%以上，
在全国技能大赛中每年都有学生获得金银铜牌。

这些成绩的背后，是偶然的收获还是一种理念的传递与坚持？
问起林绿洋，他一如既往地微笑着：“中职学生，其实是一群被

误贴了标签的孩子，而职业教育，就是让我们的学生昂起头来。”
他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

激发办学活力，探索现代学
校管理制度改革

当前，在绩效工资改革的背景下，
一些教师的工作积极性不够。很多老
师上完课就走人，班主任更没人愿意
当。看到这样的情形，林绿洋毅然决定
实施现代学校管理制度改革。

“一潭水，如果不流动，那就是一潭
死水。教师是一所学校里的水，必须是
活水而不能变成死水。”林绿洋说。

他大胆实施学校、学部二级管理，
由原先的 6 个学部整合成 4 个学部，明
确职责，进行相互考核，提高教师的工
作效率。同时，稳步开展干部竞聘上
岗制和教师全员聘任制，不断完善学
校目标管理和绩效考核机制。

经过几年的实践和探索，学校内部
管理水平不断提高，形成了教师能进能
出、干部能上能下的用人机制。

“以前班主任没人当，现在大家都
抢着当。”说起学校管理制度改革带来
的变化，旅服学部胡宁宁老师感叹道，
现在教师们都很爱呆在学校，要加班了
只要说一声，没人会拒绝。

林绿洋认为，只有把学校建成一个
家，教师才会有归宿感。在他的带动
下，学校积极营造幸福校园。学校利用
职校特点开展丰富多彩的工会活动，让

学生制作作品亲自送到过生日的老师
手上，学生觉得自己的作品得到了最大
的尊重，老师则收到了学生满满的心意
和爱。在北仑职高，工作已经不仅仅是
简单的教书了。

自信德育，为学生勇敢追梦
插上隐形的翅膀

在北仑职高，处处渗透着珍珠文化
的因子。林绿洋说，“我是一个捡珍珠
的人，学校则是孕育珍珠的载体，做教
育就是做影响，影响人、改变人、创造
人。”

为了让每一个低着头进校的学生，
都能挺着胸出校,学校围绕自信德育理
念，通过课堂主渠道与非遗传承、篮球
特色为两翼的“一主两翼”德育架构，积
极营造文化育人、以人育人的良好氛
围。并通过星光大道、职业大道、健康
大道、创业一条街这三道一街的建设，
打造具有鲜明职业教育色彩和学校特
色的校园文化。

“每天走在星光大道上，学长们的
成绩激励着我；走在职业大道上，创业
创新的激情引导着我，我也梦想有一天
我的照片能出现在星光大道上。”14 航
空班的吴舒意由衷地感叹道。

林绿洋说，随着社会的发展，心理
健康已经成为一个命题。“我们的职高
生是中考的失利者，但这种失利不能掩

盖学生内心的阳光。”因此，他非常重视
心理健康教育，加强心理健康中心的建
设。学校开设了心理辅导中心和“校长
有约”等平台，学生可以通过预约与心
理老师或校长进行谈心交流。

“教育就是挖好一方池塘，等待生
物的自然成长，我们教师的职责就是
给他们提供阳光雨露。”林绿洋说。

学校去年新建了一块园子，取名为
“青园”。青园主要有苗木繁育区、蔬果

栽培区、动物养殖区等。青园的大门是
永远开放的，学生在这里开展“生态课
堂”教学。青园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一派其乐融融的景象。

率先实施现代学徒制，传承
“工匠精神”

学生自信阳光了，老师也干劲足
了，剩下的问题就是要把我们的学生培
养成为怎样的人才？林绿洋一直在苦
苦思索这个问题。

2011 年 5 月，在教育部门职成教机
构和浙江省教育部门的支持下率先开
始试行“现代学徒制”，并制定《北仑职
高试行现代学徒制的方案》，明确了现
代学徒制的实施路径。通过第一学年
职业融入、第二学年工学交替、第三学
年综合职业实践三个阶段，校企两个主
体进行分工合作。

林绿洋认为，现代学徒制的实施，
必须建立在深度的校企合作基础之
上。学校进一步深化四联驱动，打造校
企合作升级版。

现代学徒制试点班的学生在经过
“企业体验”和“轮岗实训”后，对所学专

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与了解，激发了学
习兴趣。14 天翔班许彪同学说：“企业
技术骨干担任我们的师傅，他们的精湛
技艺和敬业精神，都激励着我们成长。”

