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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筑梦想 成就未来

学校地址学校地址：：广东省惠州市大亚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西区新荷大道湾西区新荷大道2020号广外大亚湾外国语学校号广外大亚湾外国语学校

邮寄地址邮寄地址：：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西区新荷大道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西区新荷大道2020号广外大亚湾外国语学校办公室号广外大亚湾外国语学校办公室

联系电话联系电话：：07520752--31056113105611 1591936226915919362269 朱老师朱老师

招聘邮箱招聘邮箱：：772056890772056890@qq.com@qq.com（（备注姓名备注姓名++应聘岗位应聘岗位））

详情登录详情登录：：http://www.gwddyw.comhttp://www.gwddyw.com

招生热线招生热线：：07520752——31122663112266

三、应聘方法

将身份证、资格证、毕业证、职称证、荣誉
证等资料的复印件及本人亲笔书写的个人简历寄
来或发电子文档至招聘邮箱，已婚者请注明配偶
情况，应聘者请在信封右上角注明应聘岗位。合
则约见。未经预约者恕不接待，所寄资料恕不
退回。（请以岗位名称+真实姓名为文件名，比
如：中学语文张✕✕、小学英语李✕✕、生活老
师吴✕✕等）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附设大亚湾外国语学校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附设大
亚湾外国语学校是由广东外语
外贸大学与深圳市君跃投资有
限公司合作创办的一所 15 年一
贯制全寄宿的国际化外国语学
校。学校坐落于惠州市大亚湾
经济开发区西区，毗邻深圳坪
山新区，距离香港 47 海里、深
圳市中心约 50 公里。学校涵盖
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

（国际部） 四个学段，总投资10
亿元，占地面积220亩，可容纳
6000多名学生就读。

我 们 秉 承 “ 坚 持 全 人 教
育，为学生的终身发展负责，
培养走向世界的现代人”的办
学宗旨，努力践行“质量特
色、国际化”的办学思路，力
争将学校打造成为大亚湾首屈
一指的、辐射珠三角、影响大
湾区的广东省基础教育知名品
牌学校。

因学校发展需要，我们热
切期待您的加入，携手共筑教
育梦想！

欢迎加盟
一、招聘岗位

1.专职教师：小学及初中专职教师
小学：语文、数学、英语、外教、心理、美术

（书法）、音乐 （管乐）、体育、舞蹈、思品、科学、
信息技术等教师。

初中：语文、数学、英语、外教、二外教师
（法、俄、西班牙、日）、政治、历史、地理、物
理 （具有创客室经验者优先）、生物、心理、音
乐、美术、戏剧、体育 （有某项专长者优先）、信
息技术等。

2.管理岗位
学校中层：中小学教学处主任、学生处主任、

教科室主任、信息中心主任、招生办主任、总务主
任等。

部门主管：中小学生活主管，办公室行政主管。
3. 教辅后勤：教务干事、中小学生活指导老

师、网络管理人员、图书管理员、学校医生、护
士、宿管员、司机、水电维修工等。

二、聘用待遇

专职教师年薪 12 万—25万元：小学12万—20
万元，初中 13 万—22 万元，高中 15 万—25 万元；
购买五险一金，子女优惠入学；协助办理户口迁
移、职称评定；提供教师公寓，配备家具、空调
等生活设施，发放就餐补助等。其他员工另议。

·招聘信息·

本 报 讯 （记 者 时 晓 玲）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部署实施，浙
江省平湖市职业中专校长贺陆
军接到的求助逐渐多了起来。

“贺校长，我们村的党建工作能
否和学校共建？”这是平湖市广
陈镇党委组织委员佘海华发来
的信息；“我们村在嘉兴村歌大
赛中获了银奖，能让老师帮我们
拍个 MV（音乐短片）吗？”广陈
镇山塘村党总支书记金建东打
来电话问道。

一个个富有新时代特征的乡
村建设音符，正在奏响振兴乡村
的美妙乐曲。贺陆军开始思忖：
何不来个村校“合奏”，既为乡村
振兴助力，也能在实践中培育学
生的家国情怀和真才实学。“这道
题我们不仅要接，还要答好。”与
学校领导班子开完碰头会，贺陆
军更坚定了这一想法。

平湖职业中专与乡村结缘，
始于学校开展的党员“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去年 5 月，学校创新
党建工作，启动了“春苗行动”，将

党员的传帮带、学生的核心素养
培育融于一体。学校党委与广陈
镇党委签订了党建工作合作协
议，建立了党建、培训、技改、宣传
4支教师志愿者队伍，学校党员干
部成为广陈 11 个村的党建指导
员；同时还以学生家庭居住村为
单位，建立了“美丽乡村”建设志
愿者队伍。为了将“春苗行动”推
广到平湖近 100 个乡村，平湖职
业中专按学生所在村对全校学生
进行分类，学校党员教师带头行
动，两名党员或骨干教师一组，每
组负责两个村，担任学生的“春
苗导师”。

