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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周洪松 禹跃昆
通讯员 赵翠婷）翠绿的大白菜、圆滚
滚的大红萝卜、长势喜人的油菜和芫
荽，给深秋多日雾霾笼罩的校园平添许
多生机与亮色。

“我们校内一共两亩果树、两亩菜
地，都是孩子们的劳动实践基地。每
年，孩子们都会参与果蔬种植、都能分
享收获喜悦。”站在尚未收割的几块菜
地前，河北省乐亭县乐亭镇育才小学校
长贾晨光自豪地说。

近年来，乐亭县的中小学充分挖掘
乡土资源，将当地独特的自然、人文内
容纳入校本课程，让每所学校都成为孩
子健康快乐成长的“乐园”。

乐亭是位于渤海之滨的农业大县，
素有“燕东天府，冀东粮仓”之称，高质
高产的设施果蔬种植如今已成为当地
一张靓丽名片。自 2013 年，乐亭县开
始推广实施乡土文化进校园活动，这一
本土特色与资源，也成为乐亭县中小学
开展特色教育的重要内容。至今，该县
已有超过半数的中小学校开辟了学农
基地或劳动实践基地，种植、管理果蔬
的学农课进入校本课程。

和育才小学一样，汀流河镇杨各庄

小学也是一所农村小学，虽然规模较
小，却有26亩占地。早在2004年，一向
重视学生劳动实践教育的王全福校长，
充分利用校园面积大这一优势，带领师
生建立了学农基地。

十多年来，学校学农基地面积不断
扩大，种植品种不断增多，根、茎、叶种
植系列和蔬菜、农作物、树木等不同类
别齐全。不仅教给孩子们农业技能，杨
各庄小学还结合学科教学的实际，科学
利用学农基地的自然资源，把学农基地
打造成了学科整合教学的平台。

语文课，教师带领孩子们到学农基
地去观察和体验，积累写作素材；数学
课，师生到学农基地丈量土地，实地感
知图形，学习计算面积；科学课，教师带
领学生到田垄间观察植物的根、茎、叶，
了解植物的生长特点⋯⋯春天播种、夏
天管理、秋天收获，孩子们体验着劳动
的充实和快乐。

“对学生加强劳动教育，就是陶行
知先生讲的‘生活即教育’，是一种最

‘接地气’的教育，也与《义务教育法》中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要求相一
致。”乐亭县教育局局长郑洪涛说。

乐亭虽是海隅小县，但文化底蕴深

厚。全县共有 13 个市级以上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其中，被誉为“冀东三枝花”
的“乐亭皮影”“乐亭大鼓”“乐亭地秧歌”
属国家级。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同样成为该县中小学利用乡土资源实现
特色发展的另一项内容。

“ 先 化 先 吃 ，我 已 经 饿 得 快 发 了
疯。奏（方言，指的是就）是吧~我长得
太惊悚，对不起观众。不如变化一下算
是整个容，是变个吴亦凡，还是李易峰
呢？”

在乐亭第三实验小学，几名小同学自
编自演皮影戏《西游记》，五（6）班学生赵书
辉用乐亭方言唱的猪八戒替大师兄出来化
缘的一段，逗得现场观众乐不可支、前仰后
合，幕后的几名表演者也越演越带劲儿。

三实小是皮影艺术进校园并将之作
为校本课程示范校。走进三实小，宣传
栏、教室内外墙以及校园周围的围墙上，
都画满、挂满了具有师生自己创作的皮
影画、皮影雕刻作品。操场上近三千学

生的课间自编操展示，更让人惊叹不已。
建校伊始，三实小就注重对学生进

行传统文化教育，把乐亭皮影艺术引入
校园，开发并实施了校本课程《乡土文
化——乐亭皮影》。课程分为低、中、高
三个学段，包括皮影雕刻、皮影操耍、皮
影舞蹈和健身皮影等内容，学习由浅入
深，覆盖全体学生。目前，该校的校本
课程《乡土文化——乐亭皮影》已准备
向全县中小学推广。

