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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展台 11

让中小学生参加“职场式”社会实践，给新市民提供“免费增值”培训，帮
农村老人圆“大学梦”……

“海曙模式”
打造社区教育发展的
“新样本”
“小菜鸟”勇闯职场
适岗式暑期实践活动
开全省先河
今年 2 月，国家教育部门等四部委联合印
发 《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
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引发社会各界
关注，但许多人更关心的是，课外负担减轻
后，学生课外究竟该干什么？在宁波市海曙区，
一项坚持了6 年、影响力越来越大的中小学生社
会实践活动，为学生健康、快乐地度过课外时
光，提供了极具创造性、操作性的经验借鉴。
多年前，社会实践活动就进入海曙教育人
的视野，2011 年，国家教育部门在 《关于联合
相关部委利用社会资源开展中小学社会实践的
通知》 中明确指出，要将开展社会实践作为推
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重要举措。然而长期以
来，青少年社会实践活动基本弱化成为一场
“盖章游戏”：学生只是假期初到社区报到，结
束的时候再来社区敲章以便开学向老师交差，
基本就是“走过场”。这与国家及国家教育部
门关于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精神严重
不符，为此，海曙区开始了积极的探索。
从 2013 年开始，海曙区就通过招聘会的
形式，为青少年提供社会实践的机会，这种新
型的社会实践模式便是“海之梦”浸润型青少
年社会实践活动。
“海之梦”基于两层含义，一
为“孩子梦”的谐音，即孩子的梦想；二为
“海曙之梦”
，代表着孩子是海曙的梦想和未来。
“海之梦”招聘对象主要为新初二和新六
年级学生，通过整合优质社会资源组建社会实
践基地、开发实践岗位、招募志愿者、学生自
主应聘、实践基地进行录取、学生开展岗位实
践等流程让学生在真实社会环境中得到历练。
6 年 来 ， 海 曙 区 共 建 成 800 余 家 实 践 基
地 ， 覆 盖 全 区 12 个 镇 （乡） 街 道 ， 累 计 有
9500 余名学生走入“职场”，亲身体验社会生
活。今年暑期，就有 2300 多名学生分批走上
讲解员、银行职员、图书管理员、超市理货
员、医院导医员等社会实践岗位，进行每人为
期 5 个半天的职业体验。
此前，一项关于“海之梦”的调查显示，
88%的孩子表示，比起那些“补习班”，社会
实践更有价值。56%的家长表示，参加社会实
践后孩子更能理解父母，愿意与他人沟通；所
有被调查的实践基地都表示还要继续参与这项
活动。“海之梦”充分实现了“学生有收获、
家长见成效、参与单位有所得”的多方共赢、
良性循环的目标。目前，“海之梦”已走出海
曙、走出宁波，成为全国终身学习品牌项目。

点点鼠标选保姆
通过“星级”实现家政
员增值
家政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既是关系经济
社会发展和民生的大事，也是关系教育适应社
会、为生产生活服务的大事。一个好保姆，幸
福几家人，为满足市民的需求，2004 年海曙区
社区学院与宁波市家协、宁波“81890”服务
业协会联手建立“中国家庭服务业协会 （宁
波） 培训基地”“宁波 81890 培训基地”，率先
在宁波推出“星级家政员”培训，重点开展清
卫、月嫂、护工等“星级家政员”培训。学院
依托行业协会，实施“校企合作”模式，与企
业签订培训就业一体化协议，共同确定招生对
象、教学安排、结业学员使用等事宜，实行招
工与招生同步、培训与就业一体；针对家政从
业人员整体素质低的现状，着重加强技能实操
培训，建立校内家政培训实操室和校外实习基
地；立足家政从业人员培训教学大纲，整合学
校、企业、行业协会的资源，邀请专家编写
《现代家居保洁技艺》 教材，充分体现宁波家
政地方特色；拓展培训项目，开展“微家政”
培训，让市民实现点点鼠标就能轻松“网购”
家政服务，足不出户就可挑选中意的家政人
员，按按手机就可以网上付款和评价的梦想。
几年来，学院已培训了“星级家政员”
6000 多人。
“星级家政员培训”在促进员工素质
提升、收入提高的同时，行业经营管理水平、
服务技能水平也明显提高。学院提炼的 《“星
级家政员”培训助推区域家政服务业发展》 被
汇编在浙江省 《社区教育服务民生创新工作案
例集》，研发的 《现代家居保洁技艺》 教材被
评为宁波市第二批地方特色教材。学院 3 次荣
获“全国家庭服务业先进培训单位”“全国家
庭服务业先进服务单位”等称号。“星级家政
员”培训项目荣获省、市成教品牌项目。

