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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真谛是心与心的交流，我珍惜每一次和
学生坦诚交流的机会。”

——卢桂英

“谈‘爱’好像有点言过其
实了，就是喜欢吧，喜欢跟学生
们在一起。”说起自己几十年坚
守在教学一线的原因，海南省
商业学校副校长卢桂英觉得自
己和所有平凡的教师一样。

从教31年的经历，是卢桂
英最为珍视的。在三尺讲台这
块方寸土地上，她既教学生做
事，又教学生做人。

用最大的耐心和爱
对待学生

火车一路向南。1995 年，
32 岁的卢桂英抱着试一试的心
态，从家乡黑龙江出发，她的
目的地是当时建省仅 7 年的海
南。

在海南省商业学校，虽然
从事的是已经做了 8 年的德育
工作，但大环境的变化如同南
北气候的差异，让初到的卢桂
英颇感不适。

彼时，中职的“分流”逐
渐从高中毕业前置到初中毕
业，卢桂英面对的学生群体，
从年龄上比之前的学生一下就

小了三四岁，正值叛逆期。更
重要的是学生心理上有落差，
调整困难。卢桂英说：“大多
数学生没有机会上高中，学生
和家长都有一种挫败感，自信
心受到打击。”

如何让中职学生重新建立
信心，将来拥有更多人生出彩
机会，是卢桂英首先思考的问
题，“我始终觉得，中职学生
入学的第一课应该是心理健
康，学生在这时最需要老师的
引导”。

一次刚开学，卢桂英上课
时发现，一名学生始终跟她没
有眼神交流，但不调皮捣蛋也
不睡觉。她先是与学生和家长
接触，了解到学生的个性和单
亲家庭的生活背景，把“外
围”扫清后，卢桂英把学生叫
到了自己的办公室谈心，并在
此后的各种活动中都格外注意
这名学生，引导他敞开心扉。

“一开始几次谈话他都不
开口，但最后他终于说‘老师
你看我的行动’。”卢桂英说，
当时她用力拍了拍学生的肩

膀。
“太重要了，太重要了。”

谈及德育对于中职学生的意
义，记者话音未落，卢桂英便
连声说。在她看来，把懵懂少
年雕琢成行为举止规范、懂得
感恩的人，让他们有更多人生
出彩的机会，德育不能缺席。

从教31年，卢桂英见过的
学生无数，但在她眼中，每个
个体都是鲜活、独一无二的，

“每个孩子的成长背景不同、
经历不同、个性不同，教育方
法也不能千人一面”。

面对学生，卢桂英认为，
给予爱的同时，也要原谅他们
的不完美，“给予孩子尽可能
多的耐心和宽容，是我最大的
支撑和信念”。

对教师职业从感性
喜爱到理性思考

熟 悉 卢 桂 英 的 同 事 都 知
道，比起担任行政职务，她更
喜欢站在讲台上做一名教师。

卢桂英用实际行动证明了
这一点。现在，她一周上 4 节
课，教两个班的职业生涯规划
和职业道德与法律。31 年来，
不管是做教务主任还是做分管
教学的副校长，卢桂英始终都
站在教学的第一线。

“我喜欢和学生们一起探
究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会有成
就感、幸福感。”卢桂英对教
师职业的坚持，是她职业幸福
感的来源。

“作为学校的领导，我和
学生进行交流的时间是非常有
限的，但是作为一名德育教
师，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
同学生们在一起。教育的真谛
是心与心的交流，我珍惜每一
次和学生坦诚交流的机会。”
卢桂英说。

在卢桂英看来，所有的荣
誉都无法与学生的进步媲美。
一次，一名经常逃课的学生为

了跟别的同学斗气，在德育课
“ 人 生 观 、 价 值 观 拍 卖 会 ”
上，倾其所有“购买”了友
情。虽然对他的做法并不认
同，卢桂英还是表扬他看重友
情。

“卢老师，您是第一个表
扬我的人。”因为卢桂英的一
句话，这名学生再也没迟到，
成绩也越来越好。这让卢桂英
意识到，教师的一个眼神、一
个动作都可能带给学生很大的
改变。