除了三实小的皮影艺术进校园，第
一实验小学的大鼓艺术传承，大相各庄
小学和新寨镇兰坨小学的葫芦刻画，同
样开展得有声有色。如今，在乐亭县，
几乎每所中小学的孩子们都可以画上
几笔、演上一段、唱上两口。

“我们不求每个孩子都成为艺术
家，但利用独具特色的乡土资源，能
培养起孩子们爱家乡、爱祖国的大美
情怀，这才是我们教育的目的。”副局
长赵英杰说。

充分挖掘乡土资源 开发综合性校本课程

唐山乐亭：把田园“搬进”校园
他指导学生制作各类发明上千

次，申请专利数百次；他4次被评为全
国科研先进个人，11次获得省、市优秀
科技辅导员或者优秀科技教师称号。

然而，取得这么多“科技教学成
果”的人，却是位“化学特级教师”，他就
是湖南省长沙市周南梅溪湖中学教科
室主任、湖南省化学特级教师秦有才。

“学生创造力只有量的差异”

面对记者，腼腆、谦虚的秦有才表
示：“这些年，我所做的，只是努力使发
明创造从小众化延伸到大众化。”

“一提起发明创造，人们总认为
那是高不可攀的事，这其实是对发明
创造的一种误解。”秦有才说，“这是
因为缺乏群众性的创造发明活动，让
我们的思维远离了本应介入的发明
创造过程。”

在秦有才看来，每位学生的创造
力只有量的差异，而不是有或无的问
题，所以他总是满腔热情地对待每一
位学生。只要学生找他探讨发明课
题，不管多忙他都会放下手中的工作，
认认真真听学生说完自己的想法，耐
心跟学生共同讨论课题的可行性。

有时候学生说的课题并不新鲜，
甚至这个作品已经存在，但秦有才还
是鼓励他们继续思考。“可能对老师
来说，这不是一个新鲜的选题，但对
于学生来说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灵感
或智慧的火花，是他们走进发明的关
键一步，引导得好就可能出现一个优
秀的科技创新人才。”秦有才说，不管
怎么样都要鼓励他们，毕竟他们学会
了思考，在这个意义讲已经超过了创
造发明成果本身的价值。

“让学生知道发明就在身边”

长沙市周南梅溪湖中学是一所
2014年才开始招生的新学校。然而，
在秦有才的推动下，不到两年时间，该
校就成为全国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
动推广示范单位、中国科协调查站
点、湖南省科技教育示范基地、长沙
市防震减灾科普教育示范学校⋯⋯秦
有才和辅导学生申请成功国家专利7
项。

能在短时间内做出如此成绩，并

非偶然。
16年前，秦有才在湖南一所普通

县城高中——宁乡十四中任教时，当
时学校科技创新领域一片空白。但
短短 5 年时间，学校就被他变成湖南
省青少年科技活动示范基地，学生申
请国家专利 52 项，授权 32 项。而他
也成为湖南省优秀科技教师、全国优
秀辅导老师。9 年前，秦有才来到宁
乡十三中，不到 5 年，他又把科技创
新工作几乎空白的学校带到了全省
领先的位置。

“学校要在科技创新上做出特
色，就要让学生明白，发明就在他们
身边，并不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要
在校园里烘托出着一种探索、创新的
氛围。”秦有才说。

除此之外，秦有才鼓励学生积
极利用假期开展科技活动。“生活中
处处有发明，只有多出去走走，带
着问题去看才能有新鲜的点子”。他
曾带领学生课余时间对宁乡县城的
交通现状进行调查，并寻找对策，
作品在 《宁乡日报》 上刊登，引起
有关部门的关注，并对县城进行了
大规模的城市交通秩序综合整治，
县城交通状况焕然一新。

“做创新发明的积极实践者”

