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教周刊 家校合作
2018年5月17日 星期四

11主编：杨咏梅 编辑：杨咏梅 特约编辑：杨尊伟 设计：王萌萌 校对：张静
电话：010-82296652 邮箱：jiatingjiaoyu@edumail.com.cn QQ群：371368053 ·

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带着
他的学生去参观工厂、农场、牧场，让孩
子们发现劳动之美，让孩子们感受劳动
所创造的生活，劳动创造的一切可能，
这是生命教育。但孩子们未必能感受
到劳动的美，因为儿童很少去关注生产
性的劳动，他们真正关注的是自身成长
所需的活动，如打闹、追逐、攀越等技能
游戏，捉迷藏、老鹰捉小鸡等规则游戏，
玩泥巴、聊天、玩水等认知游戏。儿童
喜欢探索、发现的，是身边的世界里可
以看到的万事万物的运行规律，而不是
成年人眼中的劳动。

仔细观察生活就会发现，面向儿
童的劳动教育，几乎就没有成功过。
我们讲劳动最光荣，劳动最美好，结果
是大家记住了这句话，却难以真正投
身于各种劳动活动中去。这样的教育
无法让孩子正视自己的价值观，也不
能“知行合一”地应对现实生活的所有
要求。孩子要么不信，要么阳奉阴违，
反而败坏了品德。

每一个成年人都急需获取生存资
源，劳动创造了生存所需的物质，带来
了生存下去的机会，所以劳动是美好
的、充满意义的。尤其是那些经历了生
存危机的人，会对田野、土地、大自然、
工厂、矿山、劳工等产生深深的欣赏和
眷念，因为这些都是生存的根基，看到
它们的存在就看到了希望。如果真正
能成为其中的创造者，则意味着未来生
存无忧、美好无比，这是不需要教育的。

儿童认可的劳动即学习,是与自
身有关的认知和技能的成长。与通常
意义上的学校学习或者学科学习完全
不同的是，这种学习是真正建基于一
个人未来生存所需的学习。儿童不仅
知道他们应该面对的劳动（学习）是什
么，更重要的是，如果你不让他们参与
最重要的劳动，他们就很不高兴，甚至
跟你对抗。比如，你禁止了他的探索，
妨碍了他们的游戏，剥夺了他们交往
的机会，他们必然会不悦，甚至冒着风
险也要抗争。

一旦成年人把自己认为重要的、
与生存有关的活动强加给儿童，儿童
会感到焦虑。因为应付这些成人所需
的劳动，儿童会失去自身成长更为重
要的活动机会——这相当于剥夺了他
们成长的可能，导致未来成长的缺失。

成年人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参与劳
动、创造价值，为家庭成员的生存提供
物质保障，进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
展。未成年人最重要的劳动责任是发
展自身的能力，为未来做好能力发展
和认知的准备。保护孩子的探索精神

和求知欲，让他们有充足的时间去发
展本能赋予的自我学习、自我教育的
能力，才是最有价值的劳动。

因此，成人世界规定的生产、机械
学习等劳动，对孩子来说都是不美的、
没有意义和价值的。如果成人不理解
这一点，用简单粗暴的方式甚至用暴
力胁迫孩子参与这些劳动，将会让孩
子痛苦，让孩子觉得大人不可理喻。

孩子眼中父母的哪些劳动最有价
值呢？学习儿童成长所需的儿童心理
学、发展心理学、教育心理学以及家庭
教育知识；发现孩子的禀赋，为孩子搭
建进步的阶梯，提供所需的资源；陪伴
孩子“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陪孩子聊
他们喜欢的事情⋯⋯

