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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运城市垣曲县地处山
区，是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
县。近几年来，在中小学教师教
学技能大赛中，来自农村的特岗
教师都完胜城区教师：2016年，
小学英语教师综合素养大赛，前6
名由特岗教师包揽；2017年，小
学语文教师教学设计比赛，7名
一、二等奖中5名是特岗教师；
2018 年，教学技能大赛前 10
名，特岗教师占6名……

垣曲县农村教师逆袭城区教
师，得益于2009年运城市启动
实施的“特岗计划”。

10 年来，运城市共招聘
2864名特岗教师，5个贫困县农
村教师队伍的平均年龄降低了
3.5岁，专科学历以上教师的比
例从76%提高到94%，从根本上
解决了农村学校教师队伍短缺、
发展后劲不足的问题。

农村学校来了一
批外省人

在运城市平陆县洪池乡初中
任教25年的荆国锋印象中，以前
的教师要么是本村的，要么是邻
村的，外乡的都很少，更不要说外
省的。“第一次见到秀春时，他一
开口我就觉得很不一样，口音很
像赵本山。”荆国锋说。

张秀春来自黑龙江省大庆

市，是运城市2009年招聘的第一
批特岗教师。他本人也想不到，偶
然的选择竟使自己成为洪池初中
有史以来第一个外省籍教师。

平陆县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
重点县，地处黄土高原，素有“平
陆不平沟三千，沟底有水难上塬”
之称。由于条件艰苦，在2009年
以前连本地大学生都很难留住，
更别说吸引外地人才了，师资短
缺是当地教育发展的一大难题。

2009 年，国家“特岗计
划”实施范围扩大到中西部包括
山西在内的 22个省区国贫县，
山西同时配套实施省级“特岗计
划”。面临与平陆同样困难的万
荣、闻喜、夏县、垣曲等5个国
家及省贫困县迎来政策春风。

报名零费用、期满有编制、
享受特殊待遇等一系列优惠条
件，引导和鼓励像张秀春这样来
自四面八方的优秀高校毕业生来
到平陆等地从事教育工作。

2009年，111名特岗教师走
进平陆大山深处；2010年，106
名……10年来，807名特岗教师
来到平陆，外县的277人，外地
市的60名，外省的5人。

他们遍布大山深处每一所学
校，成为平陆教育特别是农村教
育的“绝对主力”——全县3名
教师中就有一名是特岗，两名农
村教师中特岗就有一名。

10年来，运城市抢抓国家
和省实施“特岗计划”的战略机
遇，鼓励支持5个贫困县一年不
落地实施“特岗计划”，源源不
断地为农村学校补充新鲜血液。

山区也有了校园
文化艺术节

跳舞、唱歌、弹奏乐器……
各种才艺展示精彩纷呈，孩子们
在舞台上的表演专业且自信，欢
歌不断、掌声不息……运城市闻
喜县礼元中心校在2012年的六
一儿童节突然热闹异常。那一
天，礼元中心校这所闻喜县最偏
远的山区校迎来了建校以来第一
届校园文化艺术节。

10年前，礼元中心校连一
名正式的音体美教师都没有，别
说举办校园文化艺术节，就是一
节像样的音乐课都没法上。但随
着“特岗计划”的实施，情况逐
渐发生转变。

目前，闻喜县补充的97名特
岗教师，其中科班出身的音乐、体
育、美术、外语和信息技术等传统
小学科教师就有47名。

专业的教师有了，音体美等
课程能开齐了，更能开好了。校
园不仅书声琅琅，更有歌声嘹
亮；操场上不仅队列整齐，更有
舞姿蹁跹。特岗教师犹如清泉活

水，给山村学校带来无限生机。
王泽涛，一个普通的农村娃，

2009年在礼元中心校上三年级
时，遇到音乐特岗教师魏红玉，找
到了自己的兴趣，并发展为特长，
命运悄然发生转折，如今已成为山
西师范大学舞蹈系的一名学生。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运城
市在实施“特岗计划”工作中，强化
问题导向，着眼素质教育，瞄准短
板，精准施策，10年来为农村学校
补充音乐教师354名、体育教师
274名、美术教师292名、外语教
师518名，传统小学科教师总数达
1438名，占招聘人数的一半。

