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王友文 编辑：禹跃昆 设计：王保英 校对：赵阳
电话：010-82296607 邮箱：zgjybjcxw@163.com

2018年10月30日 星期二

06基层新闻

特别关注

“我第一个主动申请到村小支教，既
是我个人专业成长的需要，也是城乡教育
均衡发展的需要，更和职称评聘等方面倾
斜激励的政策分不开。”近日，正在山东省
日照市五莲县洪凝街道大楼小学支教交
流的五莲县实验小学副校长孙桂莲说。

去年，当地开始全面推行“县管校
聘”交流轮岗时，孙桂莲第一个主动向
学校提交了书面申请。和孙桂莲一样，
仅去年日照全市校长教师交流轮岗就达
到1337人。

是什么吸引了大批城区教师到乡村
支教交流呢？

原来，日照市近年来把发展乡村教
育和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摆在优先发展的
战略地位，补师资、提待遇、抓培训、
促交流，提高乡村学校教师待遇、创新
培养培训等，通过政策激励和引领，初
步形成了乡村教师“下得去、留得住、
教得好”的良好局面，下活了乡村教师
队伍建设一盘棋。

县管校聘——编制管理活起来

农村教师结构性缺编、职称评聘难
等问题，是制约农村教师队伍建设的一
个重要因素。“为了破解这一难题，日照
市将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县管校聘管理
改革和教师交流轮岗工作联动实施，推
动各区县成立了专门的教师管理服务中
心，将全县中小学教师全部纳入中心统
一管理，建立了县域内中小学教职工编
制‘总量控制，动态调控’有效机制。”

日照市教育局局长朱先亮介绍。
一些小规模农村小学、教学点教师

编制不够，怎么办？
“我们按照教职工与学生比例和教职

工与班级比例相结合的方式，核定小规
模学校教职工编制。”朱先亮说。按照这
一办法，全市中小学核增编制 283 名。
各区县还按不超过农村中小学教师编制
总量 5%的比例，核增农村学校机动编
制 625 名，有效解决了农村教师结构性
缺编等问题。

莒县碁山镇大朱汉教学点地处偏
僻，原来教师配备不足，且老龄化严
重，缺少音体美专业教师，后来县教育
局通过 1∶2.4 的班师比，给该校配足了
教师，还通过机动编制，让该校有机会
和中心小学共享音体美专业教师，现在
教学活动开展有了保障。

针对农村中小学教师职称评聘难的
问题，日照在中、高级教师岗位分配方
面，向农村、偏远地区学校倾斜上浮 2
个百分点，全市核增中、高级教师岗位
各 243 个，有效推动了农村教师评中、
高级职称难问题的解决。

城乡交流——教干教师动起来

日照市在职务评聘和特级教师评选
工作中，将教师到农村学校、薄弱学校
任教一年以上的工作经历，作为申报评
审高级教师、正高级教师职称和评选特
级教师的必备条件。在农村学校任教 3
年以上的教师，同等条件下优先评聘。

“这样的激励政策，不仅推动了城乡教师
交流的积极性，也实现了教师由超编学
校到缺编学校的流动，增强了乡村教师
队伍的整体活力和发展动力，促进了城

乡优质教师资源共享。”五莲县教育局局
长韩中杰说。

此外，日照市还把乡村学校任职经
历，作为对45岁以下年轻校长职级晋升
和职称评定的必要条件，结合校长职级
制改革推进城镇学校校长到乡村学校任
职，有效推动了城乡校长的交流。仅
2017年，日照市校长教师交流轮岗就达
到1337人。

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宁波路学校是
一所相对偏远的学校，由 3 个教学点合
并新建，生源外流比较严重，教学质量
不高。2016 年 9 月，当地根据中小学校
长职级制改革的有关要求，原日照经济
技术开发区中学校长张作民由城区交流
到该校任职。两年来，该校教学质量显
著提升，群众对学校满意度不断提高。
学生由合并初的1064人，于今年秋季开
学时增加到1400余人。

提高待遇——岗位幸福感高起来

“自 2016 年开始，日照市每两年奖
励 300 名在乡村学校从教 20 年以上、为
农村教育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优秀乡村
教师 3000 元。”日照市教育局党委委
员、调研员张宏伟介绍。此外，日照市
为每个乡镇配备 2 个专门的乡村学校特
级教师岗位，提高农村教师岗位吸引
力，增强农村教师荣誉感、责任感和幸
福感。