合作企业也对现代学徒制给出了
高度的评价，“通过现代学徒制培养出
来的学生，已经是企业的准员工了，这
样的学生更受企业欢迎。”宁波龙星物
流公司总经理王蕾说。

如今，在校董事会的领导下，在深
化校企融合的基础上，学校的现代学徒
制实施规模已达到 7 个专业、38 个班
级、1579 名学生、17 家企业，在省、市乃
至全国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林绿洋
正带领着他的团队走在探索现代学徒
制北仑模式的道路上。

打通升学就业渠道，为学生
成长搭建立交桥

职高生正处于十七八岁的年龄，对
于这个年龄的孩子来说，一切皆有可
能，决不能因为一次中考而切断他们的
梦想。每个人，都可以多元发展。

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学校为学生
打通了多种升学就业渠道。

学生可以通过浙江省单招单考、高
校提前自主招生、全国技能大赛获奖学
生免试升学等途径升入浙江省各高
校。为了满足学生的升学要求，学校不
断扩大参加高职考试的比例，同时更注
重提升教学质量。2015 年，学校高考上
线率达 99.1%，其中 41 位考生上了本科
线。

学校也引入各种资源帮助学生就
业。2015 年的校园招聘会，学校从 300
多家合作企业中精选了 86 家企业，提
供了 1340 个岗位让学生选择。近年
来，北仑职高选择就业的毕业生有一半
以上进入了吉利公司、宁波钢铁、申洲
公司等大规模企业。

为了响应“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学校率先在宁波市设立创业基金，助推
学生自主创业。目前，由 20 余家校企
合作单位捐赠的 100 多万创业基金，已
先后资助 10 余位学生自主创业。

朱浩峰是北仑职高模具专业毕业
生。在北仑职高毕业后，创办了宁波
市北仑皓盛电器开关厂。目前该厂已
在美国、德国、西班牙创建了产品营
销中心，产品出口量在同行中遥遥领
先。能取得今天的成绩，朱浩峰感慨
的说：“我的起飞源于北仑职高，是北
仑职高给予了我创业的勇气，给了我创
业的平台。”

开放办学，搭建国际交流合
作平台

闭门造不出好车。在当今社会，一
定要让学校走向社会，要让学生走向社
会。

林绿洋组织教师下企业实践，开展
校企合作论坛，通过搭建行业、企业、学
校交流平台，共同了解企业和教育前沿
的发展，共同关注职业教育和产业的融
合，服务产业转型发展。

学校充分利用各种渠道，已与国
（境）外 10 个机构或学校建立了合作关
系，有利地推动了现代学徒制的探索。
近年来，学校先后接待了来自英、美、
德、意、日等国及香港、台湾等地区的
10 余批海外师生访问团。共选派了 11
名教师和 5 批学生赴海外培训访学，同
时打通了学生赴香港地区、英国留学的
渠道，开辟了国际合作招生项目。2015
年，学校参加第二届中国宁波一中东欧
国家教育合作交流会，同年学校还获得
浙江省国际教育交流协会组织的安生
美国青年教学使者项目先进示范学校
称号。

“好校长其实是理想和现实、历史
和现在的集合体。”林绿洋说，就如陶行
知先生所说，要当好一所学校的校长，
既要仰望星空，又要脚踏实地。我愿意
带领北仑职高在改革的浪潮中激流勇
进，继续前行！ （北仑职高 史燕蕾）

时光多情，予我华彩；四秩盛事，文理相约。
公元2016年11月7日，重庆文理学院将喜迎40周年华

诞。在此，谨向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重庆文理学院建设和
发展的各级领导、广大海内外校友和各界朋友，致以诚挚
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文理梁椽，薪火相承。重庆文理学院前身是原重庆师
范高等专科学校和渝州教育学院。禀道毓德，文脉不断，
2001 年，两校合并组建为渝西学院，2005 年，更名为重
庆文理学院。经过 40 年的艰苦奋斗，重庆文理学院已建

成为拥有 16 个二级学院，56 个全日制普通本科专业，两
万余名全日制在校生的区域性、多科性、特色应用型大
学。

四秩跋涉,一卷锦绣。建校40年来，学校践行“教育即
服务，学生即顾客，质量即生命”的办学理念，植根地
方，躬身育人，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 12 万余名优秀人才。
学校先后获得国家教学成果一、二等奖，评为全国毕业生
就业典型经验高校 50 强，建有国家特色专业建设点、国家
精品课程和国家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成为教育部门

