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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日前报道，近年来，研学旅行
受到越来越多中小学生的青睐。但是，全国
各地中小学校研学旅行参与率存在不平衡
性。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研学旅行研究
所2018年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4000多所
学校、3.3万名家长开展随机抽样调查，发
现全国研学旅行学校参与率平均为38%。

对此，专家提出，要强化体制机制建
设，加强研学旅行顶层设计，明确课程地
位；要规范出台各类标准；要重视基地营地
研学导师的培养培训；要积极推进基地营地
建设，加强对旅行社的指导，突出研学旅行
的社会效益。

研学旅行曲高和寡？

/ 漫话 /

察
教育

观
过年期间，你去看望过自己的

老师吗？每逢春节，许多人会看望
或问候自己当年的老师，共叙师生
情谊，但也有人由于种种原因，对
自己的老师敬而远之，甚至抱有不
满情绪。前不久曾引发热议的河
南栾川一男子 20 年后拦路报复性
殴打老师一事，就是一例。

在当下的社会语境中，“尊师”
一词变得有些复杂，比如逢年过
节，“给教师送礼”经常被拿来炒作
一番。尽管各级教育主管部门三
令五申严禁教师违规收受学生及
家长礼品礼金，但总有些家长变着
花样地向教师“表达心意”。这种

表面上的“尊重”其实严重扭曲了
尊师的本意，还可能让教师群体陷
入舆论旋涡。

揆诸当下，不尊教的现象涉及
方方面面。在网络上检索“教师被
殴打”，相关新闻不在少数，而打人
者经常是家长或学生。究其原因，
往往并非什么深仇大恨，而只是对
教师的某一言行有所不满——有
时教师不过是批评了学生几句或
者对学生的不当行为进行适当惩
戒，家长就此认为孩子受到了虐
待，于是对教师恶语相加，甚至拳
脚相向。

毋庸讳言，尊师重教的优良传
统当下正遭遇一些挑战，师道尊严
在某些人眼里已变得不再那么神
圣不可侵犯。2019 年全国教育工
作会议提出的“在全社会重振师道
尊严”，正是针对当前的现状而发，
呼唤一种常识和良知的回归。中
国古人早在几千年前便对师道尊
严的重要性有着清晰认知，《礼记·

学记》有云“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
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意
思是说老师受到尊敬，那么他所传授
的道理、知识、技能才能得到尊重。

《荀子·大略》中也有言“国将兴，必贵
师而重傅”。尊师重教、崇智尚学是
中华民族的的优良传统，是赓续文
脉、培育人才的精神基石。

因此，若放任社会上不尊重教师
的氛围继续扩散、恶化，若教师感受
不到应有的尊重，那么教师群体的职
业自豪感难免受挫，影响教书育人的
质量。

有教育学者认为，对教师群体的
不够尊重或是当下教育发展面临的
一大潜在危机。英国广播公司前不
久援引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教师行
业在许多国家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
重，很多教师无法得到与付出相匹配
的报酬。在接受调查的 35 个世界主
要国家和地区中，包括中国在内的东
亚国家对教师的尊重程度整体还算
比较高的。研究发现，当一个国家的

年轻人愿意走入教师这个行业的越
来越少，优质教育资源会越来越少，
教师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会越来越
低，由此步入恶性循环。

这值得我们警醒。事实上，从中
央到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一直高度关
注教师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问
题。在 2018 年 9 月召开的全国教育
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教育投
入要更多向教师倾斜，不断提高教师
待遇。国务院多次召开会议，专门研
究保障教师特别是义务教育教师工
资待遇问题。近几年，从中央到地
方，教育经费投入不断增加，其中用
于增加教师收入的部分日益增多，教
师收入问题正在逐步改善。

如果说经济收入是稳定教师队
伍的“压舱石”，备受尊敬的社会地位
则是吸纳优秀人才投身教育事业的
重要引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
育大会上提出，全党全社会要弘扬尊
师重教的社会风尚，努力提高教师政
治地位、社会地位、职业地位。对于

这一谆谆告诫，不仅各级政府部门和
学校要认真贯彻落实，全体社会公众
都应时刻铭记于心。

当然，尊重从来都是相互的。作
为教师，不妨扪心自问：我尊重家长
和学生吗？我是否真正值得家长和
学生尊重？2018年11月，教育部公布
了新时代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划
定了为师者的基本底线。从幼儿园
到大学，每位教师不妨与之对标对
表，规范自身职业行为，提升职业道
德，做一名值得所有人尊敬的教师。