但现实生活中，很多父母却热衷
于这些给孩子的成长带来危害的劳
动——忽略孩子的内心需要，忙于挣
钱；包办孩子应该承担的事情，不让
他们自己穿衣、吃饭、叠被子等；限制
孩子的行动，生怕有任何意外的可
能，禁止探索、在地上爬、玩泥巴等；
给孩子买最贵的礼物、吃最好的食
物，去最奢华的地方度假；回答孩子
的所有问题，而不启发他们去思考；
帮孩子检查作业、检查书包、检查水
壶、准备衣物，让他们无需思考如何
面对当下的要求；砸锅卖铁去买学区
房、去报课外班⋯⋯这些劳动对孩子
来说没有多少价值，父母应谨慎而
为。

（作者单位：靠谱家庭育人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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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同志点菜就是小气。”“有点
抠。”很多次，公务接待时领导同事
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这样批评我。其实
我不是天生就“抠”的，我的“抠”
和“小气”，跟我家里的一件“值钱
的古董”有关。

“这东西你又搬过来了。”上周搬
家时，姐姐帮我收拾新居，指着一个
陶瓷筷筒说。那物什呈蜜蜂状，深咖
啡色底，翠绿色边，脑袋上还有两只
黑亮亮的眼睛，朴拙土气，与新居似
乎有些不搭，但我却视若珍宝,每天
几次光顾它。

从记事起，我就对这个蜜蜂筷筒
印 象 深 刻 ， 喜 爱 地 称 它 为 “ 小 蜜
蜂”。很多年里，它熠熠生辉地钉在
我家低矮灰暗的茅草房墙上，光亮如
烛，给简陋的旧屋平添一丝亮色。

“拿筷子吃饭。”这是我童年少年
时代听到的最动听的声音，每当母亲
说这话的时候，桌上就会有些吃的，
我 会 高 兴 地 第 一 时 间 冲 向 “ 小 蜜
蜂”，拿出竹筷摆放整齐。

贫瘠的童年时光，饭桌上常常只
有几块红薯、一碗萝卜，或者一大盆
稀饭、几根酸豆角。母亲让我奔向

“小蜜蜂”的次数，一般每天也只有
两次。但“小蜜蜂”带给我的开心和
快乐却很难忘。

那时家里实在太穷了，5 个孩子
嗷嗷待哺，父母从生产队分下的口
粮，常常半年不到就吃完了。于是全
家人基本只吃两餐，早上是一大锅稀
饭。为了显得稀饭稠些，母亲先拿竹
筒量半筒米，头天晚上就用水泡发，
第二天早上再用小碾子碾碎，倒在大
锅里煮了几滚后，再将泡着生石灰的
清水倒进去。这样煮出来的稀饭，又
稠又糯，颜色碧黄，透着浓浓的碱
香，不用咸菜我都能喝上几大碗。可
这样的稀饭不抵饿，常常是还没放
学，我肚子就咕咕叫开了。

“中饭让你们吃饱。”母亲说。可

好几次，我看到她量好米后，又从锅里
抓出一把。“今天菜多。”她怕我不高
兴，解释说。母亲说的“菜”，是自留地
里下架的丝瓜，歪七裂八的，品相不
好，卖不出去，就留着自己家吃。

晚餐是单独给半晚上还得起床干
活的父亲“开小灶”，我们几姊妹常
常只能“望桌兴叹”。父亲望着六七
岁的我和三四岁的弟弟，每每只吃几
口就放下碗筷说：“去拿筷子，这还
有你和老弟的。”听到这句话，我岂
止是“冲”，简直是“飞”向筷筒。

爷爷奶奶曾经开过中药铺，据说
老家一条街上曾经有过几个铺面。有
一天，父亲不知用什么办法，从老家
搬来几个药柜子、装药的瓷坛子，还
有一大包中药材。“当归、黄芪、党
参”，父亲指着那些树根样的东西告
诉我。他将那些东西塞进一个大玻璃
瓶里，瓶子里有一些给奶奶准备的谷
酒。有一天晚上“开小灶”，母亲煮
的饭实在太少了，父亲几口就吃没
了。“今天没饭了，明天给你们煎鸡
蛋吃。”母亲拿好话哄我们。我和弟

