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层新闻2016年12月6日 星期二 05主编：王友文 编辑：禹跃昆 实习生：陈斯 设计：王星舟
电话：010-82296607 邮箱：zgjybjcxw@163.com

本报讯（记者 魏海政 通讯
员 刘静）“去年刚入学时，这个孩
子根本坐不住！不但吐字不清，手
眼协调能力和体觉能力都差，不能
正常与老师对视交流，上课时，还经
常趁老师不注意就跑出去了！”近
日，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实验小学
副校长杜秀英告诉记者，该校二年
级的石晓顺（化名）同学，去年刚入
学时，由于多动、注意力不能集中等
问题，需要妈妈在教室陪读，让老师
和家长都颇为头疼。

然而，一年多下来，石晓顺同学
不仅上课基本能坐住了，学习成绩
也好了，也不用妈妈陪读了。

原来，今年初，石晓顺所在的粥
店社区成立了全省第一家社区专注
力培养研究中心，引进了“山东省儿
童专注力”研究课题及相关专家，常
驻社区专门指导家庭和学校开展专
注力培养活动。

近年来，岱岳区大力整合相关

资源，构建起以区社区教育学院为
龙头、乡镇社区教育中心校为骨干、
村居农民文化技术学校为基础的社
区教育工作网络，并将社区教育工
作列入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
和各级领导任期目标，成立了由区
长任主任的区社区教育委员会，统
筹协调全区社区教育工作，由区、
乡镇财政按照常驻人口人均 2 元的
标准安排社区教育专项经费，形成
了社区、家、校三位一体的社区教
育工作新机制，城乡社区唱起了育
人大戏。

“学校做不了的，社区来帮忙。”
68 岁的粥店社区党支部书记刘梅
元说，“由于近年来一些家长和学校
片面追求考试成绩，忽视了学生的
体质健康和品德教育，非常令人担
忧。但是，很多事情不是学校一家
能包办的，需要社区来协调帮忙。”

刘梅元介绍，由于安全风险等
各方面的原因，近年来学校很难有

效组织孩子们开展社会实践活动，
以致于孩子们连社区旁边的天平湖
边都不能去了。针对这一问题，粥
店社区每年专门组织开展系列实践
体验活动，带领家长和孩子们一起
走进田野、走进工厂、走进特战部队
军营，培养孩子们热爱劳动、热爱家
乡的感情。

“我们还针对溺水安全等问题，
专门组织了社区游泳班，教孩子们
学会游泳及相关安全常识，而不是
简单地禁止孩子们接近美丽的湖
岸。”刘梅元说。

此外，粥店社区投资建设的两
所幼儿园和一所小学，目前均已创
建成省级示范幼儿园和省级规范化
学校，向社区居民免费开放的社区
图书馆藏书六七万册，还投资十多
万元建起学校科技活动室。

“社区要持续发展，社区居民
的整体素质就要不断提高。”岱岳
区天平街道大陡山村村委会主任孟

广波说。
“村里不仅投资 100 多万元，建

起了高标准的小学和幼儿园，还给
所有上幼儿园的孩子，每人每学期
补助 400 元保教管理费，给上初中
的孩子补贴交通费，给考上大学的
孩子每人补助 1000 元到 3000 元的
学费，去年全村就考上 20 个大学
生。”孟广波说。村里还专门联系泰
山学院，拿出生活补助请大学生志
愿者到村里开设免费的“四点半课
堂”，专门教村里的孩子学舞蹈、书
法、二胡等艺术课程，提升这些农村
孩子的艺术素养和综合能力。

不仅如此，大陡山村还在全省
第一个把农广校（即农业广播电视学
校）办到了村里，帮助村民 200 多人
拿到了中专以上学历，培养了一大批
茶叶、花卉、林果、餐饮专业的新型农
民和专业技术人才。

“我们的‘泰山极顶茶’在全国
茶叶博览会上荣获银奖，相关产业

不仅就地转移了农村劳动力，还增
加了农民收入。”孟广波说。原来的
穷山沟、如今全新的大陡山村还建
起了乡村足球场、家庭农场、拓展训
练基地等，仅 2016 年接待的各种专
业培训班和拓展训练就多达 51 期，
村集体收入超过 500 万元，农民人
均纯收入达到1.4万元，被评为全国
文明村、生态文化村和绿色小康村。

“下一步，我们的社区教育还要
持续依托科技推广中心、新型职业农
民培训中心、劳动力就业指导中心、
党员干部教育培训中心及社区教育
活动中心等‘五个中心’，进一步深化
开展名人名师进社区、非遗传承进社
区、志愿服务进社区、全民阅读进社
区、直播课堂进社区、特色培训进社
区等‘六进’活动，进一步强化家、校、
社区三位一体的社区教育发展格局，
提升城乡居民整体素质，促进城乡社
区的健康发展和长治久安。”岱岳区
教育局局长王增军说。

