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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型管理，凝心集思聚力

目标就像人生的灯塔，时刻照耀着人们前进
的道路。宁晋中学在开展教育教学的过程中，分
年级、分层次、分项目，定目标、定责任、定措
施，将优质资源向质量目标倾斜，把干部、教师
的心思、智慧凝聚到完成目标、争创佳绩上。

科学设置目标。一是目标适度。以跳一跳
够得着为原则，综合生源基础性、发展前瞻性
设定基础目标。二是梯度。以多数完成一个目
标、少数完成三个目标为原则，由低到高设置
三级目标。三是效度。不同的班级、不同的学
生设置不同的进步目标，让每名教师都有奋斗
的信心和动力。

增强目标激励。一是绩效激励。全部校区
发放即时绩效用于目标完成奖励，完成目标多

奖励多，完成目标等级高绩效等级高。二是持
续激励。目标绩效从期中到期末到高考，持续
增强教师获得感、成就感。三是精准激励。以
作业组为作战单元，目标到组，绩效到组，激
励到组，激励每位教师把“自留地”种好，把

“家”建设好。

骨干型管理，强骨壮筋健体

群雁高飞需要头雁领，榜样的力量是无穷
的。为此，学校将资源向专家组、学科组、作
业组倾斜，将管理重心放在专家教师、首席教
师、作业组长等群体，鼓励骨干勇挑重担，激
励教师比学赶超。

选优培优骨干。一是赛场选马。每年评选
优秀教师、五 A 教师、最美宁中人、教书育人
楷模，不断从教学一线选拔德能勤绩优秀的教

学骨干。二是搭梯子。帮助骨干教师制订发展
规划，优先外出学习培训，优先内部讲座交
流，优先省市参评参赛，助力骨干教师更好更
快成长。

重用重奖骨干。一是给平台。从教学骨干
中，聘用了24名专家教师研究新高考、引领新
教改，选用了42名首席教师传帮带本校区、本
学科教师备讲研学考，任用了39名作业组长全
面负责本组团队建设和教育教学管理。二是给
待遇。对骨干型管理教师，给予职务津贴、超
工作量补贴，增发校区、年级、作业组质量目
标等级绩效，优先评优评模、晋职晋级。

生本型管理，优生源强内因固校本

在很大程度上，生源质量是一所学校取得
办学成绩的重要因素。随着学校的发展和腾
飞，越来越多的优秀学子把进入宁中完成高中
学业作为首选。针对这一可喜局面，学校积极
把教师教的能力、优势、效率转化为学生学的
能力、优势、效率，不断夯实、巩固、发展、
壮大兴校之本。

优生源固根基。一是树立品牌。集中优势
资源，在城区创办精英班。二是主动招生。变
等着优生上门，为主动走进初中对接，搞展
览、做宣讲、转观念，增强学生及家长对本土

教育的信心。三是不断革新。2019 年创办了 4
个直升班，进行 2.5+3.5 改革实验，奠定了宁
中腾飞的坚实基础。

强内因固校本。一是立德树人。伴守学生
养成良好习惯，创新五彩语文教改，实行全员
全程全方位育人，厚植红色基因、优秀传统文
化基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基因。二
是励志育人。坚持每日晨训、宣誓、唱歌、操
练，实行导师育人、小组励志、班级挑战、主
题教育、家校共建，创新自主反思、自主教
育、自主激励、自主管理，更大限度激发学生
动力、激活学生潜力。三是文化化人。创建文
化园、梦想园教育园区，开通名校友、最美宁
中人长廊，开设国学、乡贤校本课程，播下明
德励志、博学笃行的种子。

服务型管理，取得“1+1>2”实效

上下同欲者胜。在宁中领导班子看来：只
有让管理成为教师的需要，成为实际实用实效
的服务，满足教师安全、公正、敬业、科研的
需要，才能取得一拍即合、和谐共生、相得益
彰、“1+1>2”的效果。

严格管理就是服务。一是严格执行出勤制
度、师德规范，让教师牢守底线，不违法违纪
违规，就是对教师的保护和服务。二是严格落

实教学常规、绩效考核，让教师增强公正感、
获得感、荣誉感，就是对教师最好的爱护和服
务。三是通过媒体、例会、活动，持续深化教
师讲人品出精品、有付出有收获、敬业爱生精
益求精的思想观念，就是对教师更基本、更根
本的帮助和服务。

精细服务就是管理。一是服务常规教学。
检查、讲评、指导教师怎样备好课、上好课、
纠好错、批好作业、分析好试卷、帮扶好学
生，满足教师的过程性需要。二是服务专业成
长。组织、引领、帮助教师学习、教研、反
思、赛课、双讲双促、课题研究，满足教师的
提升性需要。三是服务质量提升。精细分析考
试成绩，精深把握教学短板，精准指导改进策
略，满足教师的结果性需要。