“春苗行动”如火如荼地开
展起来，学校党员骨干教师走向
广袤的乡村。他们有的给村党
员先锋站上党课，有的为乡镇党
建拍摄微电影，有的和学生一起
开展“剿劣创卫”活动，有的不辞
辛劳搜集素材编写村志，有的帮
村里企业开展技术革新。学生
们也利用假期，或行走于村中房
前屋后开展垃圾分类整治，或走

到田间岸边参与河道巡视，或利
用一技之长为村里的小学生开
展科技辅导。村民眼见学生们
投入乡村建设的热情和村里面
貌的改变，不禁喜上眉梢，他们
说，学校能够教育孩子用学到的
知识和本领服务家乡，我们做家
长的就像吃了一颗定心丸。

从创新党建活动到引导师
生主动参与乡村振兴，为了使

“春苗行动”得以持久深入地开
展，平湖职业中专开始把服务乡
村建设的一项项活动转化成一
门门以乡村建设为引领的村校
共建“春苗课程”，打造“春苗行
动”的升级版。学校邀请全市各
村党组织负责人开会，共同研讨
春苗课程的设计与开发。党员
骨干教师还下到各村登门拜访，
就课程内容征求意见，努力使课
程的开发与实施既满足乡村建
设需要，更能培育学生的家国情
怀和真才实学。

目前，平湖市有 31 个片区、
97 个村社的 200 多名村干部，

100 多名教师和 1900 多名学生
参与到春苗课程开发中，共开发
了实用生活技术、美丽乡村宣传、
养老保健、工艺传承四大类33门
课程。以美丽广北三村为题材的

“微电影设计与制作技术”、以杉
青港村厚重的历史为题材的“乡
村故事采编与写作”、以白沙村抗
战遗址为题材的“历史画册设计
与制作”⋯⋯一门门课程在不断
实践和构思中日臻完善。

来自独山港镇周家圩村的
几名平湖职业中专学生，被村民
们亲切地称为“小河长”。每周，
他们都会将所负责河道的水带
回学校检测水质，也会拍摄所负
责河道的照片进行采集比对。
这是学校“五水共治”春苗课程
的学生，在家乡建设中领到的工
作任务。学生们跟着学校无人

机创新工作室进行定期现场巡
河，跟着化工专业教师学习水质
检测相关知识，跟着村里的巡河
员进行结对实地学习。“五水共
治”“剿灭劣五类水”等不再只是
课堂笔记上枯燥的文字，而是变
成了脚下生动丰富的实践。“‘春
苗行动’唤醒了我麻木的心灵和
疲劳的双眼。了解家乡，才能更
懂她；参与建设，才能更爱她。”
学生庞淑琴在参与行动的心得
里写道。

“春苗”虽稚嫩，胸怀达天
下。如今，以乡村振兴为引擎，以
提高学生核心素养为落脚点的春
苗课程已经在平湖职业中专拉开
大幕。“既顺应乡村振兴的新时代
要求，又培养出具有家国情怀和
真才实学的未来建设者，这是职
业教育的必答题。”贺陆军说。

浙江平湖职业中专打造以服务乡村建设为引领的春苗课程，培育学生家国情怀

村校“合奏”交出共赢答卷

指引下 ——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新 华 社 贵 阳 4 月 15 日 电
（记者 王丽 肖艳） 从校园到
“田园”，贵州“校农结合”助推脱
贫攻坚。近日，贵州省教育厅提
出，确保 2018 年全省学校食堂
向贫困地区贫困户采购农产品
将占采购总量的40％以上。

为助力脱贫攻坚，贵州省教
育部门探索建立将学校食堂菜
篮子与贫困户菜园子直连的“校
农结合”模式。自 2017 年秋季
学期全面启动实施以来，全省学
校食堂累计采购贫困地区贫困

户生产的常用农产品达 5.97 万
吨，采购金额约6.5亿元。

经过探索，贵州形成了黔西
南州“贫困户＋合作社＋配送中
心＋学校”、西秀区“绿野芳田农
户 ＋ 合 作 社 ＋ 购 销 平 台 ＋ 学
校”、贵州民族大学“菜园子直通
菜篮子”和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定点采购、产业培扶、基地建
设、示范引领”等工作模式。

贵 州 省 教 育 厅 日 前 出 台
《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校农结
合 ”助 推 脱 贫 攻 坚 的 意 见》明

确，继续探索集团化推进“校农
结合”模式，坚持建基地与搭平
台有机结合。鼓励和引进农产
品生产企业到贫困地区建立生
产基地，通过订单式供给学校，
支持引导贫困地区贫困户因地
制宜，参加专业合作社、发展家
庭农场或生产大户，为学校提供
绿色食品。

数据显示，目前，贵州省各
级各类学校食堂 1.7 万个，每天
就餐学生达 500 多万人，每月消
费农产品金额超过10亿元。

贵州校农结合助力脱贫攻坚
今年学校食堂农产品采购超四成面向贫困地区贫困户

本报讯 （记者 焦新） 应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
月 娥 邀 请 ， 4 月 12 日 —14
日，教育部部长陈宝生率团访
问香港。