变博物馆为学堂
打造市民终身学习体验
基地
随着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理念的日益普
及，居民参与学习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多元化

工作室为落脚点，对社团骨干进行系统培训。
再其次，三级社区学院互动，对社团成员进行
专业培训。三、公益导向，拓宽社区教育领
域。主要借助两个平台：一是宁波市志愿者培
训基地。2014 年 4 月，宁波市“81890”求助
服务中心首批志愿者培训基地在海曙区社区学
院揭牌，重点对党团员志愿者、文明创建志愿
者及特色社团进行岗位培训。二是海曙区“公
益创投”项目。为鼓励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区
建设，2011 年起，海曙区以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为平台，组织开展以福彩公益金资助项目和社
会工作专项经费资助项目为主要内容的公益创
投活动，申报成功的公益创投项目能得到政府
部门一至三万元不等的经费支持。近年来，海
曙区每年投入 200 万元用于公益创投项目的扶
持，覆盖长者照护、幼小关爱、健康促进、社
区自治、绿色环保、城乡融合等多个方面。

海曙区是浙江省宁波市中心商贸商务区、历史文化名城核心区，区域面积 595.5
平方公里，常住人口 90 万，下辖 7 个镇、1 个乡、9 个街道，167 个行政村、98 个社
区、5 个城镇居委会。2008 年 2 月，海曙区被国家教育部门授予首批“全国社区教育
示范区”称号。近年来，海曙区以“发展内涵，提升层次，打造品牌”为目标，通
过加强基础建设，创新各类载体，多渠道深化社区教育工作，努力构筑服务型社区
教育新模式，先后获得浙江省首批学习型城市、全国终身学习品牌项目等荣誉。

免费培训 政府买单
“新市民”培训模式全
国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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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海之梦”中小学生社会实践活动招聘会
② 娃娃楼长向居民宣传文明知识
③“星级家政员”培训
④ 游学王升大博物馆，体验手工中的糯香

的学习需求持续增长，而现有的学习资源和学
习方式已经越来越不能满足居民的学习需求，
海曙区依托民间博物馆打造市民终身学习体验
基地，进一步优化了终身学习资源配置，丰富
了市民终身学习项目，创新了互动体验式学习
方式，加强了终身教育基础能力建设，构建起
开放共享的终身教育服务体系。
一是深入调研，挖掘一批体验式民间博物
馆。为进一步整合利用公共教育资源，拓展市
民终身学习场所，提升终身教育服务能力，海
曙区社区教育导师工作室成员深入镇 （乡） 街
道调研民间博物馆。据统计，海曙区共有 12
家民间博物馆，这些民间博物馆配套设施完
备、管理规范。海曙区社教委为进一步发挥它
们的作用，今年开展了海曙区首批市民终身学
习体验基地评选活动，旨在建成一批主题丰
富、层次多元、亮点突出、市民广泛参与的市
民终身学习体验基地。同时积极申报省市市民
终身学习体验基地，其中高桥镇王升大博物馆
成为浙江省市民终身学习体验基地。
二是校企合作，实现“三个转变”。海曙
区充分发挥社区学院 （成人学校） 的作用，与
民间博物馆深度合作，实现“三个转变”，让
博物馆更好地为社区教育服务。一是变博物馆
为学堂；二是变博物馆工作人员为教育服务
者；三是变博物馆文化资源为社区教育课程。
开展体验式培训，既满足市民的学习需求，也
让宁波的传统文化得以传承。
三是拓展渠道，培育体验基地师资队伍。
为了让体验基地更好地服务市民，海曙区社区
学院 （成人学校） 在体验基地的师资队伍建设
上狠下功夫。一是努力做好博物馆工作人员向
教育服务者转变工作，学校有意识地引导这些
工作人员参与到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学习活
动中来，精心安排教师培训，提高基地教师的
授课能力；二是培养一批基地的讲解员，充分
利用“海之梦”中小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培育
基地的小小讲解员，在节假日、寒暑假，为市
民讲解博物馆历史文化。
几年来，海曙区整合区域内的民间博物馆
资源，以社区教育为载体、乡土文化传承为核
心，探索市民体验式学习，提高市民学习的快