管理如大树之根，根深才能叶茂；又如江
河之源，源远方可流长。在宁中，目标定方
向、骨干做支撑、学生是基础、服务是保障，
这些共同构成了独具特色的“四型”管理体
系，这不仅是一个总结经验、借鉴成果的管理
体系，更是一个把握规律、体现特色的管理典
范。得益于此，学校实现了“五个转轨”革
新，成功跨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吴 玲 李丁卓）
（下期我们共同关注宁中的“五个转轨”

战略⋯⋯）

情怀和梦想 智慧和担当
——河北省邢台市宁晋中学特色办学纪实（三）

有人认为，从管理角度看，学校文化就是管理文化。可见，创新管理理念，构建
科学、民主、人本的管理体系至关重要。如此，才能实现“一切为了人、依靠人、属
于人、塑造人”的管理目标，最终通达“无为而治”的管理境界。宁晋中学着力建设
目标型、骨干型、生本型、服务型管理体系，制定了“固化于制、物化于形、外化于
行、内化于心”的推进策略，让各种管理制度运行的渠道畅通无阻，最终达到成就师
生、打造特色品牌学校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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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业 育匠心之爱

当袅袅的茶香氤氲在老木棉园区内飘散
开时，广西职业技术学院举办的传统茶艺专
题表演、长嘴壶及韩国茶礼表演、全民参与
茶会等茶文化体验活动已经将“感恩、包
容、分享、结缘”的茶文化精髓传播开来。

何灿坚，广西梧州市人，高级评茶员、
茶艺师。广西职业技术学院茶叶专业在教
学、科研方面实力强劲，素有广西茶叶技
术技能人才“黄埔军校”之称。小何师从
学校茶叶专业古能平教授，系统学习了茶
叶专业所有专业课程。因此，这位一直以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生自居的小何同学
真正的毕业院校从未被人质疑过。

“广职院是我的第二母校。”何灿坚是一
名 2012 届社会体育专业的本科毕业生。因为
其就读的学校与广职院相隔非常近，更因为

“家里有一片老旧而无人打理的茶园”，经人
介绍，对茶一无所知的何灿坚萌生了到广职
院茶叶专业跟班学习的念头。

“第一次上课的具体情形我已经记不清
了。但被老师、同学们热情接纳的喜悦和感
激代替了当时的忐忑与不安。如今，品茶对
我而言，品出的不仅是茶香，还有那份浓浓
的广职情。”何灿坚跟班学习了 4 年，其间考
取了国家三级 （高级） 评茶员、茶艺师、茶
叶加工、果茶桑园艺工职业技能证书。

“广职院里学习氛围好，人情味浓，能
遇见广职是我的荣幸和幸运。”从茶专业方
面零基础的菜鸟到熟练了解掌握制茶、茶
园管理技术的专业人士，何灿坚收获的不
仅 是 技 术 ， 还 有 与 广 职 院 茶 叶 专 业 2007
级 、 2008 级 、 2009 级 同 学 们 的 同 窗 之 情 ，
更有因为茶叶专业的老师们无私相授而结
下的深厚师徒情谊，让彼此拥有了这份亦
师亦友的终身情缘。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就是这样以分享的心
饮下了“职教育人、服务育人”这杯茶，将
育人重任担在了肩上。在师生们的灵魂深处
培养了仁爱胸怀，让技能和大爱的灵魂播洒
到师生心中，惠及身边的每一个人，让更多
青年凭借一技之长实现人生价值，让三百六
十行人才荟萃、繁星璀璨。

匠心宏宇源于灵魂雕琢
──写在广西职业技术学院第五届职业教育活动周闭幕之时

5 月 6 日至 12 日，广
西职业技术学院第五届职
业教育活动周暨第十四届
大学生技能竞赛活动如期
举行。11 日，在南宁老
木棉·匠园举办的职教成
果展示活动更是将本次职
教周活动推向高潮，吸引
了社会各界人士。

在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这场以“民族技艺展风
采，产教融合育工匠”为
主题的职教成果展示系列
活动中，匠心与技艺的糅
合撩拨起不少参观者对职
业教育的强烈兴趣和好奇
心，目光所及之处无一不
是在尝试着寻求职业教育
魅力之源的答案。

“匠心源于有趣的灵
魂，有趣的灵魂需要精心
雕琢。”广西职业技术学
院党委书记李卫东一句话
道出了答案，也道出了学
校培养“工匠精神”的真
谛。

多 年 来 ， 广 职 院 以
“茶文化+非遗文化”为
核心打造的“思茗”文化
育人理念不断地在校园内
发酵，传播着立德树人的
正能量。正所谓，匠心的
成就是身与心的完美嵌
入、技能与价值观的邂逅
碰撞。在“思茗”文化育
人内涵的浸润下，广职院
师生们焕发着人生的光
彩，以实际行动彰显着职
业教育的精髓。