日常生活中，每走到一处，秦有
才都以一个评判员和审查员的心态
来看待周围事物，看有无可挖掘的内
容，可改进的东西，可提供的启迪。

创新的灵感常常只在脑中停留片
刻，就一闪而过了，为了记下每一个灵
感，秦有才身边总带着一个笔记本。

有一次，秦有才看到“临武舜华
鸭天下”的广告，联想到宁乡猪也同
是湖南四大传统品牌之一，那么该怎
样保护资源、重塑品牌呢？顺着这一
思路，他指导学生写成了《宁乡猪的
出路在何方》一文，这篇文章在长沙
市首届社区居民“发明就在身边”征
文活动中获得了一等奖。

“作为科技辅导教师，要以身作
则，当一个创新发明的积极实践者，
给学生树立起一个好的榜样。”秦有
才认为，只有善于观察和积累生活中
的点点滴滴才能有所创新。

秦有才 学生科技创新领路人
本报记者 王强

■特别关注

在第43个“世界问候日”到来之际，江苏省东海县房山镇中心小学在全镇开展
“学礼仪、传温情”和“剪‘笑脸’”主题活动，培养学生们文明礼仪素养和宽爱之心。
图为房山镇中心小学学生向全世界小学生送祝福。 张正友 摄

因为读者的信任，《中国教
育报》一直步伐坚定，精益求
精。

我们相信，在任何时代，
有人的地方就有新闻，有人的
地方就有信息需求，无论介质
怎么变，我们只会与您越来越
紧紧偎依。

今天，本报再次启动寻找
“最美读报人”征文活动，寻找
一路同行的朋友，并开辟专

栏，请您讲述“订报、读报、
用报”过程中感人的故事、难
忘的瞬间、珍藏的记忆，并广
泛征集办报建议。

征文寄至北京市海淀区文
慧园北路10号中国教育报记者
部收 （信封注明“最美读报
人”字样） 邮编：100082，或
发至电子邮箱 zgjybjcxw@163.
com。

活动时间截至明年1月。

寻找“最美读报人”
征文启事

■基层人物

学在农村学在农村 美在农村美在农村

务实共赢 以浙商特质雕琢现代学徒制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商科类专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试点工作侧记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依托全国 500 强企
业浙江省商业集团公司，组建了浙商职教集
团，与 100 多个成员单位和著名企业建立深度
合作关系。集团先后与萧山区政府部门、龙游
县政府部门、浙江省标准化研究院、衢州市政
府部门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在高素质技术技
能型人才培养、技术研发与管理咨询、继续教
育、社会培训等方面展开全方位合作；先后与
阿里巴巴、国大集团、物美集团等数十家知名
企业开展合作办学，走出了一条具有引领和示
范效应的校企合作之路。学校连续 8 年一次性
就业率达 97%以上，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综合素
质的满意度达到 95%以上。

在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上，学校以务实共
赢的精神，打造出人才培养的“八双”特色。

双主体育人。2015 年 9 月浙江省教育部门
领导在学校调研时指出，“学徒制，除了学校
自身努力外，也需要企业积极参与，只有校企
共同努力，才能构建出适合企业、适合社会、
适合学生成长的真正意义上的职业教育。真正
的现代学徒制，必须是产教深度融合的”。产
教深度融合的关键在于，学校和企业必须共同
树立主体地位。浙江商职院与各共同育人企业
深度合作，共同研制人才培养方案、开发课
程、实施教学、组织考核评价等。双方从招生
—教学—考核—招聘全过程合作，为学徒制取
得实效奠定了基础。

双身份成长。学徒班从招生时就明确学生
兼有企业员工和职业院校学生双重身份，在校
以学习相应的文化理论课程为主，以实践训练
为辅，在企业以直接参与生产经营活动为主，
学校与企业签订联合培养的合作协议，学生

（家长） 与企业签订学徒协议。
双主任管理。浙江商职院学徒班在人才培

养过程中实行学校和行业企业联合管理，共同
组成管理委员会，共同安排班主任，实行教学
管理、教学考核等，确保培养目标的实现。

双导师指导。学徒班采取工学交替、企
校双师教学模式，学生在校学习期间，由企
业安排技术骨干担任实训课兼职教师，和学
校专业教师一起，完成对学徒的实训操作指
导；学生在企业实训期间，学校安排专业实
训教师、企业安排技术骨干担任学徒的生产
指导师傅，双螺旋式教学，确保了小学徒们

