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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广告··

近日，教育部、财政部联合
印发 《关于实施职业院校教师素
质提高计划 （2017—2020 年） 的
意见》，全面安排和部署今后一个
时期职业院校教师培训工作。教
育 部 教 师 工 作 司 负 责 人 就 《计
划》 回答了记者提问。

问：请您谈谈 《计划》 的主
要内容。

答：《计划》 由目标任务、实
施原则、计划内容、保障措施四
部分组成。主要内容包括：一是
目标任务。明确完成职业院校教
师全员培训、创建中高职教师专
业技能创新示范团队、建立教师
到企业实践和企业人员到学校兼
职任教常态化机制等总体目标。
二 是 实 施 原 则 。 坚 持 “ 国 家 引
领、地方为主，对接需求、重点
支持，协同创新、注重实效，规
范 管 理 、 确 保 质 量 ” 的 实 施 原
则。三是计划内容。重点实施职
业院校教师示范培训、中高职教
师素质协同提升、校企双方人员

交流合作等三大类项目。开展专
业带头人、“双师型”教师、优秀
青年分层分类培训和校长专题研
修 ； 加 强 “ 双 师 型 ” 名 师 工 作
室、技术技能传承创新平台、骨
干培训专家团队建设；支持选派
教师到企业实践和设立兼职教师
特聘岗。四是保障措施。提出明
确职责分工、加强体系建设、严
格经费管理、开展督导评估等四
大举措，切实保障项目规范有序
实施，并达到预期的实施效果。

问：请您谈谈新一周期 《计
划》有哪些创新？

答：针对职业院校教师队伍建
设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着力从以
下五方面统筹规划、科学安排、改
革创新《计划》的组织实施工作。

一是进一步突出国家示范引
领。中央财政采取以奖代补方式
引导地方加大投入，通过设置国
家级示范性、引导性项目，实现
高端引领与短板补齐相结合，对
接精准扶贫、制造强国、区域协

同发展等国家战略，统筹优化教
师培养培训资源配置，保障计划
有序推进、有效实施。

二是进一步强化省级统筹实
施。下移项目管理“重心”，强调
省级组织实施为主，指导地方做
好规划设计、组织安排、体系建
设 、 监 管 评 估 ， 完 善 政 府 、 高
校、职业院校与行业企业协同机
制，逐步建立健全教师培训经费
投入长效机制。

三是进一步推进项目优化设
置。保留前期成效比较显著、较受
基层欢迎的项目，如教师培训、企
业实践、兼职教师等；应用“互联
网+”技术创新教师培养培训方式，
实行集中脱产学习和网络自主化
研修相结合；模块化设置培训课
程，将师德素养、工匠精神、“双创”
教育、信息技术等列入培训必修内
容；实行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青
年教师分层分类实施培训，增强针
对性和实效性；创建一批教师专业
技能创新示范团队，建立中职、高

职、应用型高校教师素质协同提升
机制。

四是进一步完善基地体系建
设。充分发挥国家级、省级职教
师资培养培训基地和示范学校的
引领作用，加强“双师型”教师
培养培训基地和企业实践基地建
设，建成一批教师教育优势特色
专业和优质课程资源，构建国家
级、省级、市级、校级校企共建
的教师专业发展支持服务体系。

