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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龙超凡 通
讯员 徐宝升）当前，一些高校育
人工作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难题：
专业教师只教书、行政人员只坐
班，育人工作似乎与他们无关；当
教职工在校内担任学生活动指导
老师、嘉宾、评委不能领取津贴
后，育人工作更加“遇冷”了。

不过，黎明职业大学并不存
在这个现象。近日，黎明职业大
学党委书记王松柏表示，学校已
建立全员育人工作量化考评机
制，规定每位教职工都须承担育
人工作，并将育人工作纳入教师
评价体系，与教师年度考核、评先
评优、职称评聘挂钩，有效解决了
教书与育人“两张皮”的难题。

据了解，由于生源变化及育
人工作需要等原因，该校近年来
着力探索开展全员育人、全过程

育人、全方位育人工作，并制订了
《黎明职业大学三全育人工作管
理实施办法（试行）》，参照教学工
作量、科研工作量的有关条款，增
加了“育人工作量”，规定教职工
学年内须获得“育人工作量”100
分，学年内育人工作量未达标者，
学年度内育人工作认定为不合
格。

“教学科研工作有人做，育人
工作为什么没人做？其中一个重
要原因是育人工作没有量化，没
有与评聘职称挂钩。”王松柏说，
因此学校规定教职工学年内“育
人工作量”不合格者，当学年奖励
性绩效工资下调一级，不得参与
当学年各类评奖评优和年度考核
优秀，其职称评聘、职务晋升年限
依据不合格学年数顺延。

记者从该校 《教职员工三全

育人工作得分标准》 看到，教职
员工得分项目共有教书育人基本
分、担任班主任、担任导师团导
师、参与学生事务、服务学习、
促进就业等 6 项，其中专任教
师、兼任党政职务的专任教师、
行政教辅人员做好本职工作可获
得教书育人基本分60分，工勤岗
位教职员工做好本职工作可获得
90分。

“除了教书育人基本分外，教
职员工须参加其他育人工作来挣
育人分。”该校党委副书记庄一民
举例说，教师担任导师团导师，可
获 20 分至 70 分；指导学生参加各
类竞赛获奖，根据获奖级别每项
可获 5 分至 50 分；在校内开设专
题讲座，每次可获 10 分至 15 分；
担任学生活动评委，每次可获 4
分；带队到企业见习，每天可获 2

分；推荐学生成功就业的，每次可
获5分⋯⋯

其中，导师团制度在服务学
生成长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从
2015年起，该校在2015级学生中
推行导师团制度，以项目申报方
式，导师根据专业特长组建导师
团，吸纳 3 至 10 名专业教师、行政
人员、企业人士、毕业生校友等参
与组团，导师发挥各自所长，从专
业指导、兴趣导学、思想引导、就
业帮扶等方面对学生提供全方
位、精细化帮助。

据统计，2015-2016 学年，该
校共申报组建专业导师团 81 个，
参与教师522人次；申报组建素质
拓展导师团 69 个，参与教师 400
人次，实现了全校教师员工全员
参与和2015级学生全覆盖。

如何让每一位教职员工都参

与进来？黎明职业大学人事处负
责人说，起初担心教职员工“育人
工作量”不够 100 分，便利用微信
群等渠道通知育人得分情况，对
个别教师下发“育人预警单”，引
导二级学院行政班子帮助他们

“找分”“挣分”，同时在学工处网
站上设置学生活动预告，引导教
师申报项目获得相应分数。

“每学年末，每位教职员工都
须填写‘育人工作量’申报审批
表，相关责任部门考核认定给予
分数并将结果公示。近几年来，
全校教职员工‘育人工作量’都达
到 100 分，大部分教职员工实际
得分都在 100 分以上。”黎明职业
大学校长林松柏说，这说明育人
工作量化的举措已经深得人心，
教职员工参与育人已蔚然成风，
成为一种自觉行为。

在福建省黎明职业大学，每位教职工都须承担育人工作

教书和育人不再是“两张皮”

■基层速递

本 报 讯（记 者 魏 海 政）日
前，全面二孩生育新政暨女性生存
与发展研讨会在山东女子学院召
开。来自中国妇女研究会、全国妇
联妇女研究所、北京大学、南京大
学、山东社科院人口所及俄罗斯彼
尔姆国立大学等科研单位和高校
的专家学者，围绕“性别—生育双
重税赋”与女性家庭—工作的矛盾

冲突、0-3岁儿童抚育的公共需求
与公共政策研究、俄罗斯母亲基金
政策实施效果、全面二孩政策与女
性就业际遇、全面二孩政策的社会
经济效应、全面二孩政策后家庭支
持政策的改革与完善等议题进行
了深入研讨。此外，会议还征集
了近80篇重点研究全面二孩政策
的相关科研论文。