⑤ 集士港镇老年大学学员专心学习
⑥ 高歌赞颂好日子
⑦“新市民大课堂”进建筑工地

乐感，而且发扬传承了传统文化，深受市民的
青睐，助推乡村振兴战略。

农村老人圆“大学梦”
“活到老学到老”有了
海曙样本
新学期伊始，海曙区各个乡镇老年大学又
迎来了一批新学员，来自海西 9 个镇 （乡） 街
道的老年学员热热闹闹地开始了他们的“大学
生活”，这些学员绝大多数都是文化程度不高
的农民，年轻时没有机会入读大学。随着经济
条件的好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特别是闲
暇时间越来越多，他们对知识技能的渴求也日
益增长，在家门口“上大学”的愿望日益强烈。
国家办公机构印发的 《老年教育发展规划
（2016—2020 年）》 明确指出：发展农村社区
老年教育，有效整合乡村教育文化资源，以村
民喜爱的形式开展适应农村老年人需求的教育
活动。基于此，海曙区将办好乡镇老年大学作
为推进农村老年教育发展的重要载体，常抓不
懈。目前，各镇 （乡） 街道老年大学开设了太
极拳、太极剑、健身操、拉丁舞、二胡、越
剧、烹饪、电脑等 10 多门课程，注册学员近
2500 名。
办好乡镇老年大学，海曙区牢牢把握“三
个结合”办学理念，即坚持“按需教育、素质
教育、生活教育”相结合的老年教育办学方
向；坚持“健康养老、文化养老、生产养老”
相结合的价值取向；坚持“学用结合、学乐结
合、学为结合”的施教方针。在教学过程中始
终围绕“学用融合”“学乐融合”“学为融合”
的“三性一体”教学形式。同时，通过强化科
研，不断挖掘老年教育的潜力，多项科研成果
在全国、省、市获奖。2017 年，集士港镇成人
文化技术学校开展的“乐学集士港”老年课堂
被评为浙江省和宁波市终身学习品牌项目。在
宁波市社区老年大学建设经验交流会上，学校
分享了老年教育工作的先进经验。今年，学校

申报的“乡镇老年大学开展三级培训模式的研
究”成功立项为 2018 年宁波市教科规划成人
教育专项课题。

共筑居民和谐之家
民间组织如雨后春笋
涌现
海曙区高度重视学习型社团培育和发展工
作，按照“政府引导，民间主办，突出重点，
加快发展，分类指导，运行规范”的总体思
路，大力培育和发展社区民间社团组织。至今
已有社区民间组织 1000 多家，涌现出了一批
在社区教育中产生积极影响的民间组织，如南
门街道的“九九网”志愿者协会、望春街道的
“叫醒耳朵”读报组、白云街道的“恒爱”公
益编织站、鼓楼街道的“苍水红日”艺术团以
及活跃于各行政村 （社区） 的腰鼓队、健身
队、志愿者团队等，这些民间组织为倡导社会
文明、开展社区教育、凝聚社区居民、丰富社
区文化生活发挥了积极作用。
为扶持、培育社区民间组织，海曙区主要
做好三件事：一、管理先行，完善学习型社团
管理体制。首先，规范学习型社团的档案，要
求每个社团档案需有登记备案表、总体介绍、
成员名册表、管理细则、活动记录表等。其
次 ， 实 施 “ 一 社 区 一 工 作 室 一 社 工 师 （助
理） ”管理。2011 年海曙区在社区建立社区社
会工作室，借此契机，实施“一社区一工作室
一社工师 （助理） ”管理模式，发挥社工在社
区教育项目的策划、组织、实施方面的主导作
用，引导社团组织有序参与各种活动。最后，
开展学习型社团的创建、评比和展示活动。每
年在海曙区开展优秀学习型社团或优秀学习型
社团负责人评比活动，今年还开展星级社团创
建，通过创建及评比促进社团发展。二、培训
带动，培育特色学习型社团。首先，借助海曙
区社区学院的平台，对社团负责人进行分类培
训。其次，以街道民间组织联合会、社区社会