首批依法治校示范校，评为全国校园文化先进单位，获得
重庆市“五一”劳动奖状。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学校秉
承“博文达理，进德修业”的校训精神，围绕“转型、申
硕、建大”的战略目标，大力实施“顶天立地”发展战
略，持续推动应用型深度转型发展，全面开启高水平应用
型大学建设新征程。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2016
年 11 月 7 日，时针定格，盛事如约，我们热切期盼校友
回家，游故地，会同窗，见恩师，追忆似水年华，感念

难忘师恩。学校将以 40 周年校庆为契机，总结办学经
验，展示 发 展 成 就 ， 凝 聚 各 方 力 量 ， 谋 求 未 来 发 展 。
值此盛典，全校两万余名师生诚挚邀请各级领导、四
海 校 友 、 各 界 宾 朋 拨 冗莅临，聚首文理，共襄盛事，
同谱华章！

特此公告，敬祈周知。

重庆文理学院
2016年5月19日

重庆文理学院40周年校庆公告
（第一号）

联系电话：（023）49891904 （023）49891909 联系人：蓝琨博 杨琪璐 传真：（023）49891909 电子邮箱：xqb@cqwu.net
校庆网址：http://xq.cqwu.net 联系地址：重庆市永川区红河大道319号重庆文理学院恪勤楼322室 邮政编码：402160

枫叶国际学校校长招聘
枫叶教育集团作为中国基础教

育领域的国际教育领军者，1995 年在
大连首创枫叶国际学校，后于武汉、
天津、重庆、上海等 14 个城市开办 57
所枫叶国际学校，在校生 20000 人，
中外员工 3500 人。二十一年来，枫
叶国际学校始终秉承中西教育优化
结合、实施素质教育的办学理念，形
成了集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幼教、小

学、初中、高中为一体的多层次高质
量教育体系，超过 50%的枫叶毕业生
挺进世界百强名校深造。

一、现根据发展需要，招聘如下岗
位

1. 高中、初中、小学校长 （主持
学校全面工作）；2. 中层管理人员 （教
导教务、英语教学、招生、财务、总
务）；3.优秀教师、班主任。

二、任职条件

1.本科 （含） 以上学历，3年以上
同岗位工作经验；2. 爱岗敬业，事业
心强，具有忠诚奉献与开拓精神；3.
有较强的执行力、组织协调能力和语
言文字表达能力。

三、枫叶团队

1. 有梦想、有活力的中外教育团

队；2. 多元化的海外交流机会；3. 高于
行业标准的薪酬福利体系。

四、应聘方式

应聘材料发送邮件至：

hr@mapleleaf.net.cn

集团总部联系电话：

0411-87906577 87906808

大连·武汉·天津·重庆·镇江·洛阳·鄂尔多斯·上海·平顶山·义乌·荆州·西安·淮安·平湖·淮坊·盐城·湖州

枫叶教育集团官方微信

榆林华栋中学2016年教师招聘启事
榆林华栋中学是1999年经陕西省教育部门批准创办的一所寄宿制、封闭式民办

完全中学。学校位于榆林西沙经济开发区中心地带，教学班 36 个(高中 30 个，初中
6 个)，教师 110 人；学校交通便利，环境优美，各类教学设施、设备配套齐全，现
代化办公、教学、管理，教学成绩突出，社会声誉极佳；2014 年、2015 年连续两
年，高中考成绩综合考评在全市名列前茅！

一、招聘岗位：语、数、外、文综、理综各科教师。
二、岗位要求：年龄不超过 40 岁；全日制二本以上学历，专业对口；普通话过

关、会操作现代化办公设备；热爱民办教育，品貌端庄、身心健康、有创新精神；有5
年以上教学经验的教学骨干、优秀班主任优先考虑。

三、薪酬待遇：
1. 教师标准工作量，年薪 10 万—12 万元；2. 班主任职务津贴：年薪 1.8 万—2.5 万

元；3. 课改组长、年级组长职务津贴：年薪 1 万—3 万元；4. 被录用后有特殊才能或贡
献者，另有奖励。

四、报名方式：
1. 提供身份证、毕业证、教师资格证、职称证明、各种奖励证明。2. 可预约面谈，

也可通过电子邮箱投送简历及有效证件。3.报名截止日期：2016年6月底。
五、联系方式：

0912—3599496 18992278808 0912—3599724 18992290544
邮箱：ylhdjw3580544@163.com QQ:5431807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