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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林职业技术学院高技能人才招聘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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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2 年 起 ，我 开 始 注 重 撰
写学校管理案例，对学校里的焦点
事件或问题现象，从了解背景原委、
透视矛盾焦点、提出解决方法到跟踪
事件发展，进行还原、反思，形成文字
记录。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
败的教训。

几年下来，我深深感觉到，写案
例是一种促进校长专业成长的有效
方式，也是提升学校管理水平和品位
的重要手段。

校长写管理案例分析是一个从实
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的过程。
校长带着实践问题寻求理论帮助，分
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由此进一步得
到提升。高中生上课带手机一直是学
校管理的难题，学校“围追堵截”屡屡
受挫，于是我们精心策划主题班会，来
引导学生对手机在校园里的使用进行
讨论和选择，问题竟然得到了很好的
解决。在分析这个案例时，我觉得以
往我们低估了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

此后在学生管理中，学校更加注重发
挥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自我展示能
力，这样的方式受到了学生的欢迎。

写管理案例分析，一方面能使校
长通过举一反三，达到融会贯通，并
把在实践中学到的知识转化为自身
的素质，另一方面也能使校长在不断
的思想碰撞中调整自己的脚步，完善
办学理念。多年来，在省市教学能手
的推荐问题上，常有个别教师认为人
选是由领导个人意志决定的，学校领

导尽管努力宣传解释，效果仍不明
显。我在写这一问题的管理案例时，
翻阅相关书籍，读到了有关学校民主
管理和透明决策的内容。如何透明
呢？我想到了“教师观察员制度”。
于是，在后来学校重大问题的决策过
程中，学校邀请 2—3 名教师作为“观
察员”参与其中，听取他们的意见，或
让他们了解决策过程。通过“观察
员”的亲历，更多的教师消除了疑问。

近年来，在我的影响下，学校的领

导班子成员都在撰写管理案例分析，
而且一个月进行一次展示和交流。班
子成员把自己负责的领域内遇到的问
题和解决方法与大家分享，把有价值
的管理策略形成文字材料，转化为理
论成果，这不但是对自己管理工作的
理性积淀，也是一种成就和价值的体
现。这样做，在无形之中也增强了学
校领导班子成员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作者系山东省东阿县实验高中
校长）

借力案例分析，调整管理脚步
孟庆昕

临近学期结束，又逢年末，从校
长到每一名教师都要写各类总结，学
校每个部门也要对自己的工作进行
总结。但是，在不少人眼里，写总结
不过是为了“交差”，对工作并没有太
大的实际价值。如何引导教师更好
地进行学期总结，从而更有效地推动
学校教育管理？我刊微信公众平台

“第一缕阳光”（公众号：alivesun-
shine）微友对此展开讨论。

@行者在路：确实，按以往的要

求，教师个人总结一般从固定的几个
方面来写，每次都是“老套路”。而
且，因为写了以后又似乎没什么用，
教师就不会太当回事。

@师者心：要想激励教师认真总
结自己的工作，就要让教师意识到，
每阶段的总结对自己的成长是有帮助
的。所以，总结应该远离“八股”，表达
出教师真实的成长过程与思考内容，
写出“走心”的内容。总结应该承上启
下，应该在首先有自我规划的基础上

“回头看”，进行有针对性地回顾总结，

并且设置新的计划。甚至可以尝试打
破原来总结和计划分开写的传统规
则，将二者合一，这样的总结与计划更
有整体性，也更有指导价值。

@MARVEL：从学校管理者来
说，要让教师认真写总结，就得认真
读教师的总结。我记得以前自己也
是随意写写，但是自从有一次知道校
长在过年前将每个人的总结都读过
以后，我就每次都认真写了，不是为
了讨好，而是为了珍惜这样直接交流
的机会。对于校长来说，这不也是和