同时，日照市全面落实乡镇工作人员
津贴补贴政策，为乡村教师发放交通补
助。将公办乡村学校缴纳的教师住房公
积金纳入财政保障范围。各区县还通过
在学校或乡镇驻地购买、租赁，利用清理
腾退的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和现有校舍改

建等方式，筹集乡村教师周转宿舍,解决
乡村教师特别是新教师、交流轮岗教师等
的居住问题，让教师能够安居乐业。

已从教22年的莒县峤山镇中心初中
教师刘兴玲，每月享受乡镇工作人员津
贴补贴等，实发工资达到8400元。今年
她又被评为日照市优秀乡村教师，获得
3000 元优秀乡村教师奖励。“享受这么
好的待遇，一定要尽职尽责教好学生。”
刘兴玲说。

创新培训——教师水平提上来

农村老教师及薄弱学科教师，其专
业成长往往容易“被遗忘”。日照市在

《教师素质提升三年行动计划》 中，进一
步明确了乡村教师培训任务，建立了以

“学段全面化、教师全员化、职业全程
化”为基础的乡村教师培训体系，有力
提升了乡村教师的教育教学素养。

在老教师业务提升方面，日照每年
组织 100 名 50 周岁以上的乡村教师到重
点高校研修培训，让农村老教师在专业
成长方面有更多获得感。

此外，针对农村薄弱学科教师技能提
升的问题，2017 年，日照市遴选了 97 名
音乐、美术及英语志愿者教师，对莒县进
行集中帮扶。“我们先后十多次组织7400
余名教干教师参加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
科教师教学技能、省定贫困村小学校长等
培训，深入推进网络直播云课堂建设，为
乡村教师‘教得好’打下了良好的根
基。”莒县教育局局长油文玉说。

日照市还自 2016 年起，每年选拔
100 名左右考生接受山东省公费师范生
教育，毕业后直接到乡村学校任教，补充
后备教师，让农村学校“后继有人”。

补师资 提待遇 抓培训 促交流

日照：乡村教师岗位“甜”起来
本报记者 魏海政 特约通讯员 李波 逄仁霞

■基层速写

这段时间，浙江舟山登步乡
养殖大户杜志芳喜上眉梢。在他
的养殖塘里，起捕的梭子蟹平均
亩产达到了 80 公斤，比一般养
殖户产量高出一倍。“今年围塘
养殖能取得这么好的成效，要感
谢浙江海洋大学许文军教授团
队，塘里放上一种降低围塘梭子
蟹残杀、提高成活率的防残装
置，增产效果明显。”杜志芳激
动地说。

舟山是世界四大渔场之一，
也是我国首个以海洋经济为主题
的国家战略层面新区。作为一所
地方高校，浙江海洋大学近几年
服务海洋经济的“科技包”可谓
鼓鼓囊囊。青蟹生物选种越冬暂
养技术、水库优质野生甲鱼养
殖、溪坑名贵淡水鱼种自然养殖
技术⋯⋯一项项教师团队的科研
创新成果成功地转化到地方海洋
经济之中。更有学生人工智能创
业团队看到了舟山石油战略储备
市场在能源安全上的刚性需求，
研发“油罐管家——磁吸附爬壁
机器人”，申请 8 项专利后又进
入市场“试水”。

“围绕海洋经济办好教学和
科研，我们的重点是结合服务地
方、国家战略，走到基层、走进
企业，变产学研成果为地方海洋
经济发展的‘创新源’。”校长严
小军说。

在专业结构布局上，浙江海
洋大学下了一盘大棋：不断优化
涵盖海、渔、船、港、油、经管 6 个
专业群和水产品、船舶航运、石油
化工、海洋服务 4 个产业链的“6
群 4 链”海洋类专业布局。目前
学校共有48个专业，涉海类专业

（含方向）比例达到 72.9%，集中
全省52.94%的涉海重点。

为了给海洋经济的产学研

“提鲜”，浙江海洋大学建有国家
海洋设施养殖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海洋生物种质资源发掘利用
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以及
26 个 省 部 级 实 验 室 ， 与 国

