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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山，一座山水孕育的城市。在
这片有着耕读传家传统的热土上，有
一 个 名 叫 浙 江 省 江 山 中 学 的 学 校 。
2018 年 11 月 25 日，这所学校将迎来
她建校 80 周年的生日。

筚路蓝缕启山林，栉风沐雨砥砺
行。学校源于 1737 年知县宋云会创建
的官办文溪书院，传承于 1906 年知县
李钟岳奉命改名的县立江山中学堂。
1938 年 7 月，在传承着 200 年“县学”
的文脉之地，现代意义的江山中学之
前身“江山县中学生暑期补习学校”
开始开班办学，在漫天的战火与硝烟
之间，学校数易其名，几迁校址，依
旧坚持办学的质量与严谨，在多次省
抽考中，学生总成绩名列浙江各县中
学生补习学校之冠。1981 年，学校被

列为浙江省重点中学，1997 被浙江省
教育部门命名为浙江省一级重点中
学，并于 1999 年成为浙江省首批通过
省一级重点中学复评的 33 所学校之
一。2014年12月被浙江省教育部门确认
为浙江省一级普通高中特色示范学校。

江山中学在传承中不断创新，在
发展中不断超越。学校新校区占地
350 亩，建筑面积近 8 万平方米，现有
教学班 48 个，学生数 1920 人左右，教
职工 242 人。学校秉承“团结 进取
勤勉 求实”的校训，确立了“校以
育人为主，师以敬业为乐”的办学宗
旨，逐步形成了“人文和谐、自主成
长”的教育理念，明确了“培养健
康、自立、科学与人文素养和谐发展
的江中人”的育人目标。课堂内外，

以人为本，青春的活力在这里绽放。
传统的育人理念——“三自教育”，旨
在培养学生自学、自理、自管的能
力，培养了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奠
定了学生坚实的学业基础、塑造了学
生健康的人格品质。学生们以兴趣为
指引，参加健美操、学生电视台、话

剧、跆拳道、足球、篮球、机器人、
无人机等社团，凭借良好的综合素
质，在国内外各类高层次舞台上闪亮
登场，摘金夺银。在江中，你可以看
到一群好友志同道合，或在小荷文学
社品味经典，或在翰林轩挥毫泼墨，
或在学生电视台记录校园的点滴精

彩、创作影视作品，或在爱乐合唱团尽
情放飞心声。同一片时空，不一样的精
彩，在江中，不同个性、不同能力的
学生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机会和舞台。

三尺讲台，春风化雨，一批批名
师学者在这里躬耕不辍，默默传承师
者之仁心。因为深知教师这个职业所
肩负的神圣使命与责任，江中的教师
们丝毫不敢懈怠。他们始终践行“情
理方格”的教风，率先发起“非指示
性”教学改革，把学生当作平等独立
的个体，引导学生学会自主学习、自
主判断。他们持续专注科研创新，不
断提升自我的专业素养，并在各级各
类教学比赛中屡获佳绩。江中，不仅
是学子成长的乐园，也是教师发展的
舞台。数十年来，这里先后走出了多

名特级教师、衢州名师。正是他们的
辛勤耕耘，才让这里愈加枝繁叶茂、
桃李芬芳。

岁月流转，文脉贯通今昔。风霜
砥砺，同学且共朝夕。80 年过去了，
一批又一批的江中学子在这里编织着
自己的梦想，并从这里走向全国、走
向世界。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了院士
教授、人民公仆、传媒精英和商海俊
杰等。昨天，他们以江中为荣，今
天，江中以他们为傲。2018 年 11 月 25
日，浙江省江山中学建校 80 周年纪念
活动，欢迎校友们回家团聚！我们相
信，在万千校友的祝福声中，江山中
学这艘航船将乘风破浪，一路向前，
迎接更加璀璨的明天！

（叶莲军）

风雨兼程八十载 桃李芬芳满园春
——写在浙江省江山中学建校80周年之际

作为校长就要“理念入心”

邵 而 小 学 认 为 ， 作 为 一 名 现 代
人，什么都可以少，唯独思想不能
少。这是因为思想决定行为，行为决
定习惯，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
运。邵而小学是一所农村学校，与城
市学校相比没有市区学校接受新思
想、新理念来得快。由于学校地域不

