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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金秋十月，云南农业大学将迎来 80华诞。在此，我们
谨向关心和支持云南农业大学建设发展的各级领导、各界朋友，向
海内外校友和全校师生员工致以诚挚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

八十载栉风沐雨，薪火传承、举教兴农、固本强基。1938
年，国家民族危难之时，只缘“吾滇现为后方重镇，农业人才之培
植及生产方式之改进，尤为不可缓之要图”，于昆明市东郊滇越铁
路呈贡火车站附近碓臼村，始创国立云南大学农学院，开创云南现
代高等农业教育先河。此后，几经分合，几地辗转，几易其名，
1958 年独立为昆明农林学院，1971 年正式启用云南农业大学校
名，1993年被列为云南省省属重点大学。经80年建设发展，学校
现已成为以农科为优势、多学科协调发展的教学研究型农业大学。
在国家建设发展的不同时期，云南农业大学主动融入国家和区域重
大发展战略，使农耕文明炳耀彩云之南。

八十载砥砺奋进，弦歌不辍、潜心稼穑、倾情为民。一代代云

南农大人至真至诚，躬耕南疆，致力于发挥云南生物资源优势，秉
承各民族农耕文明精华，力促云南农业兴旺发达；涵育了“开学养
正、耕读至诚”的大学精神，才学俊彦，遍洒珠玉之光；科学研
究，屡有折桂之报；服务社会，大利归农；国际合作，方兴未艾。
学校为“三农”发展、边疆繁荣作出了重大贡献。

八十载初心不改，含弘光大、传承创新、再谱华章。时逢盛
世，为庆祝80华诞，云南农业大学以“传承·创新”为主题，定于
2018年10月20日隆重举行办学 80 周年庆典，我们诚挚邀请各界
宾朋届时拨冗莅临，热切期盼海内外校友重返母校，聚首云南农业
大学，忆往昔峥嵘岁月，共襄盛典；启未来美好征程，共谋蓝图。

特此公告，敬祈周知。

云南农业大学
2018年3月18日

办学为了什么

办学为什么？对于这个耳熟能详
的问题，今天品悟起来别有一番新的
意义。党的十九大提出“立德树人”
的发展战略，教育的最高标准就是

“立德树人”。作为校长要践行好“五
大任务”。

——办学的政治性任务。办学的
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作为校长在新
的时代，就要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培养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接班
人。所以，办学的根本任务就是：培
养具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理
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
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是校长的崇
高使命。

——办学的人本性任务。做好教
育，就要遵循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
引导受教育者获得知识技能，陶冶思
想品德、发展智力和体力，把更多的
受教育者培养成为适应社会需要和促
进社会发展的人。而办学就要坚持以

人为本，促进学生的个性化成长和全
面发展。

——办学的文化性任务。文化知
识的教育与传承是办学的重要任务，
就要以最大的效率将人类文明的优秀
成果传授给学生。让学生在短时间内
最大限度地掌握适应社会需要的文化
素养和技术技能，以适应社会发展对
人才的需要。

——办学的社会性任务。办学的
社会性涵盖了很多方面的，就教育而
言，即办学的前瞻性，要站在未来社
会对人才进行培养；社会需要培养什
么样的人，就办什么样的教育；办学
更要着眼普惠性，我们是社会主义国
家办学，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
所以，就要办好人民群众满意的教育。

——办学的发展性任务。学校是

最有活力和生命力的地方，学校是一
棵生命之树。办好教育只有教师的发
展才能带动学校的发展；只有学校的
发展才能带动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
作为办学者就应始终保持“苟日新，
日日新，又日新”的发展理念，引领
时代文化的进步。

好校长是什么

校长是社会文明传承的领导者，是
为国家和民族培养接班人的组织者，是
育人体制和改革创新的引领者，所以，
校长必须要具备五个方面条件。

——校长应当是时代精神的引领
者。“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作为校长，时
刻要引领教师、学生精神境界的提升，

做师生紧跟时代发展的精神领跑者，矢
志不移地为未来社会的发展培养人才。

——校长应该是当地民风的教化
者。校长应该是“德高望重，满腹经
纶，博古通今，学贯东西”的人。作
为一名品行良好的校长，就会带出一
个品行良好的教师队伍，就会培养一
批批品行良好的学生，就会为社会的
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鲜活力。

——校长应该是教学研究的策划
者。校长的水平决定了学校发展的高
度。一名具有创新精神的好校长，就
会站在更高的角度，推动教育教学方
法的改革与创新，从而引领学校办学
水平不断迈向新的高度。