每名教师交流的好机会吗？
@大师的学生：各部门、条线的

总结也应该有突破，总结形式可以变
化。学校各部门的总结可以在行政
会上在限定时间内以多媒体形式展
示，这就更需要总结具有整体性、条
理性，具备有效的素材积累。同样，
教研组的总结交流也可以用这种形
式在全体教职员工面前展示。这种
形式，不仅使总结更有价值，而且也
为各项评优工作提供了有效的依据，
学校工作更加透明、直观。当然，我

并不反对有固定的范式，因为只有将
总结限定在学校需要的框架内，才能
确保总结的有效性。

@黎俐：学期结束时，也是一所
学校最忙碌的时候。学校里一个职
能部门同时要承担多个上级部门布
置的总结任务，参加各种总结会。在
总结内容大致相近的情况下，这样的
工作就增加了学校的负担。建议通
过上级部门的协调，对总结工作进行
归并精简，这样也能让学校的总结工
作更有意义。

“走心”的学期总结才有效

有一次我听一位老教师的课，下课时由于
要处理一点急事，我只是说了一句“还不错，如
果能再体现些课改精神就好了”，就匆匆走了。
她虽然没说什么，但我能感觉到她的脸上还是
有一丝失望。我觉得听课就这样结束是对教师
不负责任，甚至是一个打击，于是第二天我专门
用一节课的时间和这位老教师探讨这节课，她
很高兴。后来我听说，她在办公室讲这件事，说
被人尊重是一种幸福。

随着社会发展，教师已逐渐把获得尊重和
实现自我价值放在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管理
者要想调动教师工作积极性，就要善于发现并
尊重教师的需要，激发教师的工作热情，帮助他
们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这话说起来顺口，要
真正做到却十分讲究“技术性”。

像这位老教师，她需要在课后进行专业研
讨，得到管理者的中肯评价。从管理者自身的
角度说，需要具备深厚的学识素养，这样才有能
力从专业角度准确评价教师。因此，管理者必
须不断学习，提升教育水平，拓展知识面，不断
完善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等。这样才能做到
有效地换位思考，遇到问题冷静妥善地应对，从
而使教师感受到获得了尊重。

管理者在自我提升的同时，还要客观地了
解每一名教师真实的工作状况、优缺点等。如
果仅仅依赖一些简单的量化评价，导致在沟通
中言语失当，不仅不会赢得教师认同，还会挫伤
教师的积极性。我们常说教师工作是“良心
活”，这说明教师工作具有“内隐性”“伸缩性”等
特点。有的教师为了上好一节课，要翻阅大量
的资料，结合自己学生的实际，设计符合自己个
性的教学预案，确保自己能够在课堂上游刃有
余、举重若轻；有的教师则非常随意，脚踩西瓜
皮，滑到哪里是哪里。有的教师着眼长远，注重
培养学生的能力和素养；而有的教师为了“偷
懒”，经常布置大量的机械作业，学生苦不堪
言。因此，管理者必须努力深入教学一线，和教
师一起钻研教材，多听课，多研讨，这样才能真
正了解教师，对教育教学情况一针见血地评价，
从专业高度和教师有效沟通，从而做到在尊重
的前提下因人而异地进行引导。

管理者的宽广胸怀也是一个重要条件。要
乐于发现每一名教师的长处，用人之长。对于
教师存在的问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帮助教
师改变自身缺点，不能对教师有成见，一棍子把
人打死。《学记》中说：“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
也。”其实，对待教师也是如此，人无完人，要努
力发现每名教师的闪光点。如果过于关注教师
身上的不足之处，动辄对教师进行批评指责，只
能增强教师的对立情绪。有位老校长曾说过：

“如果我在当校长期间，能够做到不批评任何一
位教师，那我就成功了。”这是一个理想的管理
境界，也绝非一日之功。

同时，学校也要建立起保障教师合法权益的
制度体系。在这一体系中，教师能够以主人翁的
姿态参与学校管理。比如学校在进行重大决策
时，及时告知全体教师，并广泛纳言，经教代会研
究通过方可执行。学校各类评比，哪怕级别看上
去再“低”，都要坚持公平、公开的原则。而对教职
工身心健康的关心、对有困难的教职工的关怀和
帮助，也应该制度化，让教师感受到在校园里工
作生活是安心的。强化学校民主的、人性化的管
理制度，是保障教师得到尊重的基础。