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建立社区、家、校三位一体的社区教育工作新机制

学校做不了 社区来帮忙

■基层速递

“老师好，我被邯郸市第二十五
中学录用，请您给办理手续。”日前，唐
山师范学院数学与信息科学系学生
黄秋颖激动地来到学校招生就业处
上交就业协议书，成为该校 2017 届
第1000名提前成功签约的毕业生。

近年来，唐山师范学院以“学生
满意、家长满意、教职工满意、社会满
意、党和政府满意”为目标，对接市场
开专业，努力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顶层设计，奠定“基石”

“大学生就业工作，我们实行的
是一把手工程、全员工程、政府工
程。”唐山师范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
郭文利说。

在校外，当地政府给予了学校
特别给力的“关照”：唐山市政府把
该校招生就业工作上升为政府工
程，在政策、资金、设备、场地等方面
给予全力支持。

在校内，“校长统一领导、招就

处统筹协调、各处室通力配合、各系
（院）层层落实、教职工人人参与”的
全员就业工作模式，更是常态。

具体来看，该校的“杀手锏”就
是招生、培养、就业协调联动，全面
实施了“三个参与和三个挂钩”，即
积极参与专业设置，积极参与人才
培养，积极参与实践教学；就业成绩
与招生计划挂钩，招生就业状况与
经费配置挂钩，招生就业评价结果
与年度考核、有关人员的晋级挂钩。

每年，校长杜彩芹的日程中有
一项必做的工作，那就是代表学校
郑重和校内二级单位“一把手”签订
招生就业工作目标责任书。

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以就
业和市场需求为导向制定评价体
系，年底对各单位进行量化考核。
每年，学校都要公布各单位考核结
果和各专业三年招生就业状况排名
表，并依据“三个参与和三个挂钩”，
奖优罚劣，培树典型。

五年来，该校已有 18 个专业因
此“遭受”适当调整。

目标管理，凸显“特色”

目标管理，是现代管理模式之一。
唐山师院在“十二五”发展规划

纲要中，就计划在“职业指导课建设”
“就业指导中心建设”和“整体就业工
作”等三方面，打造招生就业特色品
牌，力争“全国有位、河北省最前列”。

早在 2004 年，该校就在全省率
先开设职业指导课，并逐渐发展为
生涯规划、就业指导、创业指导三门
骨干课程，作为必修课列入人才培
养方案。

唐山师院遴选多名教授为学术
骨干组建了 40 名教师的教学团队，
打造精品示范课程。在实践教学
中，实施职业技能鉴定计划，创新开
展毕业生就业综合素质等级评定，
辅以专家讲座、团体咨询、“一对一”
个性化指导等活动。

“没有姜老师有针对性的指导，
自己很难走上如今的岗位。”目前在
国家统计局工作的 2012 级学生王
茹充满感激地说。每年，社科部姜
德辉对准备考取公务员的学生进行
考前辅导，王茹，是他辅导下考取国
家公务员的诸多学生之一。

同时，该校实行毕业生就业监测
动态管理机制，并建立特殊群体毕业
生数据库，实施“一帮一”就业援助。

另外，该校给每 50 名学生组建
一个综合性就业培训基地，实现毕业
生实习、实训、就业一条龙服务。

加快步伐，创新创业有“突破”

大学生创新创业是促进毕业生
成功就业的重要途径和手段。

唐山师院根据人才培养定位和
地方特色，深入实施了“推动创业、
带动就业”的“创业帮扶”工程。

学校迈出的第一步，就是成立
了学校教师和企业人士共同组成的

创业导师团队，面向全校学生授课，
实现创业教育的全覆盖。

有了火车头，还要铺设轨道。
由唐山师院创建的大学生创业园和
胜美科技（模拟）创业公司，长期免
费为毕业生提供创业指导、项目推
介、专家诊断、政策扶持、法律援助
等创业服务。自 2012 年以来，已有
近千名毕业生受惠。

同时，该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训
练计划同步启动，每年立项 50 个，
依托国家高新技术创业中心和高校
科技创业园区，推动项目成果转化。