当教师是卢桂英从小的理
想，几十年里，对教师职业的
执着从没有改变。回顾多年的
经历，卢桂英说，自己最大的
变化是这份感性的崇拜、喜
欢，转换为了理性的思考。

“ 我 开 始 更 多 地 做 研 究 ，
研究教育过程中的规律性内
容。”卢桂英说。

在德育教学改革的
路上一直走下去

2014年，海南省中职德育
工作室成立，目的是推动全省
中职学校提高德育教学质量。
卢桂英作为工作室负责人带领
团队四处调研，两年时间，团
队足迹遍布全省各市县30多所
中职院校。每到一所学校，卢
桂英都会跟教师、学生面对面
聊天，了解他们的需求和困
惑。

调研的结果不容乐观——
很多中职学校德育师资结构、
课程设置不合理，教学方法落
后等问题被聚焦、放大。

针对存在的突出问题，卢
桂英组织全省中职德育教师进
行业务培训，并通过送教下

乡、同课异构、教师示范课、
教学比赛等方式，带动提升全
省中职德育教师的整体水平。

长期以来，德育课程更多
强调讲授课本知识，忽视了对
学生现实德育表现的考查。如
果要跳出单一的试卷，到底该
如何全方位评价学生德育情
况？卢桂英率先制定了海南中
职德育课堂教学评价机制，把
德育课堂的评价由原来单一的
以考试成绩评判，转变为“学
校、企业、社会、政府”四位
一体的评价模式。

在海南省商业学校，德育
课更加注重考查学生的小组表
现、出勤、课堂活跃度。学生
在第二课堂做义工、献血、参
加文明风采比赛等，还可以兑
换成德育学分。

自从卢桂英在班里宣布了
主动捡起垃圾可获得德育加
分，她就注意到了一个有趣的
现象：学生会特意在她面前扔
垃圾。感慨于学生天真可爱的
同时，卢桂英觉得，教师不应
该吝惜自己手里的分数，而应
给学生更多的鼓励。

一本书、一支粉笔完成一
节“灌输式”的德育课不见
了，学生变成了践行者，课堂
真正还给了学生。

卢桂英谈起初到海南时，
学生宿舍里有 8 张床，其中一
张是自己的。她说，与学生们
在一起永远是自己最开心和安
心的事。

30 多年过去，卢桂英与学
生一同成长，对德育重要性的
认识也愈发深刻。她说，她还
会在德育教学改革的路上一直
走下去。

让中职生有更多人生出彩机会
——记海南省商业学校教师卢桂英

本报记者 王家源

卢桂英和学生在一起。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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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11 日上午，停靠在金华职业
技术学院北门草坪上的波音 737-300
飞机机舱里，空乘专业大二学生正在
进行“客舱服务实务”课程实训，金
职院空乘实训基地正式启用。

据了解，上海凯洛斯公司捐赠的
波音 737-300 飞机经过半年改造，目
前已经满足实践教学的要求，成为空
乘专业学生主要实训教学场地。利用
真飞机上实训课，可以提高实践教学
训练的真实性和规范性，有利于提高
教学质量。

张璟琨 摄

本报讯 （记者 程墨 通
讯员 毛军刚 张黎磊） 走进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机关幼儿
园，一块约10平方米的“开心
农场”映入眼帘，白栅栏围砌
的菜园里，一株株嫩苗还在冒
尖，几个孩子正在小心翼翼地
翻土、浇水；不远处，一群孩
子在上演一场特别的时装秀，
他们将废纸剪成树叶、花朵等
各色造型，再拼接成连衣裙、
小红帽、腰带⋯⋯“这是生态
教育的幼儿课程，我们以润物
细无声的方式，让绿色基因植
入孩子们的心灵。”该园园长
望运慧告诉记者。

开学初，宜昌市 37 万名

中小学生和幼儿园孩子每人都
收到了一本 《生态小公民》 教
材。为引导学生自觉树立尊重
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
意识，宜昌近年来大力推进生
态文明教育，教育、环保等
16 个部门联合编写系列教材
作为生态教育课程的载体，构
建起各学段纵向衔接、各学科
横向贯通的生态文明教育体
系。