如果能切实做到尊重教师，那么我们就好
像掌握了一串密码，能够顺利打开教师管理之
门了。

（作者系江苏省新沂市新安中心小学校长）

尊重教师也是
“技术活”

李江
尽管我们在鼓励学生参加活动

时，都喜欢说“重在参与”，但真正有
机会成为活动主角的却往往只是少
数。而且，亮相的机会又常常会落在
那几张“老面孔”上，而更多同学是活
动的旁观者。

有一次，学校举办了一场大型德
育活动，作为整个学期德育活动的

“重头戏”，学校各部门很早就开始精
心策划。为了使活动“上档次”，确保
演出效果，我们又和以前一样精心挑
选“主角”，加班加点训练，最终演出
取得了圆满成功。

正当我沉浸在喜悦中时，一位
老教师找到了我，委婉地谈了他对
这次活动的想法：“校长，这次活动
的节目非常精彩，但是每个班级还
有不少学生留在教室里未能参加活
动，全校还有 20 多位老师因为管理
班级的需要，也只能呆在教室里，从
家长和师生的反响来看，我感觉他
们是有些失落的。”得到这样中肯的
反馈意见，我感到我们确实忽视了
多数孩子的感受。原来，如此精雕
细琢的活动，对很多孩子来说其实
并不精彩。

此后，我们在确定学生活动的原
则时，总是力求把活动范围变小，主
题要求更加明确，努力让每一名学生
都能参与其中。

近年的校园艺术节里，我们每一
年都要开设六场“丑小鸭大舞台”，每
个年级开设一场。我们倡导“人人上
台”，各班的班主任也积极响应。学
校里1000多个孩子，只要自己愿意，
都能报名参与展示。节目形式非常
丰富，包括演唱、舞蹈、魔术、相声、小
品、器乐演奏、朗诵、讲故事、书法绘

画作品展示等。有的孩子表演讲故
事，因为是第一次上台，紧张得声音
都发抖了；有的孩子选择唱歌，唱到
一半时都忘记了歌词⋯⋯但是，台下
总会为他们的表现响起热烈的掌
声。比起那些全程由大人主导并斧
凿了几十遍甚至上百遍的“精致”节
目，这样的“草根演出”似乎更受孩子

们的欢迎。
这一场场演出活动中，学校主要

是提供了宽敞的礼堂、亮丽的舞台、
专业的灯光音控等。但是，我们没有
严格选拔，也没有任何彩排，更没有
评委亮分。虽然节目质量参差不一，
从“专业”角度来说未必称得上精致，
但是我们从孩子们闪烁着快乐的眼

神里可以感受到，这些活动对孩子来
说真是精彩连连。而这样的氛围，也
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的成长。有
个平时在班里一直默默无闻的女孩
子，在去年“丑小鸭大舞台”活动报名
时，也鼓起勇气报了一个朗诵节目。
她准备得很认真，朗诵效果非常好，
让同伴们刮目相看。更让人惊喜的
是，从此，她在班里的生活状态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身边的朋友慢
慢地多了起来，她在上课时举手发言
的次数也越来越多了。

为了让更多孩子有机会站上舞
台，体育节、万圣节等活动也相继在
校园里诞生了。我们在活动设计上
下功夫，比如在运动会上增加了许多
团体类趣味项目，大大增加了孩子们
的参与度。对大课间的学生领操员
制度，我们也尝试改革，领操员一天
一换，并且领操台上有几个位置就站
几个学生，各班学生轮流上。这样，
每个孩子在毕业之前，都可以有多次
登上领操台的机会。