的学习成效。
双课程融合。以烹饪工艺与营养专业为

例，学院在专业指导委员会的指导下，结合浙
江省特别是杭州饮食文化特点，专业教师和企
业技术骨干共同编写了 《杭州传统名菜点》

《杭州农家菜点》 等地方教材；同时，双方根
据企业岗位生产特点，编写了 《初加工实训指
导书》《围边雕刻实训指导书》 等岗位实训指
导书。专业教师和企业技术骨干共同开发数字
教学素材，包括菜点制作的视频、照片，作为
平时教学的资源。

双课堂教学。双课堂教学是指学校 （校内
实训基地课堂） 和企业 （校外实训基地） 两个
教学环境中交替学习，理论教学和企业生产无
缝对接。以连锁经营专业为例，学徒班的校内
课堂包括了校内连锁经营综合实训室、校内物
美实训超市；校外课堂则包括物美 2 家学院店

（培养和储备各级管理干部） 和 5 家骨干大卖
场。

双证书毕业。烹调和营养专业学徒班的学
生在第 3—4 学期，根据教学计划安排，由职业
技能鉴定中心组织专家对学徒进行考核。第 6
学期结束前，学徒在中式烹调师 （高级）、中
式面点师 （高级）、营养配餐员 （高级） 中任
选一个工种，完成职业技能鉴定中心的高级工
考核。当学生毕业时，将手握双证书，即职业
技能等级证书和毕业证书。

双文化提升。双文化并举，有助于学生在
潜移默化中转变思维方式，调整心理预期，同
时强化学生职业素养，塑造学生的职业精神，
引导学生融入企业文化，服从企业管理，热爱
工作岗位，达到首岗胜任的能力。同时，也为
学生的创新创业铺垫下一块厚重的基石。

毛泽东在 《实践论》 中指出，“你要有知
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
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
从教育过程的秩序说来，知识，特别是技能型
知识，只有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
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才能达到知行统一，
知识才能切实转化为技能，成为创造美好生
活、服务社会的能力。务实、共赢，支撑着浙
商千百年辉煌的精神特质，如今将助力浙江职
业教育迈向新的台阶。

(王丽英）

“职业教育，极本真、极朴素的目的就是让学生学到真本事，并凭本事过上幸福生活；同时也为社会提供
可用、实用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校长张宝忠如是说。

务实、共赢，千百年积淀下来的浙商精神特质同样在浙江教育人身上熠熠闪光，浙江商职院“五位一体”
的“全真环境创业教育”被誉为“中国创业教育的破冰之旅”“中国高职教育的小岗村”，被总结为全国“创业
教育三大模式之一”。2015年，浙江商职院入选“全国首批现代学徒制试点高校”，学校首先选定连锁经营管
理、电子商务、烹饪工艺与营养等重点专业试水现代学徒制，为职业教育改革再添经典案例。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建校一百多年
来，始终坚持“育人为本，服务社会”的办
学方针，被誉为“浙商人才培养的摇篮”。
新时期，浙江商职院积极创新人才培养模
式，形成了“专业教育、就业教育、创业实
践、质量保证、资源整合”五位一体的教育
教学特色。

2015 年，学校再挑重担，入选“全国首
批现代学徒制试点高校”。

“职业教育与产业需求是相辅相成的，
但由于信息不对称及行业分隔，两者很难形
成有效互动，现代学徒制的推行为打破教育
界与产业界之间的壁垒提供了方向方法，也
为职业教育改革提供了顶层设计和制度保
障。可以说，学徒制为人才培养和企业发展
实现共赢提供了极佳途径。好制度我们必须
要落实好，力求每一步都走稳走实，把好事
办好。”张宝忠校长介绍说，学校目前有 8 个
二级学院、31 个专业及方向，要满足优势专
业、专业的实践性强、市场需求强烈、有一
定的前瞻性四个条件的具有实践意义和代表
意义的专业实行试点。经过慎重选择，学校
决定在连锁经营管理、电子商务、烹调与营
养专业等重点专业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