全面二孩生育新政
暨女性生存与发展研讨会召开

■特别关注

本报讯 （记者 冲碑忠 尹
晓军 通讯员 王冬梅）“从待
遇上说，每年增加500元的乡镇
工作补贴、1200 元的交通补贴
和 4000 元的班主任津贴；从条
件上说，学校建了教师活动中
心，每位教师都住进了周转房，
县上这套‘组合拳’，真是让农
村教师拍手叫好。”近日，记者
来到距离甘肃省金塔县县城 80
多公里的鼎新小学时，该校校长
邓世平向记者算起农村教师的幸
福账。

金塔县地处河西走廊北段，
是 个 农 村 教 育 占 大 头 的 农 业
县。近年来，金塔县不断加大教
育投入，特别是把补长农村教育
这块短板作为实现城乡教育深度
均衡发展的突破口，开出“优惠
菜单”，全面落实乡村教师待遇
各项政策，大力改善教师工作生
活条件，不断为农村中小学教师
幸福指数“加码”。

县教育局局长刘中英介绍，
在落实 300—500 元乡镇工作补
贴的基础上，从 2016 年起，县
财政每年列专款，按路途远近向
农 村 教 师 每 人 发 放 500 元 —
1200 元的交通补助；每年按 10
个月分农村寄宿制学校、城区寄
宿制学校、城区非寄宿制学校差
别化发放 400 元/月—200 元/月
的班主任津贴。同时，为所有农
村学校建成周转房、活动中心和
心理健康室，每年还对乡村教师
进行一次体检，及时为全体教职
工足额缴纳住房公积金和社会保
险。

近年来，金塔县依托教师继
续教育培训中心，多层次强化薄
弱学科教师、骨干教师和青年教
师培训。仅2016年，就选派各学
科教师外出培训 680 余人次，组
织所有农村中小学校长参加了

“甘肃省万名农村中小学校长能
力提升计划远程培训”项目，校
长、教师各级培训达到了全覆盖。

该县还把全县中小学、幼儿
园划分为 6 大教育联盟，建立了
名师“1+x”培训机制和“互联
网+乡村教育”平台，并成立了
32 个名师工作室，大力开展名
师送教下乡、师徒结对等形式多
样的教研活动，助力教师的专业
成长。

这是记者第二次进入大巴山
腹地重庆城口县。去年 6 月，在
该县采访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及学
校特色办学期间，与高望中学校
长何宜刚有一番热情深入的交
流。“朴实无华、热情敬业”是
他留给记者最深的印象。而此次
采访，还是老地方，还是老景
象，却与何宜刚阴阳两隔。去年
的 9 月 9 日，何宜刚因劳累过度
导致心脏病突发倒在了工作岗位
上，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 41
岁！

带着沉重的心情倾听了来自
何宜刚的同事、学生、家长、父
母的回忆讲述，一个个故事，一
篇篇日记，一句句诺言，还原出
何宜刚作为一个乡村中学校长对
教育的赤胆忠心。

从“不可能”到“想不到”

城口县高望初级中学背靠大
巴山山脉，集幼儿园、小学、初中
为一体，典型的农村寄宿制学校
环境，在校学生 2000 余人，是镇
上仅有的一所中学。

2011 年，从就任高望中学校
长那一刻起，何宜刚就向全校师
生立下铮铮誓言：“不但要教良心
书，而且要用心良苦地教书！”

在他的遗物中，最引人注目
的，是六七十本记得满满的工作
笔记。另有几本日记，记着他摘
抄的名言警句，包含自身修养、脱
贫攻坚、创新驱动等内容。每段
摘抄后面，都有心得体会，记者数

了一下，有300多条。
据高望中学分管后勤工作的

陈果回忆，从 8 月下旬起，何校长
的工作就没停下来过。行政工作
会、教职工大会、学生报到、家长
联席会⋯⋯加上操场、电子阅览
室建设，他每天都忙到深夜。

“他刚到学校，搞了个‘一
三五’计划：一年小变样，三年
大变样，五年见辉煌！曾一度让
人难以理解，这是不可能的。”
可之后发生的很多事，让语文教
研组长李世洪连说几个“想不
到”。

“想不到学校竟然历史性地
创造了全县同类型学校中考成绩
四连冠，连续五年名列全县前茅
的辉煌业绩；想不到我们参加中
学生演讲比赛从无声无息到屡获
甚至常年包揽全县冠军；想不到
我校学生 2014 年参加校园文学
创作大赛，7 名同学获得全国一
等奖，也有老师因此获得辅导教
师一等奖⋯⋯”

