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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刘晓蓝 记
者 刘盾） 近日，广州市高中阶段
学校招生现场咨询会举行。今年
广州市普通高中优质学位占比进
一步增加，其中国家级示范性、
广州市示范性普通高中学位占比
超过七成。

据了解，今年广州中考报名总
人数 90651 人，较上年增加 205
人。今年政策调整，来穗人员随迁
子女报考公办普通高中的资格进一
步放宽。得益于此，符合公办普通
高中报考条件的随迁子女大幅增
加。截至目前，广州共有24662名
随迁子女通过资格审核。

据介绍，今年共有226所各类
高中阶段学校在广州市招生，包括
普通高中、职业高中、普通中专、
技工学校，总计划数为 96323 个，

提供的高中阶段学位数继续大于全
市报名升学人数。普通高中计划招
生数为53717个，其中国家级示范
性普通高中和广州市示范性普通高
中达73所 （含校区），招生计划共
39585 个，较去年增加 5496 个，
示范性普通高中学位占普通高中学
位的比例达 73.69%。中职学校计
划数为42606个，其中省级重点以
上中职学校计划36598个，优质学
位占中职学校学位比达85.90%。

今年广州招生录取政策还做了
不少调整。其中，公办示范性普通
高 中 指 标 到 校 分 配 比 例 提 高 到
50%。参与分配的示范性普通高中
范围从原国家级示范性普通高中，
扩大到国家级和市示范性普通高
中，并增加了面向教育集团的直
接指标分配。

公办示范性高中指标到校增至50%，惠及更多来
穗人员随迁子女

广州示范性普高学位超七成

从主城驱车约80公里，记者一行来
到重庆市永川区临江镇天星村。这里，
空气清新，满目葱茏。道路两旁的格桑
花、紫鸢花绽放着笑脸，红的、黄的、紫
的，点缀着美丽乡村。

“为改善村民的生活环境，今年初，
区教委出资6000多元买来苗木，协调某
中小学社会实践基地无偿捐赠了一批花
草，30 余名机关干部用一整天的时间才
把它们栽上⋯⋯”一旁的区教委办公室
的同志告诉记者。

临江镇天星村属于“永川区经济发
展相对滞后村”，也是永川区教委的定点
扶贫村，幅员 8.04 平方公里，全村贫困
户111户，其中建卡贫困户28户。

“自古以来靠山吃饭，穷怕了穷够
了。”天星村六社社长老何说，“区教委扶
贫工作队来了，带领我们改造荒山，种上
了柑橘、花椒，我们的日子有盼头了。”

综合施策：扶贫有良方

原来在天星村，栽得最多的就是桉
树，“桉树就像一个抽水机，栽了它，土壤
水分和肥力都不够了。”以前，紧邻的朱
沱镇有个造纸厂，砍下的桉树卖给厂里，
一角多一斤，农民就靠这点“毛毛钱”艰
难维持。钱难挣，生活艰辛，村里不少壮
劳力都走了，留下来的多是老弱病残。

2016 年 7 月，永川区委教育工委、
区教委按照《永川区2016年精准扶贫接
力计划实施方案》，深入落实区委区政府
的工作部署和要求，坚持“不漏帮一户，
不漏扶一人”的原则，结合天星村的实际

实施精准帮扶。
2018 年，在绝大部分贫困户脱贫

的基础上，区教委打响了脱贫攻坚纵深
推进决胜之战。10 月，在深入调研、
摸清情况后，区教委会同临江镇党委政
府完善了 《天星村 2018 年—2020 年发
展规划》，规划发展项目总投资2539万
元，统筹推进相对滞后村基础设施建
设、主导农业产业化和社会公共服务全
面发展。

区 教 委 打 出 扶 贫 攻 坚 的 “ 组 合
拳”：首先，选派一名机关干部到该村
担任党支部第一书记，与村民同吃同
住，和村民一道找出路谋发展；其次，
组织机关科级以上干部分别结对帮扶临
江镇天星村、高滩村和普安村 33 户贫
困户，每月进村宣传扶贫脱贫政策，为
帮扶对象排忧解难。

发展产业经济，需要相应的基础设
施和条件与之配套。区教委急村民之所
急，积极协调相关部门，为该村争取到建
设水泥路 11 公里的政策扶持，到今年
底，村里的公路将全部硬化完工。

结对帮扶：担当显情怀

“结对帮扶要在精准脱贫、加强基
层党建、发展村集体经济上下功夫，实
现建卡贫困户如期脱贫，确保党的政策
不走样、有实效。”这是区委教育工委
书记、区教委主任赵德君对扶贫干部的
要求，他同时也是这样要求自己的。