据统计，建校 60 年来，唐山师
院已培养各类人才 15 万余人，唐山
地区85%的中小学教师和80%的中
小学校长都是该校毕业生，被誉为

“冀东教师摇篮”。
“毕业生‘内外兼修’，综合素质

得到提升，实现高质量就业是我们
‘五满意’办学的体现，也是我们努力
工作的目标。”学校党委书记王英说。

实施“三个参与和三个挂钩”，唐山师范学院推动招生、培养、就业协调联动——

就业，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
本报记者 周洪松 通讯员 王庆波 姜德辉

17 岁那年，我高考落选了。由于家贫且姊妹多，
我和有围墙的学校就永远再见了。回家搞了两个月

“秋修”(挑大堤)后，恰好邻村小学里一名老师生小孩，
急需一名代课老师。这样，我这位“假秀才”就被求贤
若渴的村小校长“挖”了去。就在那天晚上，村小校长
送给我一大叠新出版的《中国教育报》。当万簌俱寂
时，我坐在那盏用墨水瓶改做的小油灯前，思绪也随着
那谷黄色的灯光不断波动，我一遍遍地用心读报时发
现：报上的知识是那么丰富多彩，叫我百读不厌。

《中国教育报》是一个瑰奇微妙的世界：什么“短镜
头”“笔记”“读书札记”“新闻人物”“教师书房”及“人文
阅读”等，让人赏心悦目。她的特色就是短得精粹、短
得新颖、短得奇巧。一篇小新闻、一首小诗、一个小知
识、一幅小图片，或者是一篇小美文等，有的蕴含着丰
富的哲理，有的启迪对人生的理解，有的告诫人们要从
政先做人之道⋯⋯。正因为记者编辑们有高度的社会
责任心，所以《中国教育报》发表的文章能够贴近生活，
反映时代，扣人心弦，发人深省，耐人寻味。

之后，我就爱上了这份报纸，成了一个货真价实的
“中教谜”。通过不断学习和阅读，我受益匪浅：阅读一
篇篇文章后，极大地锤炼了我的观察感受生活的能力，
深化我对生活的思考和悟性，也为我的作文积储了丰
盈的来自生活的“活水”。

《中国教育报》 中那些深深触动我艺术思维的素
材，一旦被思想的火花所照亮，在我心灵孕育之下，
就成了典型的形象和成功习作的第一颗种子，同时帮
助我成了“生活的富翁”，也成了“飞翔的高手”。我
把我的“教育点滴”作“爱的倾诉”。我写的 《珊珀
湖啊，珊珀湖》 等文章先后发表在 《中国教育报》
上。感谢《中国教育报》的编辑老师们为我这株幼苗
捉虫除草，施肥浇水⋯⋯

于是，我的文学创作水准相应得到提高，一些作品
先后在中央及省、市报刊上发表。一份耕耘，一份收
获，通过多年艰难的笔耕，我先后在全国各大报刊发表
作品2000多篇。

当我的成才路被报刊登载后收到众多读者来信的
时候；当我被选为县政协委员的时候；当我加入湖南作
家协会的时候；当我的作品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
的时候⋯⋯我的心在百感交集中发出感慨：感谢《中国
教育报》！是她，没有改变我做人与做文的骨子气；是
她，没有使我写一些虚情假意自我陶醉之类的东西；是
她，没有使我丢失掉一双“发现的眼睛”；是她，没有使
我模糊对记者编辑们敬慕的目光⋯⋯这是我多年来阅
读这张报纸的最真实的感受。

是啊，无论何时何地，总是模糊不了我对《中国
教育报》 思念的目光！
爱上你，是我人生中的
美丽！

爱上你，
是我人生中的美丽

何俊

本报讯 （记者 尹晓军） 近日，一场为普及校园
足球的“校园足球嘉年华”暨校园足球推介活动在甘
肃省兰州市城关区正式启动。据悉，本次“校园足球
嘉年华”活动将持续5个月，覆盖城关区的所有中小
学和幼儿园。

据介绍，本次活动将足球运动中的单项训练设计
成趣味小游戏，学校利用体育课、大课间、放学后等时
间，组织学生开展带球绕桩接力、趣味接力赛、敏捷性
训练梯、三人制足球赛等七项趣味足球项目，加强学生
的运球能力、控球能力、敏捷性、身体协调性以及团队
协作能力等足球运动技能。

城关区教育局副局长甘永武表示，“校园足球嘉年
华”活动从推广足球文化入手，将足球单项技能与趣味
项目、小规模比赛相结合，通过普及化和趣味性的体验
式足球教育，从而激发青少年的足球兴趣和热情，为更
多喜欢足球的孩子提供与足球近距离接触的机会。

兰州城关区推行趣味足球
单项技能与趣味项目相结合

本报讯（记者 阳锡叶 特约
通讯员 袁愈雄）连续 17 届获全国
主题教育先进集体，先后被评为全
国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
体、全国五好基层关工委先进集体，
7 人被评为全国关心下一代先进个
人，43 人被评为全国优秀工作者
⋯⋯这样一串沉甸甸的荣誉，是一
群离退休老人创造的。

湖南省娄底市教育局充分发挥
“五老”人员（老教师、老党员、老干
部、老军人、老模范）在青少年思想
道德教育工作中的优势，致力于加
强全市教育系统关工委队伍建设。
目前，全市6个县市区教育局、93个