（境） 外50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
建立了教学科研合作关系。

每年，学校选派 30 名左右
的教授、博士到基层组织、到企
业开展科技研发、战略和管理咨
询、文化建设服务。截至目前，
下基层企业人员已经达到 271
人，共为 300 多家企业解决了
400 多个技术问题。另外，5 年
内共派出 9 名省级科技特派员，
其中6人仍在地方服务。

2009 级学生王小军大四那
年创立了舟山台岛鳅业有限公
司，学校导师储张杰“蹲点”公司，
经常下基地、做调研，帮助王小军
提高了鳅苗成活率，还拓展出观
赏鱼类、养殖废水处理、河道水质
改善等领域。拿王小军的话来
说，储教授是手把手地带着公司
一步步壮大。

而这些产学研的经验和成
果，最后统统进入了学校的“海
洋大数据中心”。中心打通海洋
经济上下游产业链，收集并整理
港航、物流、渔业、船舶、旅游
等涉海行业大数据，建成之后将
反馈给相应的政府部门、产业企
业，提升涉海行业的服务水平。

不仅如此，浙江海洋大学还
先后与舟山市定海区、温岭市建
立了产业科技支撑平台。仅定海
区与学校的合作就开发了科研项
目150余项，为相关企业带来效益
增长超10亿元。“平台扮演了‘科
技经纪人’的角色，入驻的学科团
队研发技术解决区域的难题，为地
方海洋经济发展导入智力‘引
擎’。”校党委书记刘宏明说。

浙江海洋大学：

产学研一体为海洋经济“提鲜”
本报记者 蒋亦丰 通讯员 陈香娟 张乐琼

■一线创新

■基层速递

本报讯 （记者 史望颖 通
讯员 池瑞辉） 新学期，宁波市
实验小学五年级 （2） 班开设了
一门别开生面的班本课程——

“劳动使我快乐”，设置了“衣服
的整理”“书柜的整理”“厨房里
的讲究”“清洁的窍门”等家务
教学课，不仅刷新了孩子们对劳
动的认知，而且让孩子们爱上了
整理与收纳，并让孩子们学会生
活、热爱生活。

“由于家长对孩子智育培养
的极度重视，导致近些年来弱化
了对孩子劳动意识和劳动能力的
培养。”该校教师茅燕琴告诉记
者，表现在学校生活中就是：有
的上学经常忘带东西，课桌里书
包里一团糟；有的用完纸巾掉到
地上，懒得捡起来；有的甚至连
扫个地都嫌累。

“我们开课的目的是想让孩
子们知道劳动并不总是和脏乱差
相关联，收纳里面有学问有美学
也有快乐，要让孩子们学会生
活、热爱生活。”茅老师说。

据了解，本学期该班级共设
置了“衣服的整理”“书柜的整
理”“厨房里的讲究”“清洁的窍
门”这 4 门课程，每门课程的学
习时间持续一个月，并会不定期

“检查”孩子们的学习成果。
“我们多数的孩子不缺乏劳动

意识，关键还取决于教师、家长如
何进行有效的引导。”在茅燕琴看
来，教育从来不是局限于书本和课
堂，更多的是在生活中的点点滴
滴。下阶段，茅老师还将从“自我
服务劳动”“家务劳动”“班务和校
务劳动”“工艺和公益劳动”这几个
板块继续深化该门课程。

开设收纳课 变身“小达人”

夜里9点，麻小娟像往常一样走在通
往孩子宿舍的小路上，伴随着路灯下修
长的影子，她一如这三年的每一个夜晚
般，提前10分钟来到寝室。

麻小娟任教的蔡家岗中心小学，坐
落在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的农村。因交
通不便，她带的六年级（2）班 46 名学生，
有 25 名住校，且基本都是父母一方或双
方均在外务工的留守孩子。