海曙区按照“政府推动、搭建平台、培育
主体、满足需求”的社区教育发展思路，把
“新市民”培训纳入学习型城市创建内容。从
2005 年开始，每年安排专项经费，在“新市
民”中开展了“关爱新市民、共建新家园”活
动，活动包括“新市民”文明科普素质工程、
普网工程、心理健康关爱工程和职业技能培训
工程。秉承“全员参与、免费培训、政府买
单”的培训理念，免费对辖区内的“新市民”
进行系列培训。在区政府部门主导、各部门合
力推动下，通过扶持新市民社团组织“新居民
联谊会”、创建新市民学习型家庭、基于“新
市民”需求设置菜单式课程、开展送教上门、
订单式培训等方式形成了“新市民”培训“海
曙模式”。其内涵在于区域、镇 （乡） 街道和
行政村 （社区） 一体化办学，培训、就业一体
化服务以及课程、学分一体化管理相结合。并
呈现以下特色：体现区域政令性指导和三级政
府行政主导相结合的领导体制，以社区学院为
教学基地、以培训带动就业为办学目标的教学
体系、课程制和学分制相融合的管理过程。
通过教育培训，广大“新市民”提高了就
业竞争力，拓宽了就业渠道，2014 年 11 月 1 日
《东南商报》 报道：“从四川来浙江宁波打工的
杜永根，不但拿到了电焊工等级证书，成了中
级电焊师，企业还给他加了工资。这多亏了海
曙区社区学院办的‘新市民’电焊培训班
啊！”杜永根说，他参加的培训，自己不用掏
一分钱，培训费、教材费、考务费等全由政府
部门负担。事实上，他只是宁波市海曙区“关
爱新市民、共建新家园”活动中受益的 11.6 万
余名外来务工人中的一员。已经有越来越多类
似杜永根这样的新市民在广阔的就业前景的感
召下，走进课堂，接受培训，获得相应技能证
书，参与激烈社会竞争，并最终赢得就业机
会。
目前，海曙区新市民培训模式已经推广到
全国，《人民日报》《浙江日报》 等媒体多次进
行过报道，在全国社区教育工作研讨会和浙江
省社区教育工作现场经验交流会上，专题进行
了经验介绍。相关各级领导先后考察了海曙区
新市民培训工作，高度评价海曙区新市民培训
“打出了新市民的品牌”，是“新市民大课堂，
开创社区教育先河”。

导师工作室共学共享
城乡社区教育工作者
形成共同体
海曙区社区教育导师工作室是首批省级社
区教育导师工作室。是由省社区教育指导中心
授牌并管理，旨在打造一批在社区教育教学实
践、科学研究、资源建设等方面形成突出成
果，在全省范围内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的社区教
育导师工作室。工作室由海曙区社区学院书记
张 雪 琴 主 持 ， 以 各 镇 （乡） 街 道 中 10 个 睿
智、热心、有拼劲的年轻社区教育工作者为成
员。在张雪琴老师的带领下，工作室成员一起
学习社区教育、成人教育专业知识，共同参与
论文、课题撰写、社区教育活动方案策划等专
项培训；一起研讨社区教育工作中存在的亟待
解决的问题或工作中的亮点，共同开展社区教
育课题研究，“‘星级学习型社团’培育的研
究与实践——以海曙区为例”被列为宁波市教
科规划成人教育专项课题；一起做社区教育专
职工作者培训项目，通过区内社区教育工作者
的专题培训和技能比武，共同提升社区教育工
作者的业务水平；一起挖掘社区中的“能工巧
匠”，开发一些贴近居民生活、符合居民的学
习需求，尤其是心理上认同的微课，传播区域
特色的历史文化资源。工作室这个共学共享、
互助提高的学习团队，在提高工作室成员业务
素质的同时，促进了乡镇街道社区教育工作者
素质的整体提高，促进了城乡社区教育工作者
的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