传统薄弱学科教师源源不断
地补充到山区农村校，学校的师
资配备不断追赶，有的甚至超过
了县城学校，也让农村孩子有了
更多人生出彩的机会。

改变了农村教育
和山里孩子的命运

农村教育的改变、孩子命运
的转折，背后是一批批特岗教师
的付出与坚守。

石悦，来自距平陆2000公里
的吉林省榆树市，在平陆县坡底初
中教师岗位上一干就是9年。

“我也曾想到过放弃，想回
到父母的身边……但是，看着学
生那渴求的眼神，回想起我产假

回校后，班里的一个同学对妈妈
说：‘石悦老师回来了，我就不
转学了。’我犹豫了；回想起学
生在作文中写道：‘老师，你的
家在东北，这里没有你的亲人，
但是你并不孤单，因为咱班的每
一名学生都是你的亲人。’我又
坚定了留在山区教学的决心。”

像石悦这样改变自我，选择
坚守，把青春献给特岗，把终身托
付遥远他乡的特岗教师还有很多。

孔维庆，山西省晋城市人，扎
根垣曲历山深处，奉献山区教育；
常志远，山西省长治市人，七载坚
守垣曲偏远山区英言初中……

这个名单很长，还会不断地
增加。

“特岗教师的坚守，根本力
量来自他们对孩子的爱、对教育
的守望、对山区人民的责任。他
们是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脊
梁！”运城市教育局局长李明告
诉记者，“运城还将投入更多精
力和财力帮助特岗教师解决工作
和生活中的困难，同时要持之以
恒实施‘特岗计划’，让更多农
村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更加公
平更有质量的教育。”

如今，2864名特岗教师已
成为河东大地一道最亮丽的风景
线，他们改变着农村教育、改变
着山里孩子，也改变着自己的人
生轨迹。

一曲改变乡村教育的奉献之歌
——山西省运城市实施“特岗计划”十周年记

通讯员 文博兵 本报记者 高耀彬

本报北京6月10日讯
（记者 李萍）今天，华中
科技大学学生工作处副处
长刘红军做客中国教育报
刊社“高校直通车2019”
系列访谈，介绍该校今年
的招生计划、专业特色、
就业情况、奖助学金政策
等。

“华中科技大学2019
年的录取规则较以往变化
不大，总招生规模 7180
人。”刘红军介绍，学校今
年招生方向有几大变化与
亮点：华中科技大学今年
新成立网络空间安全学
院，招生专业为计算机
类，包含网络空间安全和
信息安全两个专业。同
时，学校成立人工智能与
自动化学院，将在自动化
类招生专业中，成立人工
智能方向。此外，在生物
科学类招生专业中增加生
物科学（登峰计划班），探
索本硕博连读人才培养精
品模式，学生将获得公费
出国交流、导师一对一指
导等特殊人才培养政策支
持。

“此外，今年学校新增
实验班直通车计划，进一
步增加优势专业的拔尖人
才培养实验班招生计划。”
刘红军补充说，华中科技

大学设立的启明学院，即很
多专业都开设的实验班，是
本科生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

“特区”，致力于培养具有创
新能力、创业精神和国际视
野的未来杰出人才。“这些
创新人才培养项目，均享受
特殊培养政策，包括一对一
配备导师、设立海外知名高
校的研习和实践项目、自主
学习与实践、小班教学等。”

为创新招生和培养模
式，华中科技大学自 2017
年开始逐步实施大类招生。
刘红军介绍：“现在学校大
类招生采用的是按院系招生
模式，既压缩了招生专业数
量，又让学生与家长不再面
临过于繁多的选择。学生可
围绕兴趣挑选专业大类，在
进行专业选择时会更加理
性。”

按大类招生的专业分流
规则由各院系确定，学校也
会充分考虑学生的兴趣和发
展。“比如，机械学院招生
大类为机械类，学生在大二
专业分流时，将完全依照学
生的专业兴趣，各小专业不
做人数限制。”刘红军说。

华中科技大学学生工作处副处长做客中
国教育报刊社“高校直通车2019”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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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6月10日讯 （记
者 却咏梅） 今天，第 22 届