弟习惯性地望向父亲，裂裂嘴就要哭
了。

“去拿筷子。”父亲那天籁般动听
的声音居然再次响起。拿筷子？吃什
么？没想到父亲领着我们姐弟到他的
大酒瓶子前，伸出筷子夹了根萝卜根
样的东西：“当归，你尝尝看。”这也
能吃？我躲闪着，又禁不住酒香的吸
引，用舌头舔了下。居然！又香又
甜，还有股好闻的酒味。那以后，父
亲酒瓶里的中药材，就成了我们姐弟
最好的零食。

后来日子好过了，我们再也不愁
吃饭了，家里还两次翻修了房子。其
间我上大学、成家、到省城工作，每
次回老家，我总要去看看那个筷筒在
不在。“是个值钱的古董吧？”弟媳好
奇地问，她哪里知道其中的故事。

成家到省城后，我带女儿回去过
好多次。“去拿筷子。”父亲也无数次
对女儿说过这样的话。有一次大概是
她六七岁的样子，我父母都还在世，
母亲身体已半瘫。一次饭后，姐姐将
桌子都收拾干净了，父亲唤我女儿：

“去拿筷子。”原来，桌缝里掉了些饭
粒，父亲拿着尖头筷子一粒粒挑了出
来，“可以喂鸡呢。”父亲说。城市里
生长的娇娇女直跟我抱怨说“外公好
小气”。小气？那一次，我从筷筒说
起，“痛说革命家史”，与女儿比童
年。这一次给了她深刻的印象，女儿
好像有点明白了，“难怪掉到地上的
饭你都让我捡起来吃”。

这以后很多年，无论是我们父母
姐弟的大家庭，还是我的三口之家，
我们李家的饭桌上，永远不会掉一粒
米饭；我们李家的饭碗里，也永远不
会留一粒米饭。这以后很多年，很多
次公务接待，点菜“抠手抠脚”的
我，也就渐渐给人留下了“小气”的
印象。

早些年父母先后去世，老家房子
修路被征，弟弟把很多老物件都处理
了。弟弟问我要什么，我什么都没
要，只拿来了这个筷筒。

老李家的筷筒，在我眼里，是一
件金不换的“值钱的古董”。

（作者系本报记者）

老李家的筷筒“金不换”
李伦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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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学院

办产教融合大学 培养“钒钛+”应用型人才

攀枝花市是全国较大的钒钛原料基地、钒钛钢生产基地和世界第二大钒产品生产基地。改革开放之初，为搞好
资源开发、支持城市建设，党和国家领导人指示“办个攀枝花大学，闻名于世”。1983年，一所由地方政府部门和攀钢、
攀煤等在攀大企业集资筹办的新型地方院校应运而生。35年砥砺躬耕，如今的攀枝花学院已发展成为一所地方性、
应用型特色明显的高校，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钒钛资源综合开发利用提供了有力的人才和技术支撑。

建校以来，学校始终立足攀西、融入地方、
服务国家战略，与城市同频共振，实现了从短期
职业大学到合格本科再到全国首批百所产教融合
项目建设高校的华丽蜕变。

主动转型 同资源开发利用深度联动
作为“中国钒钛之都”的攀枝花市，开发

好、利用好钒钛资源，是城市调整经济结构、转
变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2001 年，攀枝花国家
新材料成果转化及产业化基地建设启动，钛材
料、钒钛合金与其他金属新材料等被列为重点突
破领域。2013 年，国家发改机构批准设立“攀
西战略资源创新开发试验区”（简称“攀西试验
区”），支持壮大钒钛产业，提升产业聚集效
应，实现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变。作为区域内
工科办学优势突出、基础扎实的本科院校，学校
主动转型，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己任，坚
持产教融合，深化校企合作，努力为攀西地区提
供应用型人才和科学技术支撑。2014 年，学校