五是进一步加强项目质量监
管。全方位、系统化设计项目绩
效管理制度机制，完善竞争择优
遴选机制和动态调整机制，完善
绩效考评，定期开展督查，提高
项目实施效益。

问：提高 《计划》 实施质量
有哪些具体措施？

答：（一） 加强组织领导。明
确国家、省、项目承担单位职责
分工，通过制定项目管理办法和
实施指南，成立专家库，完善信
息管理平台，推进优质资源共享

共用，定期开展督导检查，整合
优质资源，落实条件、人员与经
费保障，做好年度计划的组织、
协调、管理和服务工作。

（二） 做好部署落实。要求各
地教育行政部门将计划纳入本地
区教育事业发展规划，结合本地
区实际制定具体实施办法，完善
相关支持政策，将各项工作任务
落实到位。

（三） 完善经费保障。中央财
政继续加大资金力度，通过专项
资金渠道，采取以奖代补方式引
导地方加大经费投入力度，提高
经费使用效益。

（四）开展督查评估。健全项
目绩效评价和激励制度，完善项目
评价指标体系，采取自我评估、匿
名评教、专家抽评、第三方评估等
方式开展工作绩效评估，建立项目
立项和绩效公示制度，按年度对各
地、项目承担机构立项清单、执行
情况和工作绩效予以公示，定期开
展专项督导、检查和评估。

统筹资源配置破解职教师资难题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负责人就关于实施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的意见答记者问

本报记者 刘博智

本报讯 （通讯员 熊龙英 记
者 阳锡叶）“感谢湖南工程学院
老师和同学对我伸出援助之手！”
11 月 14 日，湖南省湘潭市某公司
员工李源来到湖南工程学院，向挽
救了自己生命的师生三人送来感谢
信。

11 月 2 日下午，22 岁的李源在
湖南工程学院体育馆练球。16 时
左右，他从体育馆二楼卫生间出来，
突然昏倒在地，呼吸困难，意识模
糊。“有人晕倒了，快！”坐在楼梯间
休息的设计艺术学院环艺 1604 班
学生鲁玲玲、汪秀平见状，一边拨打
120，一边冲下楼求助。“他昏倒的
地方平时很少有人经过，如果不是
正好被我们看到，可能很难一下子
被人发现。”

体育馆前，外国语学院教师李
增强一听说情况，当即指挥学生们
把李源抬上自己的车。“当时他的肚
皮已经开始发紫，情况很紧急，容不
得一点耽搁。”回忆起 10 多天前的
那一幕，李增强仍心有余悸。

不清楚昏迷青年的身份，也联
系不到他的家人和同事，李增强当
即决定和汪秀平、鲁玲玲一起，将该
青年送去医院抢救。从学校体育馆
到湘潭市第一人民医院，短短20分
钟车程，李增强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昏迷青年身上多处出现黑紫色，呼
吸越来越急促，意识仍然模糊。“我
们当时也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导致这
名青年昏迷，只觉得多争取一秒，他
就多一点生存的希望。”

在与医生充分沟通并联系上李
源的同事后，李增强、汪秀平、鲁玲
玲悄然离开了医院。“为了赶时间救
人，我还闯了红灯。”李增强笑着说。

赶到医院的家人、同事了解到，
李源因食物中毒加上剧烈运动导致
突然晕倒，由于抢救及时，一度被医
生下达了病危通知书的他最终转危
为安。李源的家人、同事对师生三
人的紧急救援表示深深地感谢。

“为你们点赞！为我们湖工有这
样的好老师、好学生感到骄傲！”湖南
工程学院党委副书记宁立伟说。

湖南工程学院师生火线
救助昏迷陌生青年

20分钟的
生命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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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杭州 11月 15日讯 （记者 蒋亦丰） 今天，浙江
商业集团、浙江旅游集团等十几家大型国企的负责人和新
成立的浙江省职业教育集团签订合作协议，标志着国企改
革背景下，浙江职业教育发展有了新的探索。

浙江省职业教育集团由浙江省国资委牵头，依托浙江
省机电集团组建，拥有浙江万里教育集团、浙江机电职业
技术学院、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浙江机电技师学院、
浙江建设技师学院等5家教育单位，以技术技能人才培养
为业务核心。

据悉，集团按企业法人设立，总资产超 50 亿元，是
浙江首个具有企业法人主体地位的紧密型职教集团。集团
相关负责人表示，转换成“企业法人”身份，有利于打破
机制壁垒，实现校企的紧密合作。集团由相关政府部门、
企业和院校主要负责人组成理事会，探索建立政府宏观指
导、企业深度参与、院校自主办学的运行机制。