浙江商职院的连锁经营管理专业是浙江
省示范专业，也是中央财政支持的“专业服
务产业发展能力提升项目”。从 2010 年起学
院就与物美集团华东公司合办校企合作订单
班。2015 年，校企双方共同设立首个 30 人
规模的现代学徒制班——物美课长班。企业
直接参与培养方案制定、自主 （提前） 招生
面试和专业教学等人才培养全过程，以企业
标准招收优秀学生，实现“招生即招工”。

同时，该班针对有些学生入学时专业选择盲
目的情况，给予学生一年到一年半的行业认
知和专业教育，再根据双向选择的结果，让
真正热爱零售业并符合要求的学生，按照企
业岗位标准完成整个现代学徒制的培养，精
准施力，提升了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的质
量。

物美课长班的课程设置上，第一学年通
过始业教育、职业体验让学生逐步了解零售
业与大卖场营运规范；第二学年开展基层岗
位、主管 （课长助理） 岗位的专业知识学习
与实训；第三学年在企业开展副课长、课长
岗位顶岗实习，全程跟进企业化的岗位专业
技能课与软技巧课程。利用校内连锁经营综
合实训室、校内物美实训超市、校外物美
两家学院店 （培养和储备各级管理干部） +
五家骨干大卖场所形成的三级实训体系，
使学生在校期间即能胜任大卖场课长岗位
的能力要求，在毕业时实现课长甚至更高
职级的岗位就业。据统计，当年毕业生就有
65%以上受聘为副课长及以上岗位。同时，
学徒班把招工前置到第四学期，学校、企业、
学生签订三方协议，明确学生在企业作为“学
徒工”享受企业标准报酬、工伤保险等福利待
遇。

电子商务专业是浙江省省级优势专业，
同时也是中央财政支持专业。学院与百诚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开设现代学徒制班，实
现招生与招工一体化，以劳动合同规范协调
校、企、生三者关系。课程设置上，根据电
子商务类专业人才培养特质，编排了以产品

（品牌、品类） 为核心的教学单元与实训项
目，1—2 学期嵌入企业文化与产品知识；

3—5 学期实施“一名教师+一名师傅+五名学
生”团队学习模式；第 6 学期学生以员工身
份进入企业工作。校企双方共同商讨制定人
才培养方案，对课程进行二次开发，对企业
项目进行教学化改造。师资队伍上，学院积
极做好混编师资队伍建设，在教学上实行

“教练型”实践指导。为保证教学质量，校
企双方还共同制定了监控机制，对教师和
师傅进行考核。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实
训，学生能很快成为企业的重要力量。就
在刚刚过去的“双十一”期间，电商专业
师生献计献力，帮助百诚实现 5.33 亿元的
销售额。

烹饪工艺与营养专业是浙江省重点专
业，专业积淀深厚，创建了“民族文化传承
与创新子库——烹饪工艺与营养传承与创
新”国家级别专业教学资源库；2015 年被列
为教育部门仅有的国家级别烹饪工艺与营养
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项目。学院与西湖国宾
馆、西子宾馆等企业联手设立了“烹饪现代
学徒制技能班”，共同探索创新新的教育教
学方式，设置了“烹饪工艺”“烹饪营养”

“烹饪管理”三大知识模块，使小学徒们在
工学交替的螺旋渐进式学习中，逐渐成长为

“精工艺，懂营养，会管理”的高素质技术
技能型人才，同时也解决了合作企业招工难
问题，为地区餐饮行业输送大批高质量的烹
饪人才。该专业 108 名学生服务 G20 峰会，
全程参与会务服务，全心投入，高效工作，
充分展示了中国式待客之道和东方式服务之
礼，为出席峰会的中外政要提供了安全、优
质、专业、高效的服务，为国家举办一次成
功的 G20 杭州峰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务实的精神：“好制度我们要落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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