茶专业学生在进行长嘴壶表演

冀海玲老师 （左） 带领学生制作蓝染手工创意香囊

唐香花老师在展示马尾绣技艺

共享 树担当之魄

职教周期间，广西职业技术学院迎来了来自越南企
业、高校和高中的15位真心寻求合作办学的客人。他们带
来了与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开展校企合作、共同培养越南学
生的校际合作项目。越南光伏科技有限公司更是向该校
学生伸出了橄榄枝，对应届毕业生发出了诚挚的邀请。

从2016年“中国—东盟边境职业教育联盟”的组
建到2019年“泰国高校教师专业技术技能培训班”顺
利结业，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凭借地域优势，积极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搭建了资源共享、中高职合作办
学、产学研合作、国际交流合作、信息交流 5 大平
台，一肩挑起了培养复合型国际化技术技能人才，推
动中国—东盟边境地区经济产业发展，实施边境地区
职教扶贫富民项目，提升职业教育服务贡献力的重任。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训条件完整而齐全，我们
非常愿意把学生输送到这里学习，让学生们学成之后成
为两国文化、技术交流的使者。”在越南北江工业技术
学院阮青海副校长看来，广西职业技术学院的国际办学
平台，让东盟各国得以共享资源，共同开发一座职业教
育的宝藏，为东盟各国职业教育提供经验和典范。

从首次提出“共建共享”到“‘一个平台、三个
推手’深化东盟职业教育合作”方案的提出，广西职
业技术学院一步步彰显学院专业特色，瞄准中国—东
盟职教合作，依托中国—东盟边境职业教育联盟平
台，着力抓好资源集成、项目驱动、文化搭桥三个推
手，与东盟国家深入开展特色文化交流，拓宽了学院
的国际合作办学渠道，共建了民心相通桥梁、推进了
中国—东盟职业教育研究，在服务和引领区域职教发
展、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和中国—东盟边境地
区经济社会发展，提高区域职业教育的辐射影响力方
面赢得越来越多的认同。

“我想出去走走、看看。”得知越南企业前来招聘
的消息，机电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7 级机械制造与自
动化专业的谭克钦手捧着精心准备的简历站在了企业
面试官面前，与他相对的那扇窗外，树叶正轻快地在
夏日的微风里摇曳⋯⋯

“‘中国—东盟边境职业教育联盟’最初是由广
西职业技术学院发起组建的。依靠全体成员的不懈努
力，如今，在这个平台上，我们的国际办学朋友圈越
来越大，参与的好伙伴也越来越多。大家齐心协力、
守望相助，国际化办学的大路走得越来越宽阔，成果
越来越丰硕。”广西职业技术学院院长梁裕对联盟平
台的发展趋势颇为自信。 （邓洪燕）

传承 铸信念之魂

“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蓝染手工创意香
囊竟然能将外国嘉宾吸引过来并钟爱有加。”蓝
染手工创意香囊的制作者冀海玲老师高兴地说。

冀海玲老师说的外国嘉宾是参加2019年广
西职业教育活动周国际教育 （北海） 论坛讲座
的一位芬兰教育专家。“老师将传统蓝染融入到
人们日常工作中就是为了进一步激发人们对传
统工艺的发展与保护意识。”参与香囊制作的学
生吴静说道。外国嘉宾对香囊爱不释手的样子
更是坚定了冀海玲老师和她的学生们最初的信
念。

在广西 2019 年职业教育活动周上，广西
职业技术学院的美食展示区、民族技艺展示区
前总能吸引到众多的参观者，将展位团团围
住。职教周期间，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向社会各
界人士展示了自行研制的广职红茶饼、六堡茶
方包等养生茶点，蓝染手工创意香囊，手工烧
花立体绣团扇，有刺绣的“活化石”之称、入
选首批国家级别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马尾绣技艺
展示活动⋯⋯

再次拿起绣线准备继续展示马尾绣技艺的
唐香花老师又一次被参观者打断了展示。虽然
技艺展示常常被访客打断，但唐香花老师并不
介意地笑着说：“这位已经是第 10 位前来交
流、洽谈合作的参观者了⋯⋯”在她身后展示
着一套名为“妃子笑”的坭兴陶作品，正是这
套将马尾绣与坭兴陶制作融为一体、有着独特
设计理念的作品俘获了众人惊艳的目光，频频
打断她的现场技能展示，也是这套作品为她赢
得了中国工艺美术协会颁发的“2019年‘金凤
凰’创新产品设计大奖赛”金奖。“我很高兴
能将这一即将失传的技艺传承下来，也很荣幸
能将它与现代人的审美观融合在一起带给人们
美的享受，我更庆幸自己是一名教师，可以将这
一技艺传授给学生，让他们学习到中国技艺的精
髓，感悟老祖宗们的聪明才智。”“我们将民族情
怀融入到技能创新中去，处理好了情操与技艺的
关系，找到了传承和创新的突破点，为引导全社
会关心、支持、参与民族文化传承创新作出了国
家示范性骨干高职院校应有的表率。”李卫东
说，在日常教学中强调民族文化核心价值观是传
承文化的精髓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