“航母级”职业教育集团启航

浙江

本报讯 （记者 施剑松） 记者近日从北京市海淀区教
委获悉，海淀区 53 名教师获颁北京市红十字会初级急救
员证书，将在区中小学承担学生急救保障任务。未来，海
淀区将在全区拥有教师急救员的学校配备急救设备，为在
校师生提供急救保障并服务周边社区。

据悉，53 名教师均经过了 5 天集中培训，经考核，
他们均获得了北京市红十字会初级急救师资格，成为北京
市首批红十字教师急救师资。未来，他们将作为见习急救
师资开展试讲和操作训练，并在6个月后接受北京市红十
字会应急救护注册师资考核，合格者将成为北京市红十字
会应急救护注册师资。

海淀区教工委副书记乔键介绍，部分教师获得应急救
护注册师资资格后，海淀区将组织这些力量在全区中小学
进一步推广急救知识。

53名教师获初级急救师资格

北京海淀

本报沧州 11 月 15 日讯 （记者 周洪松） 今天上午，
京津冀语言传播教育暨齐越精神研讨会在古城沧州举行，
与会专家汇聚沧州师范学院，深入探讨齐越精神，并就促
进京津冀语言传播教育事业进步，推进京津冀语言文字事
业协同发展提出合理化建议。

齐越先生是新中国第一代播音艺术家代表，曾在河北
省沧县参加劳动锻炼，与当地百姓结下了深厚感情。为弘
扬齐越精神，传承先生播音艺术，河北省在沧州师范学院
建设齐越教育馆，成立齐越教育研究中心和京津冀语言传
播教育活动中心。

京津冀语言传播教育研讨会举行

黑龙江

本报哈尔滨 11月 15日讯 （记者 曹曦） 记者在今天
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冬，黑龙江将有 62 个县区
的 1243 所学校参加 2016—2017 年度黑龙江省校园雪地
足球联赛，预计将有超过1万名青少年直接参与赛事活动。

联赛由黑龙江省体育局、黑龙江省教育厅联合主办，
旨在激励广大青少年崇尚冬季户外冰雪体育运动，掌握科
学健身知识，磨砺意志品质。

联赛以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大庆、鸡西、黑河6个
市地为试点，要求试点单位组织本地区 60%及以上的所属
县区开展雪地足球县区级联赛，并辐射周边市、县、区参与。

联赛总决赛将于2017年1月举行。届时，将有来自联
赛试点市地、校园足球试点县区的冠军队伍和来自省级足
球项目传统校的队伍参赛，预计运动员人数将超过700人。

今冬举办校园雪地足球联赛

（上接第一版）
据工程相关负责人介绍，浙

江省教育厅原厅长刘希平 3 次审
阅设计图纸，多次实地察看施工
情况，并提出许多人性化的改进
方案，比如走廊安装吊顶更显美
观、悬空处加装防护玻璃保障安
全。因为绷住了安全、质量和投
资控制这几根弦，工程评上了

“西湖杯结构优质奖”、建筑节能
示范工程。

记者通过房产中介了解到，
像这么好的市区地段，两居室的
月租在 3000 元左右，而公租房
每月只需支付 1300 多元，足足
省下了一半多。按照规定，参与
筹建的高校青年教师符合条件者
都可以申请，首期租3年。

【数据】 2013年，完成交付
下沙青年教师公寓“丽泽苑”，

共1008套房子。2016年，完成
交付“雅博青蓝湾”，共342套房
子。2016年，下沙高教园区省高
校人才公共租赁房项目开工，总
建筑面积66782平方米，房源573
套。