在与林郑月娥会谈时，陈
宝生表示，教育部将积极支持
香港教育发展，深化内地与香
港教育交流合作，为“一带一
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香
港长期繁荣稳定厚植人才基
础。林郑月娥感谢教育部长期
以来对香港教育发展的关心和
支持，表示将会继续推动香港
与内地教育领域全方位交流合

作。
访港期间，陈宝生与中央

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王志民进
行了座谈，并应邀出席了内地
大学 C9 联盟暨香港大学中国
研究型高校 2018 研讨会开幕
式、京港大学联盟成立仪式、
教育部 2017 年度高等学校科
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香港地
区） 颁奖仪式。陈宝生一行还
访问了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
学、香港中文大学及保良局黄
永树小学，并代表教育部向所
有香港小学赠送了价值 100 万
元的书籍。

陈宝生率团访问香港

“她是研究生，但不是应届
毕业，想去基层学校当教师，
招不招？”一位工作人员急匆匆
地跑过来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第七师教育局副局长徐林平。

“招！”徐林平想都没想就
给出了答复，“先签约，回头走
人才引进特殊通道解决编制问
题。”

上述场景发生在近日新疆
师范大学举办的毕业生供需见
面会上。

应聘的研究生叫牛春霞，
去年毕业后在北京工作了一
年。“我想回家乡工作，当一名
教师。”牛春霞对记者说，“家
乡这几年变化很大，教育发展
也很快，我希望回去贡献自己
的力量。”

新疆师大应届毕业生候琴
玲学的是教育学专业，转了一
大圈，没有找到招这个专业的
单位。她走到第七师 126 团中
学的招聘台前抱着试试看的打
算问了一句：“我想当小学教
师，基层学校也愿意去，就是
我的专业不对口，不知道可否
报名？”

“可以，先报名，等到了学
校后，你能胜任哪个专业，就
到哪个专业任教。”126 团中学
校长陈文健当即答应候琴玲。
这么干脆，让她多少有些始料
不及。

“如今团场学校管理体制改
革了，都归师教育局管理，所

有待遇和城里学校一样。新去
的教师都有周转房，工作 3 年
后，如果愿意留下来，每个教
师可以拿到 5 万元安家费。”陈
文健说。

“我愿意去基层好好干一番
自己的事业，锻炼自己，为以
后的发展打基础。”喜出望外的
候琴玲说。

用人单位优厚完善的条件
让毕业生们倍感温暖和兴奋。

“拎着包就可以入住。”“吃
住行都解决好，还负责为大家
买好菜、打好油、准备好大
米。”为了吸引毕业生，各招聘
学校使出了浑身解数。

中专学历月工资 6856 元，
大专学历 6969 元，本科学历
7319 元，这是喀什地区巴楚县
招聘教师开出的待遇。“我们这
次招聘 890 名教师，条件都很
优厚。”巴楚县教育局工作人员
陈玉梅说，“全面推行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教学，我们县急需双
语教师。”

“十九大之后，党和国家更
加重视教师队伍建设，待遇也
将进一步提高，现在选择当教
师，选择去基层学校，将来一
定会有更加美好的前景。”徐林
平对前来咨询的求职大学生说。

新疆师大毕业生供需见面会上，求职大学生
纷纷表示——

愿去基层干一番事业
本报记者 蒋夫尔

记 者 在 现 场

基层

4 月 15 日，河北省廊坊市北街小学的学生们在桃园中写生。当
地的桃林进入盛花期，该校组织学生走进桃园写生，感受春天气息，
丰富农事知识。 新华社记者 鲁鹏 摄

桃园里画春天

本报讯 （记者 王英桂）
青海近日出台 《加强中小学生
欺凌综合治理方案》，提出严格
学校日常管理、定期开展排查、
加强教育引导、规范调查处理、
妥善处理申诉请求、强化教育惩
戒作用、做好专门（工读）学校的
建设等 7 项措施，加强防治学生
欺凌专题教育，把校园建设成最
安全、最阳光的地方。

《方案》提出，青海各地学校
将根据实际成立由校长负责，学

校行政管理人员、少先队大中队
辅导员、教职工、社区工作者和
家长代表、法律工作者、校外专
家等人员组成的学生欺凌治理
委员会；将校园视频监控系统、
紧急报警装置等接入公安机关、
教育部门监控和报警平台，逐步
建立校园安全网上巡查机制；不
定期在重点时段、重点区域进行
排查，对可能的欺凌和暴力行为
做到早发现、早预防、早控制；通
过课堂教学、班团队会、主题活

动等多种形式专门设置教学模
块，对中小学生进行防治欺凌教
育；以学校为主严格规范调查处
理学生欺凌事件。对经调查认
定实施欺凌的学生，学校可视具
体情节和危害程度给予纪律处
分，将其表现记入学生综合素质
评价。情节比较恶劣、对被欺凌
学生身体和心理造成明显伤害
的严重欺凌事件，学校可邀请公
安机关参与警示教育或对实施
欺凌学生予以训诫。

青海构筑中小学防欺凌屏障
提出严格学校日常管理、定期开展排查等7项措施

【中教评论】

办教育不能满脑子“生意经”
➡ 详见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