“ 教 师 是 立 教 之 本 ， 兴 教 之
源”。尊师重教不应只是喊在嘴上的
一句口号，而应成为每一个中国人
的文化自觉和行为准则。放眼未
来，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
人才的竞争，而人才的培养有赖于
千千万万教师的辛勤工作。尊师重
教是对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进行战略
性投资，教师越受尊重，教育越美
好，国家越有未来。

（作者系本报记者）

教师越受尊重 教育越有希望
杨国营

王铎 绘

/ 快评/

每到假期，尤其是春节期间，我总看到身边
不少孩子手捧一部手机，玩得热火朝天。作为
老师，我常常想，如果这些孩子能把如此旺盛的
热情转移到更有价值的学习或书籍上，将玩手
机的时间用于丰盈自己，那么假期无疑会变得
更有意义，孩子会有更多收获。

寒假时间相对比较长，学生有相对独立的
时间，是理想的阅读季。尽管寒假已经过半，
但亡羊补牢，未为晚也。在这方面，学校和家
庭都应该未雨绸缪，将如何过一个有意义的假
期作为重要的教育内容，想办法让孩子在这段
有价值的时间段学习新知，爱上阅读。

举例来说，学校通常会在放假之前给学生
开几本必读书目。理想的方式是根据每名学生
的特点，推荐一些符合其兴趣爱好、具有因材施
教意味的好书。具体到家庭，父母可以在阅读
执行层面做好监督，如要求孩子每天拿出一定
时间来阅读，做一些读书笔记，听一听有内涵的
音频节目，并主动跟孩子聊一聊书中的故事与
文本的高下，在价值观层面加以引导，这些都有
助于孩子走好阅读之路。

其实，让假期真正为孩子的成长助力，老师
和父母要意识到，好教育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人，是为孩子的成长铺路，为其未来发
展做准备。阅读也好，听书也好，不过是实现这
一目标的路径之一。毕竟未来社会的人才竞
争，固然依然考量学识学历，但更多的是比拼自
主学习的能力和视野的开阔程度，是否具有开
放的心态、积极主动的学习意识，尤其是拥不拥
有真善美的心灵，这些才是孩子应该拥有的能
力或品质。

具体到阅读指导的内容，我认为可以围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文章。例如，让孩子明白
春节期间各地习俗和有趣的民间传说；或者结
合春节期间热播的电视剧，从屏幕内延伸到屏
幕外，了解更丰富的学科内容；也可以及早规
划，如即将从小学升入中学的孩子，不妨提前
阅读一些跟生物、地理和历史有关的学科知
识，为接下来的学习做好铺垫。

当下，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营造书籍
阅读的氛围都十分重要，父母和老师要认识到
假期之于孩子成长的重要性，通过积极引导，
孩子会通过多种方式汲取更大的成长动力，不
再沉迷网游，不再变得冷漠和过于自我。而实
现这一目标，需要观念的转变、环境的熏陶，
更需要教育者及早做好教育设计，让学习成为
习惯，让假期成为孩子成长的加油站。

（作者系山东省滕州市荆河街道中心小学
教师）

让假期成为
孩子成长加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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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北部
的越西县梨花村气候温凉、环境优
美，适合种植优质马铃薯。然而，
原本可以助力脱贫攻坚的土豆产
业，在当地发展情况并不理想。由
于种植技术落后、品质参差不齐，
梨花村每年约有700吨土豆滞销。

正在当地群众为此发愁时，西
南民族大学一群寒假期间来此开展
社会实践的学生为他们带来了希
望，让人想不到的是，把村民家堆
积的土豆全部“消化”的竟然是一
块特别的“肥皂”。

肥皂跟土豆究竟有什么关系？

原来，2018 年寒假期间，西南
民族大学吴梦帆、陈怡等学生在越
西县开展社会实践时就发现，土豆
是当地的主要农作物，却没有给农
民带来足够多的经济效益。

如何把“土豆豆”变成“金豆
豆”，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学生们心
中。

回到学校后，大家立即行动起
来，组成“彝片净土”创行团队。通
过咨询专家、翻阅文献，他们发现，
土豆中有一种叫糖苷生物碱的物质，
具有抑菌除菌的作用；另外，土豆中
具有吸附污垢和油渍功能的淀粉，是