“缺爱”“不善表达和沟通”“渴望得
到老师和同学的关注”，25 名小朋友的

“小心思”，班主任麻小娟看在眼中，想在
心头：该怎么和他们交流心声呢？

住校的夜很安静，正适合讲故事。
2015 年 10 月 12 日夜，查完寝的麻小娟

“逗留”在周家店小学孩子们的寝室里，
借着手电筒的光，开始给大家讲故事。
2016年调入蔡家岗中心小学，学生换了，
故事依然接着讲。这一讲，转眼便是三
年。

“今天会讲什么呢？”早到的 10 分
钟，麻小娟有些期待。白天的好天气使
得夜晚的风也带有一丝暖意，今天会说
什么故事，她自己似乎比孩子还期待。
踮着脚，缓慢地走上二楼，发现右手边的
寝室已经熄灯，她缓缓地走进去，静悄悄
的。

“今天有没有特殊情况？”她轻轻地
问寝室长。寝室长回答：“今天有人不小
心在地上倒了很多水，不过他已经把地
面拖干净了，并且湿了的鞋子已经晒出
去了。”话落，寝室里一片寂静，所有人都

屏息等待，直到她说：“那就开始讲故事
吧。”这时，才听到几个孩子默默欢喜的
声音，好像生怕麻小娟反悔。

即将进入故事时间，站着的麻小娟，
选择了靠门边的床铺坐下，让轮到今天
翻故事的孩子决定自己说什么。

“老师，今天，那个，该坐第三张床铺
了。”有个孩子尴尬又有些吞吞吐吐地
说。她笑出声来，原来是她坐错了床
铺。寝室没有椅子，每次来讲故事只能
坐在孩子的床沿上，她坐在哪个孩子
的床边，就由哪位决定当晚听什么故
事——她的“座位”成了孩子们期待的奖
赏。

今晚的主人公跛子因病常年卧床，
无法像同龄小孩一样正常地学习和生
活。但他身残志坚，靠做手工来补贴家
用。家中经济条件不富裕，偶尔过年他
们能收到富贵人家施舍的衣物。跛子因
为残疾，穿不上什么衣物，也就没有真正
收到过富贵人家施舍的“礼物”。直到有
一天，父母工作的有钱人家送给他一本
书。这份“礼物”，让他的双眼看到了世
界的繁华。了解到宇宙奥秘、自然神奇
的跛子，爱上了阅读。慢慢地，书读得越
来越多的跛子，不仅能为父母答疑解惑，
还建立起自信和勇敢。故事的结尾，跛
子为了挽救即将被猫吃掉的小鸟，居然
站了起来！

故事讲完，大家仍沉浸在奇迹发生
的情节里。

“跛子是男孩儿，竟然会缝手套，我

就不会，我发现只要肯学，什么事都有可
能。”

“跛子读的书好神奇，他似乎什么都
知道。”

“跛子病了那么多年，竟然能站起
来，真是奇迹！”

⋯⋯
静静地听孩子们说完体会，麻小娟

告诉大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长
处，安徒生借用跛子的故事告诉大家：知
识改变命运，善意收获奇迹。

“希望你们都能努力学习，冲出生活
的小乡镇，去更大更远的地方看世界，并
心存善意地对待世界万物。”麻小娟说完
准备离开，有孩子小声给她道晚安。然
后伴随着一句比一句响亮的“晚安”声，
每晚查寝时间最长的班主任，走出寝
室。身后，故事里善良、真诚、个性坚强
的人物形象，融洽有爱的家庭关系与相
处方式等，借着她的声音，传递给孩子，
留在了他们心灵深处。

很多人问：“三年，数百个夜，哪来那
么多故事？”“身为老师，哪有办法拒绝这
些孩子眼中对故事的渴望呢？”麻小娟
说，既然答应给孩子讲故事，就一定要做
到。只要真诚有爱，和孩子一起乐观向
上、积极进取，鼓励他们向梦想靠近，“就
一定不愁没有故事”。

学生宿舍里的“故事老师”
通讯员 彭三英 本报记者 赖斯捷

我身边的
好老师

10 月中旬，甘肃省天水市天气已经
变凉。早上8点，笔者乘天水市特殊教育
学校的送教车从天水市区出发，绕过山路
十八弯，9点半才到了送教的第一站——
麦积区五龙镇上石村的瑞瑞（化名）家。

瑞瑞爸妈去地里干活不在家，老师
一进屋，坐在沙发上的瑞瑞就站起来笑
脸相迎，简单交流之后，三位老师把小
方桌摆在院子中间，然后扶瑞瑞坐下，
赵宝魁老师就开始上语文课，暖暖的阳
光下小课堂显得十分温馨。