同和环境不同，接受的教育程度也不
尽相同。学校的体会是：农村学校的
管理和教育，方法和教学绝不能生搬硬
套，教育学生就要因材施教，管理学校
更应因人制宜和因地制宜。为此，学校
发起“永远都要坐前排”的思想大讨
论，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力争一流，要
有永远坐在别人前头的理想。

“永远都要坐前排”是一种积极的
人生态度，它会激发每一个人一往无

前的勇气和争创一流的精神。学校将
“坐在前排”当成一种人生理想，无论

做什么事情，思想态度决定行动高
度。作为一所学校，主要看师生的共
同发展和成长。在邵而小学，领导

“管得少”却“理得多”，这个“理”
是理念、是理想、是理论、是理解、
是理顺、是道理。只有把思想放在做
人做事之中，才能实现春风化雨、润
物无声的教育目的。

作为教师就要“成为名师”

提起王义超，他在党家教育办远
近闻名，成为一名明星教师。他从教
20 多年，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不但
国画画得好，还写了一手好字。小学
教育要开设书法课程，于是，王老师
担当重任，从 2016 年 9 月新学期，成

为学校专职的书法教师。经过半年时
间的努力，以前从来没学过书法的农
村孩子写得一手好字，在区中小学生
书法大赛中获得了特等奖和一等奖。
用王老师的话说，通过自己的实践和
借鉴古时“双钩填墨”法，让这些孩
子一下子走进了书法的乐园。

现在 ， 学 校 的 书 法 社 团 从 十 几
个孩子达到了近百人。对此，王老
师欣慰地说，作为一名教师，恨不
得每天都在学校给孩子们传授书法
绘画技艺，让每一名学生都能精彩
绽放⋯⋯

作为学校就要“享有幸福”

教 育 就 是 育 人 ， 学 校 就 是 播 种
机。近年来，学校始终遵循教育规律
和师生发展成长规律，让每一名教师

享有幸福指数。随着国家计划生育政
策 的 调 整 ， 截 至 2018 年 8 月 近 3 年
间，学校 39 名教师相继有 11 名教师生
育二孩。李丽老师教毕业班下来本应
缓一缓，但她依然接下一个班的语文
兼班主任工作，让其他老师安心地休
产假，还承担起了全校教学管理工
作，带领语文团队进行主题教学研
究。一学期下来结出了累累硕果，第
二学期她一跃成为党家教育办的语文
学科带头人。

许多教师这样做说明什么？作为
一名教师做任何事情，只要确定好了
目标，就要像播种机那样播撒出希望
的种子，让其尽情地生根、开花、结
果，做到稳中求进、步步为营，才能
真正体验到天天有收获感，月月有成
就的幸福感。现在，学校副校长公东
云、美术教师张芳老师，都开设了沙

瓶画校本课程。学生们通过这门课
程，掌握了一项艺术技能，提升了师
生的艺术品质。孩子们的作品多次获
得市区一等奖。

两年间，有 1 人被评为济南市优
秀班主任，2 人被评为市中区优秀教
师，4 人被评为市中区优秀班主任，
还有 50 多人次被评为党家教育办优秀
教师和先进工作者；青年教师王玉洁
连续两年被评为区优秀班主任。语文
组被评为市中区先进教研组，学校被
评为济南市卫生先进学校。

学校是师生幸福成长的摇篮，学
校是点亮师生智慧的灯塔。让思维像
水一样流动，让学校启迪学生的思
维，让校园处处闪耀智慧的光辉，是
邵而小学创新发展的目标，也是邵而
小学教育者的理想和追求⋯⋯

(刘序平)

让校园处处闪耀着智慧的光辉
——记山东省济南市邵而小学的创新实践

校长是什么？学校又是什么？一名校长就是一所学校，一个
有思想的集体一定能够打造出一所好的学校。作为校长和教师就
应该坚定这样的信念。近年来，山东省济南市邵而小学以勇于担
当的精神，不辱使命，开拓进取，求真务实，开拓创新，让每一
名师生充满了自豪感，将一所薄弱的学校变成了师生的家园、学
习的学园、幸福成长的乐园。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抓住我国职业教
育方兴未艾的历史机遇，艰苦创业、自
强不息，摸索出了一条传统师范院校向
职技高师院校转轨换型发展之路，构建
了“三对接”职教师资培养体系。