乡镇、1098 所中小学，全部建立了
关工委组织，形成了一个上下贯通、
顺畅有力的工作网络，组建了 3 支
专兼结合，多达 5000 余人的“五老”
队伍：分别是关工委班子队伍、讲师
团队伍和校外辅导员队伍，其中退
休教师占80%。

这样一群“老顽童”，发挥爱教
育、懂教育的优势，深入学校，深入
青少年中间，老少同读、老少同写、
老少同讲、老少同行，以老带少，以
爱育人。“我们的中心工作，是开展
青少年思想道德主题教育。”娄底市
教育局关工委主任彭本源说，按照
教育部关工委统一部署，我们先后

组织了 19 届主题教育活动，始终围
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抓住读书、
实践、征文、演讲四个环节，把主题
教育与教学活动、常规德育、智力开
发、健康人格教育等结合起来，从我
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取得了良
好的德育效果。

据介绍，在娄底市各级教育关
工委的组织下，近 5 年，娄底全市中
小学都开展了主题教育活动，参与面
达95%，中小学生参与率达92%。

今年 79 岁的任贤已担任冷水
江市教育关工委主任 19 年。19 年
来，任贤的脚步踏遍了冷水江市所
有的中小学，把关心下一代的工作

做到了极致：每所学校有多少个留
守儿童、有多少个单亲孩子、有多少
个家庭困难的孩子⋯⋯他都一一做
了记录，跟踪关怀。自 2000 年开
始，任贤把主题教育活动当做自己
关心下一代工作的重要抓手。

冷水江市教育局党委副书记、
副局长段跃纲告诉记者：“关工委的
主题教育活动已渗入学校德育工作
体系，活动多样，内容丰富，深受师生
喜爱，不仅成为提升中小学生思想道
德的重要途径，而且大大提升了学生
写作、演讲、绘画、音乐等方面的综合
素质，全市基础教育质量大幅提升。”

据悉，为提高家长素质，提升家

庭教育水平，娄底市教育关工委还
大力建设家长学校，目前，该市有家
长学校 1077 所，家长受培训教育
面，城区达到 90%以上，农村达到
75%左右。家长学校普遍达到了

“十有”，即有班子、牌子、经费、场
地、教员、教材、计划、制度、活动、实
效，建立了以家长学校教师为主的
师资队伍，每所家长学校每学期开
展 2—3 次家长学员的教学活动，还
聘请公安司法、家教名师、先进典型
到家长学校进行讲座活动，开展亲
子共读、互动等系列活动。同时，他
们还开展扶贫助学，先后筹措 350
多万元，扶助贫困学生近2万人。

1098所中小学全部建立关工委组织，连续17年获全国主题教育先进集体

退而不休的娄底5000名“老顽童”

河北省昌黎县职业教育中心学校为提升职
教生综合素养，投资建立艺术实践基地，设置
素质技能类、团体拓展类、生活体验类等青少
年喜欢的五大类实践课程，受到学生欢迎及家
长好评。

图为修养实践课上，老师辅导学生做手
工。

康小玉 本报记者 张学军 摄

职校开设
修养实践课

■看基层

本报讯 （记者 孙军） 近日，记者从青岛市教育
局教育人才服务中心获悉，2016 年至今，该中心先
后举办 2 次民办学校网络招聘会提供招聘岗位 1170
个，为代理单位办理人才引进相关服务 2000 余人
次，为代理民办学校办理接收毕业生400余人。

近年来，青岛市教育局教育人才服务中心积极探
索“互联网+”服务模式，免费为民办学校提供优质
高效人事代理服务，线上线下联动为民办学校招聘优
秀教师搭建公益性、权威性平台，从教师招聘到教师
管理实行“一条龙”服务，支持民办教育发展。此
外，该中心通过发放“明白纸”、就业指导“送课上
门”活动，分析就业形势，宣传青岛市民办学校发展
的良好态势及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新政，引导师范类毕
业生转变“重公办轻民办”的就业观念，指导树立正
确的就业观、成才观。

青岛为民办校搭建
公益性人才招聘平台

本报讯 （通讯员 刘海波 王桂林 胡源勇） 深
冬时节，光明日报出版社组队冒着严寒驱车翻山越岭
来到地处塞外的河北省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胡麻营
镇胡麻营明德希望小学，将价值10万余元的3000册
图书捐赠给了该校，受到了胡麻营明德小学全体师生
的热烈欢迎。

据悉，经承德市森林公安局驻胡麻营村扶贫工作
组的多方联系和牵线搭桥，光明日报出版社和胡麻营
明德小学建立“手拉手、一帮一”关系，并促成此次
爱心捐赠。

光明日报出版社捐赠
河北丰宁图书3000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