“外研社杯”全国大学生英语辩
论赛全国总决赛在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举行。总决赛四强对决辩题
为：有人工智能参与贡献的创新
不应该被授予专利。经过激烈的
比拼，澳门大学代表队摘得桂
冠，上海外国语大学代表队获得
亚军，复旦大学和外交学院代表
队获得季军。

本届大赛吸引了500余所院
校的万余名辩手参赛，经过校园
选拔赛、地区总决赛，120支队
伍进入全国总决赛。

全国大学生英语
辩论赛总决赛举行

◀6 月 9 日，合肥市第三十五
中学西藏班的初三毕业生乘坐大巴
离开校园。新华社记者 张端 摄

▼近日，北京工业大学的学生
毕业时和该校象征工匠精神的工大
锤合影。 本报记者 施剑松 摄

6月6日清晨6:30，家住浙
江省丽水市香蜜园小区的韩建
林就起床了。他将前一天刚洗过
的私家车又认真地检查了一遍，
准备出发赶往学校。

这一天是个特殊的日子，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2019届毕业
生即将离开母校。作为学校教
师，韩建林要送学生们“最后
一站”。

到达学校时是7:30左右，
此时，很多教工已经排起了等候
毕业生的长队。远远的，毕业生

们拖着沉重的行李在志愿者的
带领下向老师们走来，韩建林急
忙下车，一路小跑，帮助就近的
两名毕业生拖起行李，放到车子
的后备厢里。

车子缓缓地行驶在校园里，
食堂、理发店、超市、水果店、图
书馆、梯田花海、教学楼、油桶广
场、大榕树、校门口……

韩建林先打破了沉默。
“你们昨晚熬夜到很晚吧？”
“是啊，老师，你怎么知道？”
“我都送过四五届学生了怎

么会不知道，我还知道昨晚你们
班上肯定是男生哭得最伤心。”

……
话匣子打开后，学生们向

韩建林讨教工作后的问题，韩
建林给出了自己的建议：“商务
英语就业不错，一开始你可以
找一些外贸跑单的工作。”“会
计专业如果对自己有信心的话
可以尝试考一下银行、保险这
些金融机构。”

20分钟后，车子停在了丽水
高铁站二楼的取票口处。韩建林

下车取出行李，与两名同学挥手
告别。直到目送他们进了车站，
他才转身上车去接下一拨学生。

“学校到高铁站五六公里。
但就这么一点路程，每次都有
说不完的话，这是我们老师对
毕业生最后的祝福。”韩建林感
慨道。

据悉，7年来丽水职业技术
学院累计有460余名教工参加
送站活动，服务学生3700余人
次。随着活动的持续开展，相
关的管理机制也在逐步健全，
如今每逢毕业季，就会由校学
生处牵头，在各毕业生班级群
里对送车需求进行统计汇总，
再根据需求匹配相应的车型，
让这项活动变得既温暖人心，
又有条不紊。

毕业了，让老师再送你们一程！
本报记者 蒋亦丰 通讯员 华华

（上接第一版）
“我们是先建的实训室，后

盖的楼。”威海职业学院自动化
机舱实训室负责人王震东说，威
海发展海洋经济，离不开高水平
的船舶专业教育，离不开适应船
舶技能人才培养需求的实训条
件，在这里，从实船建造，到机
械设备铺设、维修保养，再到拆
装，所有船舶专业的开船、维
修、建造环节有这一栋楼就可以
了。

出了自动化机舱实训室，走
进机电工程系教学楼，一间间拥
有数控仿真机床及液压与气动设
备的教学实训室，仿佛进入了一
家大型现代化工厂的生产车间；
走进建筑工程系，则恍若走进了
一处大型施工工地。

“近年来，我们大力推行实
训导向的一体化教学，坚决改变
以理论灌输为主导的教学体制，
让老师把真本领教给学生，办真
正意义的职业教育。”威海职业
学院党委书记吴永刚说，对此学
校从2017年暑假开始“砸墙运
动”，按照教室、车间一体的思
路对重点专业实训室进行改造，
让学生在真实的场景中学习理