学校以“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
践能力的职教师资、普教师资和其他
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为主要任务，
积极实施高等职业教育、职教本科师
资和硕士研究生职教师资多层次人才
培养，积极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形成

“三对接”的职教师资培养体系。
“三对接”的职教师资培养体系是

指对接中职，开展职教对口招生培养
职教师资和应用型人才；对接高职，
开展“专升本”职教本科师资和职教
应用型人才培养；对接中职教师，实

施职教教育硕士培养。
2010 年开始，学校将职业技术师

范教育和普通师范教育纳入特殊岗位
指向的应用型教育，立足学校实际，
在对普通本科生实施分流培养基础
上，实施职教类、普教类和其他应用
类分流培养。即：一个专业可以根据
其人才培养需要，设置职教类、普教
类或其他应用类职业方向，可以选择
三类分流同时培养，也可以选择两类
或一个方向进行培养。实现学生专业
知识培养与实践能力、岗位适应能力
培养相结合。

“三位一体”分流培养课程体系即
“综合素质、专业能力、职业方向”，

通过“公共基础课程模块、学科基础
课程、专业主干课程、职业方向课

程、综合实践课程”五大课程模块的
知识与能力培养，实现既重专业又重
学生就业适应能力的培养。

学校要求各类专业至少与企事业
单位共同开发不少于 8 学分的合作教
育课程，其中职教类专业与中等职业
学校合作教育课程不少于 4 学分；普
教类专业鼓励与普通中学合作开发课
程，应用类专业则鼓励与行业企业合
作开发课程。药学院与江西汇仁药业
等企业共同开发课程、编写出版 《药
物制剂工程技术与设备》 教材，该课
程已获批为省级精品课程。

学校实施“四个三”中职教育硕
士 培 养 模 式 ， 即 ：“ 培 养 单 位 三 主
体”——以培养高校、行业企业和中
职学校形成联合培养主体、共建培养

基地，共施课程教学、实践指导和研
究指导，形成三方深度合作、优势互
补 、 协 同 培 养 ；“ 培 养 课 程 三 模
块”——构建“教育教学、专业、综
合素质”三模块课程体系，落实教育教
学知识和教学能力、专业知识和专业能
力、综合素质和发展能力三大目标；“培
养过程三阶段”——实施高校课程学
习、行业企业学习和中等职业学校学习
三阶段培养，理论与实践交叉融合，课
程学习期间穿插实习，实习期间穿插课
程学习；“培养指导三导师”——为学生
配备三方导师，即高校导师、行业企业
导师和中等职业学校导师，三个导师共
同参与，从而使指导工作更加有效。

学校成立了职业教育研究院，以
职业教育研究为引领，以职教师资培

养为核心，以全国职教师资培养培训
中心为阵地，以全国重点建设职教师
资培养培训中心、江西省职教师资培
养培训实训中心、职业教育研究院为
支撑搭建职教师资培养平台，完善职
教师资培养培训体系，优化职业教育
研究资源，实现了职教师资培养、培
训和研究三者互为支撑、互相促进的
职教特色品牌的打造。

学校多年来积极对接江西省中高
等职业教育，已经培养了近万名高素
质的职教师资，在全国职教师资培养
领域颇有影响。

学校以职业教育研究院为依托，
积极参与江西省职业技术教育调研、
规划、考评和决策参考等工作，大力
提高培养职业教育人才、服务江西省

及周边省市职业教育的能力。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学校

创新职教师资培养体系的实践探索，
列入了江西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试点，
先后在全国会议上作典型经验交流。
目前正在抢抓全省产业结构和经济布
局全面调整、大力发展职业教育、高
教强省的有利时机，站在时代发展的
制高点上，实施办学创新工程，推进
新校区建设，实现学校功能、特色的
整体再造，到建校 100 年，凸显以职
业教育学为代表的部分学科居于国内
一流水平，一批学科居于省内一流水
平，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明
显增强，建成具有鲜明职教特色的高
水平教学研究型大学。