“ 将 果 皮 、 红 糖 、 水 按
3∶1∶10的比例混合发酵一个
月，制成酵素，可做洗洁剂、
花草营养液⋯⋯”记者在夷陵
实验中学看到，实验室橱窗里
展示着各种变废为宝的生态小

发明、小技巧。“这些酵素很
多都是学生和家长共同制作
的。”该校校长陈文明提着一
壶褐色液体告诉记者，在实施
生态小公民教育中，学校通过
上一节环保教育课、学一门环
保小技能、落实一项环保硬措
施 ， 以 垃 圾 分 类 处 理 、 废

（旧） 物回收利用、节水节电
等为主题，广泛发动师生和家
长参与到活动中，以帮助孩子
们养成绿色环保的生活习惯。

不同学校结合自身特点形
成了各自的特色。上海中学侧
重变废品为工艺品，利用废旧
易拉罐、纸盒、报纸、电池等
材料，把废品变成精美的手工

艺品和生活用品；冯家湾小学
结合背靠山林的自然条件，在
大树上安置50多个鸟巢，让小
鸟到学校安家落户；宜昌市外
国语初中校园内种有樱花、紫
薇、红叶李、栾树等10多种花
草树木，学校将其作为生态实
践场所，让学生自主查找资
料，为植物标注名称、所属
科、习性⋯⋯

“为引导教师、家长和社
会转变观念，我们将学生相关
表现评价结果折成分数计入中
考总分，充分发挥评价的杠杆
作用，并进一步将生态文明主
题实践活动和研学旅行结合，
在科研院所、厂矿企业以及自

然保护区等地建设生态环保实
践教育基地，以增强学生主动
践 行 生 态 文 明 的 意 识 与 能
力。”宜昌市教育局局长覃照
说。

几年来，超过10万名学生
和无数家长老师走出校园，依
托“三峡蚁工”等组织，开展

“保护母亲河”“剪动春天”等
系列志愿服务活动。每个周末
的清晨，长江宜昌段江滩都会
出现三五成群的小小身影，他
们提着塑料袋、戴着手套、弯
着腰在江滩寻寻觅觅，所到之
处，食品袋、饮料瓶、烂衣物
等被一一捡起带走，留下一片
干净的江滩沙地。

为每个学生发放《生态小公民》教材 因校制宜开展环保活动

湖北宜昌：绿色基因植入学生心灵

本报讯 （记者 周洪松）“河北老
年大学圆了我一生的大学梦，也给我的
生命带来了第二个春天。”新学期开
学，河北石家庄的杜墨楼老先生接到了
河北老年大学的入学通知书。

2017 年，河北老年大学与河北工
业职业技术学院开始合作办老年教育，
并形成“校区共建、领导班子共建、管
理团队共建、师资队伍共建”的办学模
式，成为国内首例。

实行合作办学前，河北老年大学教
学面积仅有 1800 平方米，场地不足严
重制约了办学规模，招生时经常出现老
年人彻夜排队“一座难求”的现象。
2017 年 8 月，河北老年大学新址修缮
提升工程一期项目正式启动，而新址就
是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的北校区。

一期工程完工之后，新校园仅教学
楼、艺术楼就拥有教室 66 间，每年至
少可以接纳 1.5 万人次的老年学员入校
学习。整体竣工后，校内大小教室超过
100 间，每年可接纳 3 万名老年学员入
学。“以往，校园面积是阻碍老年大学
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新校园改造提升
工程让这个问题迎刃而解。与此同时，
新的管理教学人员配备、专业设置和资
源共享机制，也成为合作办学的创新点
和优势。”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
兼河北老年大学党委副书记张福仁说。

合作办学后，不仅教学场地有了保
障，而且设施更加齐全，院内红枫剧场
可供600多人同时观看演出。校园环境
也更加优美，绿化占校区面积的一半以
上，金桂园、玉兰园、石榴园、海棠园
把校园装点得处处美景。

合作办学后，老年大学组建了新的
领导班子并成立了大学党委，新设了秘
书处、党政办、教务处、学员处、老年教育
部等管理机构，河北工院调入专职管理
干部和专业教学人员充实到老年大学教
学管理队伍中，师资队伍也有了保证。