瑞瑞是一名智障患者，今年已经
18 岁，因患病一直在家，去年 10 月，
市特教学校把瑞瑞列为“一对一”上门
送教的对象。

和瑞瑞一样，已有60名适龄重度残
疾儿童少年，在家接受一对一的教育，市
特教学校 4 名骨干教师和 1 名专职司机
常年奔跑在上门送教的路上。

“给重度残疾孩子送教上门是一项
新工作，刚起步不是很顺利，由于家长
思想上放弃了，常吃闭门羹，有的家长
还嫌我们多管闲事。”市特教中心办公
室主任任旺成说。

“记得去年老师第一次来我家动员
时，家里只有我和亮亮 （化名），听说
要给孩子上门送教，我想哪有天上掉馅
饼的好事，就给家里人打电话想把他们
赶走。”秦州区大门镇郭陈村的亮亮妈
妈回忆起去年的情景觉得很对不起几位
老师。

“秦州区关子镇一个送教点在山上，
去年不通车，车开到山下，教师还要步行
一个半小时才能到学生家里，去年底通
了公路，今年6月份由于连续降雨引发了
滑坡泥石流，车开到半路，连根拔起的一
棵大树和落下的石块把马路封死了，4个
人只好下车清障。”51岁的送教女教师潘
玲回忆起那天的场面至今惊魂未定。

据赵宝魁介绍，送教点分布在秦州
区和麦积区东西 110 公里、南北 100 公
里范围内的53个村子，其中建档立卡贫
困户 19 户，低保户 18 户，由于每个人的
情况不同，送教老师制订“一人一案”教
育计划，特别严重的学生得先从康复训
练开始，对于自闭症的孩子，得先慢慢地
接近消除孩子的恐惧感。

“送教的村子大多很偏僻，没有饭馆，
送教老师早上出发的时候就都带上午餐，
从不给学生家庭添麻烦。去年9月到现
在已跑了5万多公里了。”司机张江说。

送教老师还有计划地对学生进行康
复训练，劝家长多带孩子到广场、院子，
用体育器械或日常用具锻炼孩子的四肢
和身体的协调性。

“看到孩子有进步，心里就愉悦，觉
得自己的工作没有白干。”青年女教师杨
巧菊觉得以后送教的路还很长。

爱心送到家
——甘肃省天水市特殊教

育学校教师上门送教侧记

特约通讯员 闫锁田

日前，青岛崇德小学组织“三代人共话改革开放四十年活动”，
邀请学生家庭三代人围坐一起，以讲故事、读报纸等方式分享改革开
放40周年的丰硕成果。 本报记者 孙军 摄

图为湖北省十堰市广东路小学深入丹江口市开展“水文化”主题研学之旅。在活动中，学生
们先后参观了丹江口市农夫山泉生产基地、丹江口大坝、沧浪洲湿地公园。在研学活动结束后，
学生们纷纷制作精美的手抄报，编写“水文化”调研报告，班主任编制图文并茂的美篇作品一同
分享。将学与游融为一体，已然成为学校素质教育的新内容和新方式。 丁昌爱 文/摄

万千世界
是教科书

本报讯 （记者 龙超凡 通
讯员 朱秀兰 魏阁） 近日，莆
田学院举行首期莆仙戏文化传播
人才培养特色班开班仪式，19
名学员从该校音乐学等专业中选
拔。这是高校首次开设莆仙戏曲
本科专门人才培养特色班。

莆仙戏是在唐朝百戏和宋代
傀儡戏的基础上发展而形成的福
建地方传统戏曲，被称为中国古
代戏曲艺术形态的“活化石”，
2006 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
据介绍，莆仙戏文化传播人

才培养特色班分别设置了莆仙戏
表演、莆仙戏作曲两个培养方
向，旨在培养具有比较扎实的人
文学科基础理论，较好掌握莆仙
戏相关的文化知识、语言学等相
关基础知识与技能，能较好地从
事莆仙戏表演、作曲、编剧、舞
美设计、文化宣传、文化生态保
护等相关工作的莆仙戏文化传播
应用型专门人才。

莆田学院开设莆仙戏培养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