“他是我一生中最信赖
最亲近的人。”

王井平，是何校长曾经的学
生，去年 7 月才从高望中学初中
毕业，现在在城口县职教中心学
习幼儿师范教育专业。

因为父母多病，王井平家里
一直很贫困，她告诉记者：“在外
面，我会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
干什么都独来独往，直到遇到了
何校长。”

那是2013年，王井平刚上初
中，第一次周末放假，她回到离学
校30多公里的家中。一进门，发
现家里来了一群人，其中一个叔
叔和蔼地招呼：“是井平回来了
吗？”走近一看，啊！是学校的何
校长！

何校长微笑着说：“井平啊，
在家要帮助父母，努力学习改变
生活状态，有什么困难，我们共同
克服，好不好？”

去年 6 月，王井平初中毕业，
准备到深圳打工，减轻家庭负
担。何宜刚了解到，她喜欢幼师，
就循循开导她：“当老师不但能养
活自己，还能帮助更多山里的贫
困学生接受教育，告别贫穷。”

王井平牢牢记住了何校长鼓
励的话，并梦想成真地选择了就
读职中幼师专业。就在职中开学
前一天，何宜刚将6500元钱送到
王井平家。

“每次跟何校长交流，都让我
心里充满了阳光，充满了自信，他
是我一生中最信赖最亲近的人。”
王井平说，她也要做一片大山的

“绿叶”，将何校长的精神传承下
去。

“把娃娃交给他放心！”

何宜刚二十几年工作历程
中，先后辗转于远离县城的岚天
小学、修齐中学、明通中学，从
小学教员到政教处主任、中学副
校长，2011 年调任高望中学校
长兼党总支书记。无论是当教

师，还是当校长，他始终把学生
的冷暖、学生的健康成长放在第
一位。

“农村家庭砸锅卖铁的，就
是想让娃娃接受好的教育，以前
镇上没这个条件，都想办法把娃
娃往县城送。”学生家长戴录跃
说，最近几年学校变化很大，他
放心地把娃娃交给了何宜刚。而
家长彭军在县城里买了房和车，
他还是让娃娃在这所农村学校上
学，也因为学校给了他和家人信
心。

在校工作五年多来，何宜刚
带领全校师生改善了高望中学的
办学条件，先后新建了一千余平
方米的运动场，中心小学、中心
幼儿园两栋新大楼，建起了图书
阅览室、音乐室、书法及美术室
以及各种实验室、留守儿童之
家、乡村少年宫。每个教室均安
装了电脑、展示平台、投影仪等
现代化教学辅助设备，基本步入
现代信息化时代。

日前，中共城口县委县政府
追授何宜刚“优秀共产党员”称
号，为他记三等功，并开展了在
全县范围内向他学习的活动。

“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传
授知识，还要让这些大山里的贫
困孩子充满自信，看到希望。他
们好了，他们的下一代才能真正
摆脱贫困。”何宜刚朴实的话语
道出了那些有着责任和担当，正
通过不断努力改变山区教育状况
的教育人的心声。

在重庆大巴山区，何宜刚老师传授知识、关爱学生，让山里的孩子看到希望——

做大山里的一片“绿叶”
本报记者 胡航宇

沈阳市辽中区六间房学校一年级班主任侯会静老师家访时发现，学生小朱父母均有
重病在身，家庭十分困难。侯老师不仅自己给其买衣服、文具，关怀备至，还组织大家
共献爱心，家长同学纷纷伸出援手，使小朱感受学校大家庭的温暖。图为侯老师给小朱
梳头扎小辫儿。

本报记者 张学军 摄

妈妈一样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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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特约通讯员 王灿
鑫） 近日，在建州 60 周年之际，
云南省大理州总计投入 20337 万
元建设资金，全面完成 100 所标
准化小学建设，为全州义务教育
均衡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为迎接60年州庆，大理州委、
州政府实施事关大理长远发展和
民生改善的6个“100”州级项目和
60 个县市级重点推进项目作为州
庆重点工程。在全州12个市县建
设100所标准化小学，被列入了“6
个100”州级民生工程项目。

一年多来，在州级各部门的

支持配合下，全州各级教育行政部
门突出重点、统筹兼顾、狠抓落实，
全力推进100所标准化小学建设，
新建、改扩建校舍 75049 平方米，
新建食堂 3155 平方米，厕所 1388
平方米，运动场 119125 平方米，
围墙 754 米，购置图书 53200 册，
计 算 机 324 台 ， 累 计 投 入 资 金
20337 万元，建设内容主要包括
基础设施建设、设施设备购置、
运动场建设、绿化美化、校园文
化 建 设 、 图 书 购 置 等 。 目 前 ，
100 所标准化小学全部建成并投
入使用。