（陈玉蓉 陈海涛 谢慧芳）

高擎职教师资培养大旗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构建“三对接”职教师资培养体系纪实

湖南农业大学理学院材料化学专
业是国家首批“新工科”建设项目资
助建设专业。该专业自 2008 年获批招
生以来，一直秉承以材料化学基础支
撑大农学交叉融合发展，以培养专业
文化基础扎实、实验操作能力受到全
面训练、自主学习能力已经养成的助
力湖南区域经济发展应用人才为目
标，为国家材料建设各条战线输送了
上百个优秀人才。

针对在农业大学里如何办好材料
化学专业，在湖南农业大学理学院组
织的 2014 年材料化学专业人才培养方
案修订会议上，作为材料化学与农学
交叉融合发展讨论会邀请专家，湖南
农业大学农学院李瑞莲副教授提出了
材料化学专业必须紧紧依靠农业院校

背景，围绕农具和农业机械生锈的问
题指导建设了“材料工艺与设备”和

“腐蚀电化学”两门选修特色课程，围
绕农作物栽培与生长过程检测相关问
题指导建设了“计算机在材料科学中
的应用”选修特色课程；在 2016 年材
料化学专业申报学校综合试点改革项
目会议上，李瑞莲老师提出了开展以

水稻秆和油菜秆等农业剩余物为源材
料的制备、表征教学实践，探索具有
鲜明农业院校材料化学专业工科人才
培养模式，指导修订构建了“生物质
功能材料化学”特色必修课程；在
2018 年围绕“新工科”建设的材料化
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修订会上，李老
师与时俱进地倡议构建“材料加工与
成型”课程，补充材料化学专业人才
培养方案最后短板，帮助理学院构建
了材料化学领域基础厚实、具有鲜明
农业院校特色的“新工科”材料化学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李老师的积极参
与和版规建议受到了理学院和学校教
务处的一致称赞。

针对湖南每年 4400 万吨秸秆资
源，国家明令禁止秸秆就地焚烧破坏

社会生态问题，湖南农业大学农学
院积极推进农学学科与材料学科交叉
融合，探索水稻秸秆材料化高值利用
在材料化学专业、农学专业本科生创
新人才培养模式新途径。围绕农业剩
余物材料化高值利用，根据国家发展
战略要求，李瑞莲老师积极与理学院
材料化学专业老师合作，以设计性、
探索性和综合性实验项目形式，开展
了水稻秸秆材料化应用新工艺、新方
法和水稻基功能材料的制备、表征与
应用等内容写进材料化学专业“生物
基材料综合实验”“材料化学专业专题
实训”“材料化学专业生产实习”必修
课程的教学探索，初步形成了农业院
校材料化学专业“新工科”建设本科
生创新人才培养新特色。

除了积极参与材料化学专业在本
科创新人才“新工科”建设新模式探
索以外，湖南农业大学农学院，围绕
农业秸秆在肥料化、饲料化、能源
化、基料化和原料化方面进行了应用
新技术科学研究的前期探索，研究了
Fe3O4@P4VP@FeCl3 和 Al-MIL-53 衍生
的 MOFs 的制备及其催化效果，为催
化降解秸秆类生物质中木质素提供理
论基础和新的研发思路，相关成果已
发 表 在 国 际 期 刊 《RSC Advances》
上。围绕秸秆类农业剩余物高附加值
和新功能性产品在国家战略高度的矿
产资源和新能源领域产业上的应用，
作为主要研究成员，李瑞莲老师联合
理学院生物源功能材料科研团队申报
了湖南农业大学第二批重大科研项目

暨创新团队培育工程项目“秸秆类农
业剩余物的高值材料化及其产业化应
用研究”和湖南农业大学“双一流”
建设项目“基于农业院校材料化学专
业‘新工科’建设项目的国家教学成
果奖培育”，为材料化学专业“新工
科”创业人才培养模式提供了可能，
为材料化学专业正在开展的“新工
科”建设工作提供了良好的思路。同
时，从理论层次和应用层次拓展了秸
秆类农业剩余物的综合利用，将有效
解决湖南省面临的能源资源短缺和空
气污染的问题，提升湖南省在秸秆综
合利用方面的竞争优势，对于促进湖
南省优化产业和能源结构，保持经济
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农学与材料化学专业交叉融合结硕果
——湖南农业大学理学院材料化学专业“新工科”建设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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