——校长应该是人格魅力的领导
者。作为一名校长不仅要懂经营、会
管理，更应是一个用自身的人格魅力

影响师生，为全校师生传道、授业、
解惑的助推器。只有这样才能成为师
生的拥护者和支持者。

——校长应该是教育规律的践行
者。不管是传统教育还是现代教育，
都需要校长扎扎实实地组织实施，以
此，推动学校向更高的育人水平发展。

对于校长应该做什么？党的十九
大向校长提出了新的使命：立德树
人。作为校长要履行好这一使命，就
要做好“五是”。即文化引领是前提、
团队建设是关键、科学民主是保障、
教师发展是核心、学生成才是目标。
引领教师、引领学生，引领学校，是
校长的首要任务，只有这样才能让更
多的优秀学生脱颖而出，使其成为国
家的栋梁之材。这是校长的使命，更
是教育的使命⋯⋯ （黄官祝）

正己修身引领示范 担当作为立德树人
——山东省潍坊市工业学校践行“校长治学之道”

近年来，山东省潍坊市和昌邑市教育部门为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
的校长队伍，启动实施了“校长治校育人能力提升年活动”，组织开展了
“办学为了什么、好校长的标准是什么”的教育创新实践活动。潍坊市工
业学校从“办学为什么”“好校长是什么”“校长应该做什么”三个层面，
阐述“正己修身、引领示范，担当作为、立德树人”的治学育人之道。

五年规划
让“头雁”飞起来

时光回溯至 2010 年，为贯彻落实
国家 《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
定》 文件精神，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
部门推出了“广西中职名师培养工
程”，第一期工程用五年时间培养 100
名中职“名师”。

广西师大职业技术师范学院作为
“全国重点建设职教师资培养培训基

地”，被誉为“专业化职教师资人才培
养摇篮”，展现出职教师资培养培训领
跑者风范，积极承办了这一项着眼未
来、经营未来、撬动未来的教育工程。

工程领导小组由自治区教育部门
领导任组长，下设小组办公室、专家
委员会、职教师资培养培训基地等，
构建了政府、高校、职业学校和企业
四大主体深度融合、密切配合的“四
元协同”工作机制，为培训资源的汇
聚与项目高效运作提供了坚强的保障。

在领导小组的统筹规划、协调督
导下，广西师范大学从各市教育部门
和区直各中等职业学校推荐的 200 多
名报名教师中遴选出了近 60 所中职学

校的 100 名培养对象，对其开展为期
五年的系统培训。

“我们的目标就是让‘头雁’飞起
来，通过培养具有‘双师素质’的

‘专家型教师’发挥示范作用，通过
‘教师成长共同体’形成引领效应，从

而推动广西中职教育质量的整体提
升。”工程主要负责人文萍教授的介绍
传递出广西中职名师培养工程务实创
新的价值理念。创设名师成长生态环
境，瞄准制高点，培养一批起引领作
用的中职名师，带动中职教师专业素
质的整体提升，是政府、国家重点职
教师资培养培训基地和职业学校的责
任担当，也是广西中职名师培养工程
的目标旨归。

“只有建立在学校实际情景基础上
的教师专业发展和教师培训才是有意
义的”，广西中职名师培养工程进行了
基于教育生态理论的制度设计与伴随
成长培训模式探索。工程实施 7 年以
来的实践证明，伴随成长培训模式充
分尊重教师的生命成长规律，通过专
题培训、在岗研修、专家指导、任务
驱动、反思性学习、企业研修、教研
工作坊等多元立体、全程全面的培训
方式，通过名师送教下乡、名师讲

坛、名师巡讲等多种渠道，促使学员
在实现自我教学思想和教学实践飞跃
的同时，引领所在学校、所在地区的
中职教育发展和改革创新。

五阶双导
一路呵护“名师”成长

把 有 意 义 的 事 做 出 真 效 果 ， 不
仅需要先进理念绘制出的蓝图，更
需要用科学方法垒筑起实现蓝图的
阶梯。

广西师大职业技术师范学院研究
中职名师培养规律，在 《中职教师专
业标准》 基础上，研制了中职名师专
业素质评价指标体系，确保培训的科
学性，并基于教育生态理论创新构建
出“五阶段一体化”和“双导师制”
的伴随成长培训模式，促进学员个体
与整体的生态式融合与共生成长。

第一步，明确专业发展之路。针
对学员多毕业于综合性大学，没有系
统接受过教育学培训的特点，工程创
新采取“教育专家+企业行家”的“双
导师”模式组织学员制定职业生涯发
展规划、课题研究计划等，培训内容
既有宏观层面的职教政策把握与形势
研判，也有中观层面的教改研究与实
践指导，更有微观层面的教学设计、
课题申报等辅导与训练，使学员掌握
职业教育学、职教课程开发与教学设
计等方面的主要理论和前沿信息，让
学员明确专业发展方向与路径。

第二步，稳步提升专业素养。按
专业分批次安排学员赴东南大学、西
北农林科技大学、台湾稻江科技管理
学院等高校进行学习，提升专业素
养，使学员更充分地掌握专业领域的
前沿理论、尖端技术及发展动态，了
解专业教学理论与实践的新成果，提
高开展校本特色课程开发的能力。