云南大理

建成100所标准化小学

本报讯 （蔡雪荣 特约通讯
员 陈小兵） 近日，江西省赣州
市教育局举办了全市乡村教师

“互联网+教育扶智”培训班，来
自全市各县 （市区） 的 123 名乡
村骨干教师作为种子代表参加了
培训。此举旨在用互联网帮助老
区乡村学校快速对接优质教育资
源，助力乡村教师成长，实现教
育扶智、教育脱贫。

据悉，本次活动是市教育局与

沪江教育科技公司对接的公益网
络扶贫项目，是“全国网络扶贫工
作现场推进会”召开后乡村教育网
络扶智行动在赣州的首场培训。
为了办好这次培训活动，市教育局
高度重视，市电教馆全程组织实
施，沪江“互+计划”团队公益协
助，采取线下集训与线上直播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并计划用一年时间
通过培养乡村种子教师带动当地

“互联网+教育”的快速发展。

江西赣州

用互联网提质老区教育

本报讯 （通讯员 范先机）
近日，新建成的湖北省鄂州市学
生综合实践基地迎来该市吴都中
学 400 名学生，开展以“感恩教
育”为主题的实践活动。历时 4
年建设，耗资近亿元的鄂州市学
生综合实践基地正式运行。

新建成的基地，是国家级示
范性学生综合实践基地，是国家
教育部、财政部支持鄂州教育公
益事业发展的重点项目。基地功
能完善、设施齐全、环境一流，

位居全湖北省前列。实践基地由
室内综合实践区、室外综合活动
区和生活服务区三个部分组成。

该基地将成为鄂州市落实课
程改革、实施素质教育，提高学
生生活能力、生命能力、生存能
力，培养创新精神和团队意识的
重要阵地。每年将对全市小学四
年级至高中二年级的学生进行为
期 3-5 天的轮训。除此之外，该
基地还在节假日对外开放，家长
和孩子一起来基地体验、培训。

湖北鄂州

亿元打造的实践基地运行

■看基层

■基层发现

本 报 讯（通 讯 员 孙 松 波
张宪军）近日，在山东省肥城市边
院镇中心小学门口停下了教师班
车，学校20余名老师依次下车，快
步进入校园。自从开通教师班车
后，在市区居住的老师们再也不
用为上下班发愁了。

“我家离学校30多公里，以前
上班基本是坐公共汽车，偶尔和
同事拼车，不但经常拿捏不准时
间，而且常常没车可坐。”家住肥
城市御景园小区的张继成老师告
诉记者，“有了教师专用班车后，
上班难的问题彻底解决了”。

据了解，近些年，肥城市有越
来越多的农村教师在城区买房居
住，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家住城区、
在镇村小学教书的教师。由于居
住地离学校较远，这部分教师的
上下班交通成了大问题。骑摩托
车上下班，遇上刮风、下雨、下雪，
老师们苦不堪言；开私家车上班，
交通成本又不容忽视。由于交通
原因，有的教师产生了离开农村、
调往城区的念头，由此也造成“军
心不稳”。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边院镇
中心小学校长李玉峰积极与市公
交公司沟通协调，于去年 10 月份
达成协议，决定租用肥城市公交
公司一辆崭新的中巴车，每天往
返两趟，准时接送家住城区的教

师上下班。12 月 5 日，班车在老
师们的期待中正式开通，班车有
固定的线路、停车点和时间，每天
把老师们一早送到，晚上接回，该
校在城区居住的20多名乡镇教师
从此结束了“风里来、雨里去”的
奔波之苦。

现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试运
行后，肥城市公交公司根据老师
们的建议调整了部分站点，班车
每个工作日都按时并按照既定线
路行驶。对此，李玉峰的话很实
在：“我的责任就是要为教师们办
好事、办实事，校车虽小，但增进
的是老师们的职业幸福感，起到
的是让大家安心在农村从教、乐
于在乡村支教的大作用。”

学校政教主任王斌老师说：
“以前由于交通不便，不少同事想
方设法往本已超编的城区学校调，
现在校车安了大家的心，我们都暗
地里管它叫‘幸福班车’。”该校曹
培培老师也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
表示：“开通班车后，油钱就省了不
少，好事办到了教师的心坎里。”

边院镇教育办公室主任王秀
明也表示，“开通教师班车是均衡
城乡教育发展、稳定教师队伍的
一项重要举措。今后，我镇教办
将继续协调社会各界，为更多的
镇内学校开通教师班车，逐步解
决农村教师交通难题。”

“幸福班车”开进
教师“心坎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