论、锻炼技能、感受职场氛围。
“在人才培养方面，山东省

以一体化课程体系建设为重点，
完善人才培养模式。”山东省教
育厅相关负责人说。

该负责人介绍，近年来，山
东以应用型人才贯通培养为取
向，在适合的专业中开展中职与
本科“3+4”、高职与本科“3+
2”贯通培养试点，目前试点本
科专业点167个，年均培养规模
8950人。同时，以能力递进为
主线，一体化设计职业教育不同
学段课程，投入1.93亿元，开
发了322个专业教学标准，147
个中职、高职与应用型本科相衔
接的课程体系，中职与高职的培
养定位、课程设置、教学计划安
排等重复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在服务新旧动能转换方
面，我们启动了德技双优10万

‘齐鲁工匠后备人才’培育工
程，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就业
创业能力等。山东省有70所学
校承担国家‘1+X’证书制度试

点，鼓励学生‘一专多能’。”该
负责人说，此外，山东还建立奖
补机制，启动了包括省级职业教
育 教 学 资 源 库 、 品 牌 专 业
（群）、教学诊断与改进试点等在
内的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
划，强化内涵建设。

积聚社会资源，
校企合作共赢

日前，威海职业学院与迪尚
集团共建的迪尚学院正式成立，

“中国服装数字化设计研发中
心”“东南亚地区职业技术教育
培训基地”也同步落户威海职业
学院，标志着威海职业学院的校
企合作向高端化、国际化迈进。

“职业教育是与经济社会发
展最紧密的教育类型，与产业深
度融合、与企业共赢合作，不仅
能够积聚社会资源，减轻财政负
担，更重要的是能够找到明确的
服务面向，提高职业教育的办学
效益。”吴永刚说，对此，威海职

业学院探索实施了“二级学院”
发展模式，提出“每个系建一个
二级学院”的硬要求，以专业群
为单位，主动与一至两个威海重
点企业对接，开展校企深度合
作，由企业提供设备、产品、工
艺等生产资源作为教学资源，学
院与企业共同制定课程、专业教
师与技术人员互通互派，学生实
习直接上岗，形成“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互动共赢局面。

破解校企合作“一头冷、一
头热”问题，山东省加强顶层设
计，完善税收优惠政策、开展混
合所有制改革、大力推进职教集
团建设等，校企合作成效显著。

“我们明确了9项校企合作
税收优惠政策；建立职业院校学
生实习责任保险制度，将学生实
习实训补贴和投保经费统一纳入
公用经费补助范围；将校企合作
项目收费标准浮动幅度由不超过
20%提高到30%；遴选120个左
右校企合作一体化办学示范院校
和企业项目，进一步调动校企合

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山东省教
育厅相关负责人说，同时，我们还
推动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191个各
级各类职教集团（产教联盟）、技术
技能积累创新平台197个，参与行
业企业4300余家。积极开展职业院
校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首批9个
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公有资本6.5亿
元，拉动社会资本投入22.3亿元，
全省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职业院
校达到40余家，形成集群效应。

不久前，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
通过高职院校扩招100万人实施方
案，山东省计划完成高职扩招6.85
万人工作任务。为做好扩招工作，
山东省对考试方式、招生院校、专
业设置等都进行了调整。

“山东省将高职扩招重点布局
在优质高职院校、发展急需和民生
领域紧缺专业；同时，改革考试方
式，取消高职院校招收中职学生比
例限制，鼓励往届中职学生报名，
开展高考补报名，并将单独招生试
点院校由48所增加到84所，对退
役军人、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
新型职业农民等单列招生计划，免
予文化素质考试，进行职业适应性
测试或技能测试。”山东省教育厅
相关负责人说。

乡村校书记们的心事儿
（上接第一版）

“工作启动之初，我们对
学校党建的认识还比较模
糊，觉得只要给党员教师开
会、组织一些学习就行了。”
怀玉山初中校长兼党支部书
记廖建光坦言，“后来县教体
局党委书记陈卫民多次在会
上说‘党建不是戴帽子，要在
教育教学中真正落到实处’，
我们才逐渐认识到教育系统
做党建工作，还是要和教育
教学挂钩。”