做清洁剂的极佳原料。“能不能把土
豆做成肥皂？”这样的构想在大学生
们的头脑中逐渐清晰起来。

皂化反应的原理虽然简单，但
真想把土豆制成肥皂并非易事。多
高的温度才会使土豆里的有效成分
发挥最大效力？怎样的配比才会使
土豆肥皂的清洁效力最强？这些都
需要一遍遍做实验去验证。此外，

“土豆皂”还要实现零污染，颜色和
香气要能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

为此，团队成员们不断尝试，
在学校支持下，他们在实验室里进
行了更加精准专业的分析。经过一

年的努力，“土豆皂”终于研制成
功，并形成了完备、规范的生产流
程。

这次，大学生们带着精心研制
出的“土豆皂”再次来到梨花村，
村民们都瞪大了眼睛，想不明白眼
前这群“学生娃”是怎样把土豆变
成肥皂的。

创行团队还在为“土豆皂”的
销路积极奔走。不久前，希尔顿酒
店集团的相关负责人，在一次创新
创业比赛中了解到“彝片净土”团
队从事的工作，并对土豆清洁系列
产品产生了浓厚兴趣，表示可以与

梨花村合作，将当地的“土豆皂”
引进到希尔顿酒店客房。此外，团
队还与多家电商对接，致力通过

“线上+线下”的模式为“土豆皂”
打开销路。

“我们想以自己的方式守护这片
净土。”今年寒假，“彝片净土”团
队到凉山与当地政府协商成立了合
作社，向当地村民传授加工技术，
把大批滞销土豆投入清洁产品生
产，带动村民就业。小小土豆在学
生的奇思妙想中华丽变身，不仅

“滚”向外面的世界，还铺平了彝乡
的脱贫致富路。

西南民族大学学生奇思妙想助彝乡脱贫——

“土豆豆”变成“金豆豆”
本报记者 鲁磊 通讯员 吴其昌 尹金航 石蕊

□关注寒假生活特别报道

本报讯 （记者 方梦宇） 近日，美国科
学促进会 （AAAS） 宣布，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潘建伟教授领衔的“墨子号”量子科学实
验卫星科研团队被授予“2018 年度克利夫兰
奖”，以表彰该团队实现千公里级的星地双向
量子纠缠分发，为建立下一代安全通信网络
奠定基础。这是克利夫兰奖设立 90 余年来，
首次授予中国科学家在本土完成的科学成果。

美国科学促进会是世界上最大的综合性
科学组织，是著名科学期刊 《科学》 的主办
方。设立于 1923 年的克利夫兰奖是美国科学
促进会历史最悠久的奖项。该奖项每年评选
一次，从上一年 6 月至次年 5 月的一年时间
内发表在 《科学》 杂志上的数百篇重要论文
中，选出一项最具学术价值和影响力的成
果。

2017 年初，潘建伟领衔的研究团队利用
“墨子号”量子卫星在国际上率先成功实现了
千公里级的星地双向量子纠缠分发，相关成
果于当年 6 月以封面论文的形式发表在 《科
学》 杂志上。

“墨子号”研究团队
获克利夫兰奖

（上接第一版）
在信阳市新县职业高中，有一家特殊的工

厂：新县职高服装厂。这家工厂不仅是学生的
实训基地，也是贫困户的脱贫希望。

原来，在承担脱贫技能培训任务后，学校
了解到很多贫困户上有老、下有小，处于不打
工难养家、出去挣钱又难顾家的两难境地，便
决定利用校企合作的机会，与当地企业德龙玩
具实业有限公司充分沟通后引企入校，成立新
县职高服装厂。

平时，该厂既是学生的实训基地，也是贫
困户的工作场所。经过学校培训，贫困户只需
将生产原料领回家并按标准进行加工再定期送
回，即可换取酬劳。

陡山河乡村民叶萍说：“接受学校组织的
贫困户技能培训后，我很快就上岗了。如今我
能照顾家人，每月还能多收入 2000 多元，两
头都落好，日子有盼头了。”