第 三 步 ， 带 着 课 题 开 展 企 业 研
修。为了进一步提升教师“理实一
体”的素质与能力，组织学员带着课
题深入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
司、海澜集团、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
限公司等知名企业进行研修，将教育
科研与企业实践相融合；另一方面，
学校从广西师范大学、广西科技大学
等高校聘请导师，跟踪指导学员开展
基于校企合作的教改课题研究。

第四步，搭建可持续发展平台。
指导和支持学员组建了 10 个具有“共
学、教研、辐射”功能的教研工作
坊，形成了良性的教师成长互动机
制。教研工作坊积极开展送教巡讲、
讲授示范研讨课和专题讲座，为学员
搭建在区内外中职教育教学领域展示
实力、锻炼能力的平台。

第五步，物化成果，发挥辐射作
用。通过举办全区范围的示范教学研
讨活动和教师论坛、出版“中职名师
培养工程”成果书系等发挥名师培养
对象的辐射带头作用，分享、传播中
职名师培养工程的经验和成果。

五步阶梯，五步成长，学员们在
导师的引领下，在朋辈的互助中，不
断进取，不断升华，不断向着“名
师”的目标攀登。

接续奋斗
引领·传承·创新·辐射

春华秋实，“广西中职名师培养工
程”第一期圆满结束，“头雁”们纷纷
振翅高飞。

调研结果显示，第一期学员绝大
部分成为各级专业带头人，在区域中
职教改实践中发挥出了强大的“引
领、传承、创新、辐射”作用。其
中，18 人获得“全国优秀教师”“全
国农业职业教育教学名师”“八桂名

师”“广西优秀高技能人才”等荣誉称
号，5 人被评为“特级教师”。

学员们在各级各类竞赛中连获佳
绩，45%的学员获得省级奖励，24%
的学员获得国家级别奖励。同时，学
员们指导的学生更是频频获奖，荣获
国家级别奖励 69 项、省级奖励 87 项，
市 （县） 及校级奖励 350 余项。

经过培训，学员们的教科研水平
得到了显著提升，涌现出一大批省级
及省级以上的教研成果。2010 年 12 月
至今，学员一共发表教研论
文 315 篇，在省级及省级以
上论文评比中获奖 127 项；
主持和主要参与了 225 个课
题研究项目，学员主持的课
题获省部级奖励 14 项、参
与的课题获省部级奖励 19
项，16 名学员主要参与的
课题荣获国家教学成果一等
奖 1 项、二等奖 7 项；学员
担任主编或副主编的教材
131 部，出版著作 8 部。

学员们不但在国家示范
校建设、区级示范特色专业
及实训基地建设方面作出突
出贡献，还积极服务社会。
众多学员被聘为全国职业教育教学指
导委员会委员，及全国职业院校技能
竞赛等各级各类评审、评比、竞赛的
评委，两位学员被评为第八届“中国
企业教育杰出人物”，15%的学员受聘
成为全国中职学校专业带头人及骨干
教师国家培训的授课专家，向全国各
地的中职专业带头人及骨干教师分享
经验。

学员们组建起 15 支名师巡讲团、
27 个教学研讨工作坊，通过送教下
乡、名师团队巡讲等方式推广经验、
分享成果，开展专题讲座 50 余场、主
讲各级各类示范研讨课 350 余次，辐

射全区 70 多所中职学校，2800 多名中
职教师受益，有力地促进了区域中职
学校教师发展与学校变革。

在自治区教师培训中心委托广西
师范大学职业技术师范学院组织的

“中职名师送教下乡”活动中，罗城仫
佬族自治县职业技术学校校长深有感
触地说：“你们播下了一粒种子，孕育
了仫佬山乡的职教希望！”

广西第一期中职名师培养工程的
巨大成功引起了国家和地方重要媒体

的关注，《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
等媒体纷纷给予专题报道，称其“为
各地培育中职领军人物提供了一个可
复制、可借鉴的有效样本”。

广西师大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在广
西第一期中职名师培养工程成功经验
基础上，在第二期工程中进行了进一
步创新探索，并积极承担广西中职名
校长领航工程、广西中职名师工作坊
建设工程，为广西中职教育培育更多
的“播种人”。可以预见，这批“播种
人”的亮相必将为广西中职教育的未
来、为“富桂强区”的实现注入新的
强劲动力。 （张兴华）

中职名师培养 撬动未来的教育工程
——广西中等职业学校名师培养工程纪实

“教育是经营未来的，为未来生产人才的人必须是高素质的人。”
“培养未来的老师，靠什么？主要靠师范教育，让他们充分发挥作用。”
“两会”教育部门记者会上，一句句铿锵话语随着春风拂过广西师范大学的校园，激扬起师生的奋斗热情，更进一步提振

了广西师范大学职业技术师范学院持续做好“广西中职名师培养工程”，为广西中职教育的未来培育出更多“头雁”，引领带动
区域中职教育质量整体提升的信心与决心。

学员示范课体现“行动导向”教学理念

学员
在区外高
校提升专
业素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