获得“攀西试验区”建设补助资金 5000 万元，
建成四川省生产力促进中心攀枝花钒钛中心，开
展相关领域研究，全面促进资源开发利用和产业
结构调整。

对接产业 凸显“钒钛+”办学优势
为支撑“新材料产业化基地”“钒钛之都”“攀

西试验区”建设，推进钒钛资源综合利用人才培养
与技术攻关，学校主动对接地方需求，调整学科专
业布局，设立材料科学与工程、矿物加工工程等特
色专业，形成了贴近钒钛产业链的攀西战略资源
开发专业集群。其中，材料科学与工程是国家特
色专业和四川省首批应用型示范专业，冶金工程
是教育部门确立的地方高校首批综合改革试点专
业，化学工程与工艺是省级特色专业。

围绕攀枝花钒钛“五个一工程”，2018 年 1
月，由攀枝花市政府部门主导，学校联合其他高
校和科研院所创办了攀枝花国际钒钛学院、攀枝
花国际钒钛研究院和中国钢研攀枝花学院钒钛技

术创新中心，推动“钒钛+”产业向“高、精、
尖”方向发展，为制定钒钛产业发展规范和标准提
供理论和实践支撑，为建设世界级钒钛产业基地提
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证。

围绕钒钛资源开发，学校积极构建科研服务
平台，建成国家钒钛检测重点实验室 1 个，四川
省钒钛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省级“钒钛+”
科研平台 16 个；加入了“全国钒钛资源综合利
用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四川省钒钛产业协
会”等 10 余个行业协会和组织。其中，国家级
别钒钛检测重点实验室已开展样品检测项目
1572 个，制定行业标准 2 项，研发设计多套实用
检测装置，被授予“四川省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分
析测试平台钒钛行业分平台”；四川省钒钛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承担国家、省、市级项目 67 项，
获横向项目经费 1000 余万元；钒钛新能源材料
研发基地集产学研为一体，承担科研项目 16
项，总经费达 1000 万元。

校地融合 打造“钒钛+”办学优势

聚集人才 为产业升级提供智力支持
“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学校致力于

在钒钛、材料等工程领域铸造自身学术品牌，筑
巢引凤，吸引和培育学科领军人物、拔尖创新人
才等。近年来，学校围绕“钒钛+”领域，引进
博士 50 余名，形成了钒钛新能源材料及其应
用、石墨烯研发等 10 余个省市创新团队，有国
家特殊津贴专家、省市突出贡献专家等高水平人
才 50 余人；积极推进高校“智库”建设，承担

“创新试验区”项目规划、建设方案多项，为政
府决策、行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聘请两院院
士、国外院士、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等
30 余人，担任攀枝花国际钒钛学院、攀枝花国
际钒钛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组建科研协同
创新团队，开展钒钛领域科学研究。

协同创新 促进钒钛产业链提挡升级

学校坚持校企协同科研攻关，加强应用技
术研究和产业技术研发，构筑了产学研一体化
协同创新机制。与攀枝花天民钛业有限公司成
立钛及钛合金联合研发中心；与攀枝花钒钛高
新区合作建成国家级别钒钛科技孵化器。近五
年 ， 学 校 承 担 和 参 与 钒 钛 类 科 研 项 目 200 余
项，经费近 2000 万元，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300 余篇，申请专利 253 项，获得省市级科技进
步奖 6 项。“钒钛磁铁矿转底炉煤基直接还原—
电炉熔分新工艺流程研究”被列为攀枝花市重
大前瞻性科技攻关项目，获钒钛资源开发技术
创 新 一 等 奖 ；“ 熔 盐 电 解 TiO2 制 备 海 绵 钛 研
究”项目研制成功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电解炉
装置，获得纯度 99.56%—99.75%的海绵钛，并
与四川东泰集团联合进行产业化试验。学校还为