据统计，近年来，河南依托 53 个贫困县
的中等职业学校，投入 4723 万元对 1.74 万名
贫困家庭成员进行了技术技能培训，有效地促
进了贫困人员就业创业。河南还遴选确定 20 个
新型职业农民培养基地，招收1800名新型职业
农民学员，在田间地头、养殖基地和果蔬基地

开展教学，培养造就一批脱贫致富的带头人。

围绕产业，打造职教品牌

在发展贫困地区职业教育时，河南注重围
绕当地特色产业布局职教资源。仅在 2017
年，河南就投入资金 1865 万元，支持 47 所学
校加强专业建设，鼓励、引导学校对接当地产
业需求，服务本地经济发展。

为什么要这么做？郑邦山说：“围绕产业
办职教所带来的辐射效应，不仅使贫困地区摘
帽在望，更让贫困户看到了致富的光明前景。”

玉雕产业是南阳市镇平县的特色支柱产
业。近年来，镇平县工艺美术中等职业学校坚
持围绕产业办学，新增校内实训室 6 个、校外
实训基地 20 个。工艺美术专业成为省级重点
专业，玉雕专业成为河南省中等职业学校首批
品牌示范专业。

专业建设的雄厚实力，使学校在当地占举
足轻重的地位。学校共培养出 6 名国家级玉雕
大师、44 名省级玉雕大师、62 名省级高级工

艺师，为本地输送优秀毕业生 2 万余名。这些
人创办的产业，又成为吸收贫困劳动力、实现
贫困户转移就业的重要途径。

“学校培养人才，人才壮大产业，产业需
要劳动力，劳动力又经过学校培训具备技能。
要打造出这一链条，就离不开学校在专业上的
发展壮大。”镇平县工艺美术中等职业学校有
关负责人说。

除了政策引导和资金扶持外，对那些产业
鲜明但职教力量薄弱的地区，河南还摸索出名
校托管的方式，有力助推当地职教和产业发
展。

2015 年，为实现贫困地区“职教一人、
就业一人、脱贫一家”的目标，按照省里部
署，河南机电职业学院启动定点帮扶国家级贫
困县民权县的工作。

工作如何入手？学校了解到，以制冷为核
心的产业冷链是民权县的支柱产业，也是该县
精准脱贫战略部署的核心部分。然而，当地劳
动力素质较差，而唯一的职业学校——民权县

职教中心办学实力不强，尤其是在校企合作已
成潮流时，该校的校企合作依然流于表面，学
生学不到真本领。

“发挥我们的优势，手把手帮他们办学，
结合产业，做大做强！”在校企合作上经验丰
富的河南机电职业学院明确了思路。2015年5
月，三方签订协议，河南机电职业学院提供智
力和信息支持，民权县政府提供经济、物质和
政策支持，县职教中心提供场地支持，三方共
同引入本地企业参与学校建设，职教中心也多
了一个名字——河南机电职业学院制冷技术学
院。

王奎英就是在这时被河南机电职业学院派
到民权县，担任制冷技术学院院长。经过 4 年
努力，制冷技术学院实现校企深度融合，办学
有了质的飞跃。仅在广州万宝集团民权电器公
司，该校每年就有 120 多名学生在生产线上上
课，接受企业工程师指导，掌握冰柜生产线全
部岗位的生产和工艺技能。

实战化教学令学生成为就业市场上的“香

饽饽”。该校毕业生赵敬瑞家庭贫困，父母均
没有劳动能力。他技能出色，参加工作后几次
被“挖”，走出校门刚满两年，月收入已近
7000 元。赵敬瑞说：“在学校学到的真本领，
就是我家脱贫的真法宝。”

企业也同样受益。2016 年以来，制冷技
术学院为当地企业提供人力技术支持达 3000
余人次，开展企业职工培训及学历教育培训
2696人次。

民权县教育局局长朱清华说：“贫困地区
职业学校围绕企业需求开展产教融合，既能提
高办学质量，又能提升企业竞争力。一个发展
壮大的产业，对贫困县脱贫攻坚意义重大。”

⋯⋯
脱贫攻坚的号角声中，河南职教人奋力前

行。
在田间地头，他们把技能送到农民家门

口。
在生产一线，他们把贫困生培养成致富能

手。
在出差途中，他们抓紧谋划如何办大办强

贫困地区职业教育。
一幅职教扶贫的画卷，正在河南大地上徐

徐展开。

打造职教扶贫的“河南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