农村校在“改薄”中美丽蜕变

白墙黑瓦，浓墨书香。
如今的江山市石门小学在村

里是高颜值的地标性建筑。
而在 5 年前，这里的办学条

件窘迫不堪：房子是石砖简单垒
起来的，没有专用教室和操场，
最多的一个班级挤了70多人，室
内阴暗潮湿，到了梅雨天墙上的
石灰就大片大片地剥落下来。

浙江省教育厅通过调研，将
改造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办学条件
列入当年为民办实事项目。

很快，石门小学“改薄”工
程拉开了序幕。项目规划用地55
亩，办学规模36个班，按浙江省
一类标准化学校建造。考虑到学
校的特色教育是国学经典，设计
中特别注入了徽派建筑元素。

2015年，石门小学正式投入
使用。全新的教学楼、风雨操
场、教师宿舍楼、报告厅集体亮
相。所有的教室配齐多媒体、可
调节桌椅。最具特色的是“江郎
书院”，学生可以席地而坐，现
场写书法、聆听讲座，习孔孟之
道，感受国学的魅力。

学校发生的变化，感触最深
的就是村民。一位周姓家长原本
想到城里买房给孩子读书，但现
在已经打消了念头。“学校造得
漂亮，里头啥教室都有，比城里
的学校好多了。”

校长周良明告诉记者，“改
薄”是实事工程，每一项支出都
得精打细算，不能乱花钱。最
后，工程决算价只有 4300 多万
元，前来参观的兄弟学校对此都
惊讶不已。

“现在学校条件上去了，我们
更应该用心教好书，让村里的孩
子成人成才。”周良明摸着心口
说。

【数据】 2014 年至 2018 年，
浙江计划安排“改薄”项目 519
个，计划投资总额 112 亿元，校
舍新建 （改扩建） 建筑面积 322
万 平 方 米 ， 购 置 设 备 53842 台

（套）。此外，全省中小学校建成
300个创新实验室，配备2万套移
动学习终端，新开发开放 1 万个
微课资源，农村中小学 1 万个教
室改造了照明环境。

教育民生事 冷暖挂心头

（上接第一版）
面对别人的不解和质疑，刘

文婷笑着说：“每个人都有受教
育的权利，如果大家都不愿从事
特教工作，谁来教这些孩子学
习，帮助他们成长呢？他们比正
常的孩子更需要受教育，我必须
留下来。”

学生心中的老师和妈妈

教室里，一个19岁的孩子练
习打乒乓球时，鞋带开了。刘文
婷俯下身子，解开自己的鞋带，
细心地重复着系鞋带的动作。经
过多次尝试，孩子终于艰难地系
好了鞋带。“你好棒！”刘文婷激
动地拍拍孩子的肩膀以示鼓励。

培智学校有40多名学生，全
部为智障、残疾儿童。教师除进
行正常教学，还要负责孩子在校
期间的饮食起居。正常孩子几分
钟就能弄懂的问题，这些孩子要
花费九牛二虎之力。很多孩子话
都说不清，路也走不稳，更别说
上音乐、舞蹈课了。在课堂上，
每个音符、每个动作，教师都要
重复上百遍。

学生杨文博 （化名） 喜爱弹
电子琴，转到培智学校后，参加
了音乐兴趣班。为便于练习，刘
文婷把每一首曲子写成简谱，再

在每一个琴键上标上音名，然后
一个音符、一个小节手把手地教
他。尽管这样，进程依然缓慢，
有时为了一个音符示范几十遍，
刘文婷累得满头是汗，杨文博却
一脸茫然。最难办的是杨文博最
多只能坚持半小时，一会儿为弹
对的几个音符手舞足蹈，一会儿
就会因烦躁一拳砸向琴键。

面对这样的学生，刘文婷说得
最多的就是：“坚持下来，你能行！
你真棒！”经过几年的训练，杨文博
在全省残疾人文艺汇演中获得器
乐演奏二等奖，还到北京参加了全
国少年儿童艺术风采展示大赛，获
得残障组器乐演奏金奖。