我们希望，在校园里各式各样的
舞台上，每个孩子都能成为“主角”。
只有这样，舞台上的节目才会真正精
彩，孩子们才会感受到自己是校园的
主人。

（作者系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湘
湖小学校长）

“草根舞台”更出彩
叶青

每个孩子都能登上“大舞台” 苏亮月 绘

一、学院简介

榆林职业技术学院是经陕西省政府部门批准、国
家教育部门备案、列入陕西省高等教育序列，由榆林
市政府部门主办的仅有的一所全日制公办普通高等职
业院校。学院校本部坐落于榆林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园
区，占地面积720余亩，建筑面积18万平方米，总投
资近8亿元。

学院拥有一流的教学设备和教学环境，校园建筑
科学合理、功能齐全，公共教学楼、专业教学楼、实
训楼、图书信息大楼、成教大楼等教学场所，其中图
书信息大楼、成教大楼建筑面积均居全省高校之首，
现代化体育场是国家田联认定的国家级别二类体育
场，美丽的人工湖、俊秀的假山，是师生修身养性、
陶冶情操的“世外桃源”，为教师发展创造良好的生
活和工作条件及施展才能的发展空间。

学院现设置 7 个教学系 （部），开设应用化工技
术、机电一体化技术、煤矿开采技术、会计、学前教
育、建筑工程技术等 6 大类 29 个专业，在校生 7100
多人。学院投资 1.2 亿元，已建成高标准、高水平、
全省一流、全国先进的实验实训室 163 个，生均实验
实训仪器设备价值 2 万多元，完全满足师生实验实训
需求。

学院积极引进博士、专家型人才，聘请企业高级
工程师、高级技师担任实训指导老师，组建了强有力
的师资队伍，现有专任教师 240 余人，其中博士、硕
士占50%以上，教授、副教授占20%以上，高级工程
师、高级技师占15%以上。

“十三五”期间，学院以建设陕西一流高职院校
为目标，依托职业教育体系，实施校企合作战略，创
新人才培养模式，突出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培养的针对
性、灵活性和开放性；实施人才强校战略，建设集骨
干教师培养、技术交流创新、技能攻关、技术推广传
播和培养工匠精神为主要职责的大师工作室，充分
发挥工作室的先导性作用，使其成为引领高技能人
才交流与成长的平台；实施融入发展战略，以榆林市

“三区一高地”为依托，明确专业群建设发展方向，
推动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的对接；实施特色兴校战
略，大力推进省级特色高职院校和省级实训基地创
建工程，建设国家级别、省级重点专业和精品资源
库共享课程，打造优秀教学团队和教学名师，组织
开展和参加各级各类技能大赛，彰显特色，塑造品
牌，努力向全省一流高职院校迈进。在弘扬大国工
匠精神、打造技能强国的征程中，为加快榆林地方经
济发展，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

岗位名称

焊接技师

机加工技师

机械设备维修技师

电气及自动化维修技师

需求数量

1

1

1

1

条件要求

1.从事本专业工作10年以上；
2.专业技术拔尖，技能精湛并具有较强创新创造能
力和一定社会影响力；
3.带徒传艺经验丰富，有一定组织协调能力；
4.身体健康，能承担相应技术技能日常指导工作；
5.具备下列条件中的一项：
⑴获得过高技能人才楷模、中华技能大奖、省级以
上技术能手、省级以上技能大师或“享受过国家政
府部门津贴”高技能人才；
⑵企业工作经验丰富，熟知生产工艺流程，具有高
级技师以上技能水平，积极开展技术技能革新，取
得一定影响的发明创造，并产生较大的经济效益。

待遇

1. 年薪不低于 10
万元
2. 提 供 住 房 优 惠
条件
3. 创 建 相 应 大 师
工作室

三、联系方式

有意者请将简历、专业技术、业绩奖励等相关个人情况材料，发送至yzyrsc@yeah.net进行报名。
联系电话：0912-3456229 延 安 实训中心主任

0912-3448825 吕建永 人事科长

二、岗位需求条件及待遇为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强化实训教学工作，特面向全社会招聘高技能人才。

··广告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