在教学方面，合作办学前老年大学
所开设专业仅限于书法、绘画、京剧、
器乐等修身养性范畴的几门课程。新的
河北老年大学在参考国内外老年大学专
业设置情况，并对老年学员需求调研
后，学校专业设置更加丰富。如今，“智能手机使用”“摄影”“英语口
语”“线编手工”“工艺美术”等新设课程深受老年学员欢迎。同时，学校
还专门成立思想政治教育部，由副校长兼任部长，每学期定期通过时事报
告会、专题集中学习等形式，向老年学员宣传党的有关方针政策，对当前
社会上出现的诸多舆情热点问题进行分析引导。“这些，在过去仅有20名
管理教学人员的情况下是很难实现的。”张福仁说。

不仅如此，河北工院的图书馆、网络美工实训室、3D打印实训室等大
部分实训室和育米众创空间，还全天候对老年学员开放，实现资源共享。

“作为国内首家以大学规制和标准来建设，首家实施校校合作办学
模式的老年大学，我们将进一步开拓思路，把这里建成河北老年教育的
教学示范中心、老年教育研究中心和老年教育干部师资培训中心。”张
福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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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董少校）“我
在演讲比赛中获得了三等奖，这
是我来到交大后得到的第一个荣
誉。”近日，上海交通大学迎来
13000 多名新生，来自广西的仡
佬族新生李想已先期参加了为期
一周的新生体验营。

上海交大于9月1日至7日举
办了“筑力计划新生体验营”，为
200 多名家庭经济困难本科新生
送上指导和鼓励，帮助他们顺利
开启新的学业和生活。系列活动
包括学长励志讲座、专家入学适
应指导、团队及个人能力训练
等，在篮球比赛、文艺晚会、演

讲比赛中，带领新生认识新环
境，发现新自我。

开学当日，上海交大向全校
500 多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送上

“无忧大礼包”，包括到校路费、
第一个月生活费、助学金、生活
用品补助等，每个价值逾 5000
元。上海交大勤工助学办公室主
任陈恩桃表示，大学的资助工作
也是育人的有效途径。他介绍，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随后将加入爱
立方自强自立联合会，参与公益
活动，服务社会，提升个人能
力，从而由受助者变为奉献者，
在大学里获得全面成长。

上海交大：

开办体验营激励贫困新生

本 报 讯 （记 者 欧 媚） 近
日，记者从清华大学了解到，从
今年秋季学期开始，清华大学将
为全校教师提供教学过程中课程
作业的查重服务，系全国首个对
学生课程作业查重的高校。

清华大学教务处教学质量办
公室工作人员宣华介绍，随着大
作业、小论文等课程考核方式逐
渐取代单一的期末试卷考试，授
课教师或助教无法完全判定学生
作业是否原创，因此采用作业查

重系统能有效预防和发现学术不
端行为。

作业查重采用中国知网检测
系统，在今年秋季学期开设课程的
教师均可以院系为单位申请使
用。查重系统包括三类检测，一是
横向检测，即将上传作业与系统中
已有的海量数据进行对比；二是纵
向检测，可将往年的电子版作业打
包，上传到系统中，防止上下年级
抄袭；三是校内互检，防止同学之
间的相互抄袭。

清华大学：

推出学生课程作业查重服务

本报讯 （记者 董少校） 9
月 2 日，复旦大学迎来 3400 多名
本科新生。学校多渠道传递资助
政策，通过志愿者宣讲、寄送路费、
发放“大礼包”等方式，为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定制个性化资助方案。

在招生工作启动时，复旦大
学就对全校招生组工作人员进行
学生资助政策的讲解和培训，将
资助政策带到招生第一线。在全
校学生中招募的96名学生资助政
策宣传大使及“绿色通道”志愿
者，利用暑假返乡机会奔赴23个

省份，联系所在地的复旦新生，
了解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基本情
况，宣讲相关资助政策。

复旦大学为每名家庭经济困
难新生定制了个性化资助方案，
新生可通过学校招生组、“绿色通
道”志愿者、“绿色通道手机热
线”、联系新生辅导员等方式申请
报到路费补贴。

复旦大学还为家庭经济困难
新生准备了入学生活物资补助和
经济资助“大礼包”，包括日用品、
数码产品和教材减免券等。

复旦大学：

个性化资助家庭困难新生

波音737里
的实训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