学校地处山区，既没有
优良的办学条件也没便利的
交通，要如何突破？

廖建光和一墙之隔怀玉
山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李新
建商量半天，最终决定利用
好学校所处的怀玉山是方志
敏率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浴
血奋战之处的红色资源，在
德育上做文章。

根据学生不同年龄段的
认知特点，怀玉山中心小学
以“党建+队建”为抓手，定
期组织演讲比赛、红色研学
旅行等主题教育活动，让学
生争当小红星；怀玉山初中

以“党建+团建”为抓手，完善
课程体系，编写红色教材，让学
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熏陶。

在离玉山县城70多公里
的樟村中学，该校校长郑翠谷
刚带着到县城参加中招体育考
试和理化实验操作考试的初三
学生回校，就到高中部转了转。
樟村中学是一所完全中学，
3000多名学生大多是寄宿生。

两年前，郑翠谷从玉山县教
育局督导室党支部书记的岗位
上调任樟村中学校长，随后和学
校大部分教师一样住进了学校。

樟村中学虽然地处深山，
但教学质量并不弱，可近年来
也面临着生源减少、师资外流
等困境。面对这些问题，郑翠谷
选择了抓学校党建这个突破
口：各学科中优秀党员教师利
用晚自习，面对学生开展义务
讲座；老党员带头结对帮扶新
教师成长，同时在工作、生活等
方面多给予关注……

“郑校长来了之后，充分发
挥了党支部的凝聚力，学校教
师师德和业务能力都有了显著
提升。”樟村中学党支部书记童
长灯说。

本报讯 （记者 刘博
智）近日，中国教育在线发
布 《2019 年 高 招 调 查 报
告》，《报告》指出，我国高
等院校招生从单一高考统招
向多元化录取的发展趋势已
经越来越明显。这些年来，
我国进行了诸多高校特殊类
型招生方式的有益尝试。随
着高考改革进程的深入，教
育部从着力促进公平、科学
选才出发，对特殊类型招生
工作进行规范。

《报 告》 显 示 ， 2019
年，高考报名人数历经10年
再次跃上千万量级，与此同
时，高考录取率已攀升至高
位。2008年高考报名人数达
到1050万峰值时，录取率仅
为57.87%，而 2018年高考
录取率已高达81.13%，我国
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

《报告》 分析指出，在
高考报名人数上涨、高考实
际录取率处于高位的同时，
高等教育办学规模也在不断
扩大。数据显示，截至2018
年，我国高等院校总数达到
2663所，约为1998年的2.6
倍、1978年的4.4倍。普通

本专科在校生人数达到了
2831万，大约是1998年的
8.3倍、1978年的33倍，高
等院校在校生规模不断扩
大。

根据相关部门严管自主
招生的要求，各高校大规
模缩减了自主招生数量。
中国教育在线对 70所开展
自主招生的高校进行了数
据采样，仅两所高校自主
招生计划与去年持平，其
余高校均缩减了计划。其
中，有 13 所学校的自主招
生计划缩减了60%，另有28
所高校，2019年自主招生计
划与2018年实际录取人数一
致。

此外，2019年高校自主
招生的要求普遍提高。清
华、北大2019年自主招生最
低要求明显提高，并且缩小
了目标生源范围，最大优惠
幅度也均由2018年的60分
下降至今年的20分。

《报告》 显示，随着高
考改革的深入推进，综合评
价改革试点工作逐步展开，
范围不断扩大，招生人数也
不断上升。

《2019年高招调查报告》指出

特殊类型招生工作进一步规范

毕业啦
本报讯（记者 冯丽 通讯

员 王伟）近日，中国智能铸造
产业联盟等79家联盟成员单位
齐聚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参
加该院校企协同育人战略联盟
2019年大会，共同谋划校企协
同育人大计。

会上，56家企业与该院签
约组建62个订单班，覆盖学生
3120人。在技术研发服务项目
发布承接和校企合作成果汇报展
示环节，该院32名教师组成的
15个科研团队承接了9家企业
的 15 个校企合作研发服务项
目，学院还向企业移交了“工业
清洗（耐酸碱）工装产品”。

陕西工院与79家
企业共谋协同育人

山东：市域统筹助推职教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