“攀西试验区”100 余家钒钛企业提供技术指

导、技术服务和技术咨询，推动企业技术升级和
钒钛产业结构优化。

学校坚持面向产业“主战场”，推动一大批
科研成果向企业转移转化，实现了企业、学
校、个人多方共赢。转让“气基竖炉直接还原
钒钛磁铁矿”技术，与企业共同投资建设了循
环铸造产业园；转化“膨润土黏结剂及其制备
方法”科研成果，教师自办新型材料公司；“低
品位镍矿直接还原—电炉熔炼—AOD 精炼制备
高品质镍铁合金新工艺技术”项目成果，获四
川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并实现了产业化运
用；“细鳞片膨胀石墨的制备”研究成果填补了
国内空白，并应用于石墨开发公司生产线。一
系列科技成果的转移转让，大幅延伸了攀西钒
钛产业链条的上下游、左右端，同时为钒钛产
业向中高端转变打下了坚实基础。

人才驱动 凝聚“钒钛+”创新力量

紧贴行业企业需求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为了培养适应“钒钛+”新业态的应

用型人才，学校积极推进产教深度融合，
与企业共商人才培养机制，共建专业及课
程体系，共同指导学生毕业设计，共同编
写特色教材。邀请企业参与人才培养的各
个环节，与企业开展互认挂牌、就业推
荐、订单培养、顶岗实习、实训基地建设
以及教学、实训、科研及产学合作。近三
年，学校先后推出了“科力特班”“晶科
定制班”“永锋卓越人才班”“安宁铁钛
班”等校企共建班，联合攀钢集团、华钛
国际有限公司、宝钛集团等编写了 《钒钛
物理化学》《钒钛材料》《炉外精炼 500
问》 等钒钛类特色教材、教学参考书，有
600 余名学生的毕业设计来自钒钛材料类
企业生产实际。

突出双师双能要求 重视师资队伍建设
学校重视“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建

设。全面实施教师行业背景培训和实践能
力培养，有计划地选派教师到企业接受培
训、挂职工作和实践锻炼，近年来，学校
共有百余名教师深入企业一线，接受行业
背景和能力提升培训，聘请数十名企业、
科研院所专家和专业技术人才来校任教。
同时，积极为企业员工开展系统化、专业
化培训，促进了钒钛产业专业技术人才能
力提升。

学研结合，服务“钒钛+”应用型人
才 培 养 。 学 校 将 科 研 成 果 融 入 教 学 内
容，将科研项目转化为创新实验、毕业
设计。近三年，教师吸纳学生参与实验
项目研究，成功立项各类创新实验项目
117 项 ， 其 中 国 家 级 别 28 项 、 省 级 48
项；孵化钒钛类大学生创业项目 19 个，
带动参与创业实践大学生超过 500 人次；
本科生申请发明专利 100 余项，获专利授
权 40 余项。学生超过 20%的毕业论文直
接来自科研项目。

培养应用技术人才 服务区域经济发展
35 年来，学校始终坚守“为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和区域资源综合开发利用服务”
的办学定位，弘扬“艰苦创业、无私奉
献、开拓进取、团结协作、科学求实”的

“攀枝花精神”，将攀西经济社会发展特别
是资源开发需要融入个体人格信念教育，
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为
地方培养输送了近 7 万名高素质应用型人
才。

在毕业生中，有 3 万余人投身攀西建
设，活跃在“攀西试验区”材料、新能
源、化工、环保等企事业单位、工矿企业
及科研院所。其中，相关专业在攀就业人
数占毕业生总数的近 50%，在“钒钛+”
领域企业就业人数超过 30%；攀枝花钒钛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近百家工业企业，
几乎每一家都有从攀枝花学院毕业的优秀
管理者、研发工程师、技术领军人物和高
技能工匠。攀大人以自己的出色表现和骄
人业绩，弘扬了“明德砺志、博学笃行”
的校训精神，探索了一条培养高素质应用
型人才之路，为攀西钒钛资源综合开发利
用和加速区域经济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肖立军)

产教融合 培养“钒钛+”专门人才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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