1997 年 5 月，刘文婷带领 6
名智障学生，代表中国内地赴香
港参加智障人士舞蹈大赛。当他
们不负众望捧回季军奖杯时，孩
子们高兴地说：“老师，我还想
跳舞！我还想跳舞！”刘文婷也
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就这样，牵着孩子们的手，
刘文婷用心走进这个特殊的世
界。她教孩子发音、说话，教孩
子握笔、写字，教孩子走路、上

下楼梯，教孩子唱歌、跳舞，教
孩子洗衣、叠被；为孩子们换洗
尿湿的衣裤、床单，帮孩子剪指
甲、理发、擦鼻涕；给困难学生
捐衣送被⋯⋯在孩子们心中，刘
文婷是老师，也是妈妈。孩子们
的妈妈能做的，她做了；孩子们
的妈妈没有做的，她也做了。

不愿拒绝无辜的生命

“老师，我想学跳舞。”20多
年前，一个令人心疼不已的小女
孩的话让刘文婷永远无法忘怀。

那是一个冬日，刘文婷正在
上舞蹈课，突然发现窗外有个小
女孩在偷偷学跳舞。女孩的双手
冻得通红，被发现后睁着大眼睛
恳求她。“孩子那句话说得很认
真，那种认真让我无法放弃。”
刘文婷说。

女孩叫梅梅 （化名），只有 6
岁，没有父母，从小跟着爷爷生
活。因为智障，她说话都很困
难，但听到音乐，就会快乐地跳
舞。梅梅告诉刘文婷：“梅梅跳
舞，爷爷会笑。”“孩子的想法很
单纯，她想证明自己能给身边的

人带去快乐。多好的孩子，我必
须好好教她跳舞！”刘文婷说。

从那天起，刘文婷的舞蹈课
上，就有了这个最小的学生。因
为残疾，每个舞蹈动作梅梅都要
学一二十遍才能勉强跟上节奏。
即便如此，梅梅仍坚持着，每次
学会一点，她都高兴地给自己鼓
掌。

后来，梅梅患上了严重的肾
病，尽管每月只有 300 多元工
资，刘文婷还是尽力为她看病、
买药。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清晨，
梅梅静静地躺在病床上，洁白的
床单包裹着她瘦小的身躯，她走
了。刘文婷和同事赶制了一件新
棉衣，为梅梅换上。“这些孩子
实在太可怜了，他们需要特别的
关爱。”刘文婷说。

生活中，常常有人对她说：
“你真了不起，能教好这样一群
孩子。”刘文婷摇头微笑：“我是
无法拒绝这些无辜的生命啊！”

“今生我不会拥有财富，不会
拥有权势，但我却永远拥有孩子，
拥有一群特殊的、可爱的孩子。
今后，我还将继续执着地走下去，
用自己全部的爱守护折翼的天
使，用全部的智慧给他们创造最
美好的生活。”谈起未来，刘文婷
甜美的笑容中溢满了幸福。

“折翼天使”守护人

（上接第一版）
“为什么非得要区分农村教师和城市教师？”张卓玉表

示，“如果在城乡学校一体化的设计下，城市优质学校和农
村若干所学校实现一托几模式，未来新入职的教师，不再分
农村、城市，只是教师身份，根据总校、分校的安排，可以在
教学点工作两年，然后轮岗到城市的总校工作。”

这并非空想，在山西一些地方，这样的试点正在悄然兴起。
在一些农村寄宿学校，杜爽看到他们利用当地民乐和

乡土资源办出自己的特色。她提出建议：“在这样的一体化
之下，乡村学校跟城市学校如何互动，如何留住乡土的根？
要警惕乡村学校追逐城市，而把本身应该倡导或发挥的特
色泯灭掉。”

在会后的交流中，一位来自高校的研究者谈起现在一些
地方在做的城乡学区制管理、集团化办学实践时说：“农村教
育自有其独特的价值，莫把农村校办成城市校的低配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