高滩村毛家湾的小罗是赵德君于
2016 年结对帮扶的贫困户。小罗的父

亲左脚患骨髓炎，右腿骨质增生，呈半
瘫痪状态，几次产生轻生念头。“是赵
主任挽救了我爸爸。”采访中，小罗充
满感激地对记者说，“赵主任协调各
方，为我家修建了新居。他专程去荣昌
区买来一头下崽的母猪，帮助我家增
收，经常为我们送来大米油盐。如今，
我家的生活越来越好。”

作为区教委选派的驻村党支部第一
书记，从上任那天起，赵治国就一头扎
在村里，整日奔波在贫困户家里、田坝
土埂上。

他每天早上 6 点起床，到地里查看
柑橘、花椒苗子黄了没有，给苗子除
草，“施了肥，草比树苗长得快。如果
不及时除草，苗就会缺乏营养，生长不
好。”这些农活，之前赵治国也是不懂
的，边学边干，慢慢入门了，他说他要
力争成为一名种植技术专家。

除潜心钻研种养殖技术外，他还十
分关心村民生活，他随身携带着一本

《民情日记》，全村所有贫困户的家庭情
况都有详细记录，谁家有个大情小事，
他都跑得飞快，热心为他们解决生产、
生活中的实际困难。

他的热心肠让他很快就融入了村民
群体，赢得了全村人的信任。今年 3
月，为壮大集体经济村里成立经济联合
社，需要村民投资入股。在他的倡导
下，村民纷纷积极响应，六社的老何一
下投入 4 万元，一位年愈 80 的村民投
了1万元，其他村民也把压箱底的钱拿
出来，2000、5000、8000⋯⋯不到一
周时间，20余万股金就全部筹齐了。

另辟蹊径：职教助产业

作为重庆职教基地，永川区职教资
源相当丰富。区教委一班人经过深入调
研和反复论证，决定利用这一优势助推
天星村产业发展，增强天星村的自我“造
血功能”。

今年 2 月，赵德君和重庆文理学院
新材料技术研究院党总支副书记雷宇、
区农委副主任陈朝富、临江镇镇长李凯
等实地考察天星村，与村干部、村民代表
反复商议后，作出了建立花椒基地、蔬菜
基地和果蔬间种基地的决策。

建产业基地需要启动资金。为此，
区教委协调重庆文理学院、重庆财经职
业学院和永川职教中心等职教院校共同
投资 200 万元扶持建立近 1000 亩农业
产业化基地，成立天星村股份经济联合
社，通过推行“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
社+农户+基地”的产销模式，村民和村
集体按合作协议共同经营，实现风险共
担、利益共享。

产业基地的建立，实现了天星村集
体产业从无到有的突破。据估算，到
2020年，基地种植的柑橘、花椒、蔬菜丰
产，每亩将实现利润 5000 元以上，为村
集体每年增加收入50万元以上，村民人
均年收入增加3000元以上。

增收致富有了路子，小康生活有了
希望。许多留守老人将村里建立产业化
基地的好消息告诉在外打工的子女，预
计今年将有大批在外打工的村民陆续返
乡创业。

知识“灌溉”点石成金
——重庆市永川区教委结合实际实施扶贫扶智

本报记者 胡航宇 禹跃昆

本报讯 （特约通讯员 刘银
燕）“云腾至雨，露结为霜，下雨
天就要做跟雨有关的事情嘛，老
师找来了 《蜀素帖》 和 《苕溪诗
帖》 中雨字头的一些例字，咱们
来学习一下。”伴随着淅淅沥沥的
雨，安徽省阜阳市莲池小学的书
法老师范林俊带着同学们一起，
临 摹 书 帖 中 雨 字 头 的 字 ， 雪 、
雾、雹、霞、雷、霖、露⋯⋯

而 在 另 外 一 边 的 语 文 课 堂
上，刘险峰老师为学生们解读关于
雨的经典诗词作品，让孩子们品味
古诗词中情景交融的意境美，引导
学生步入诗的意境，“雨是相同的
雨，但诗人们则是通过不同的视野
和角度去描写它的⋯⋯”

一场突如其来的小雨，成了老
师们开展“情境教学”最好的载
体。莲池小学的老师们把学生带
入社会，带入大自然，利用生活展
现情境、以科学实验为载体，用实
物演示情境。一场关于雨的多学
科教学活动，融入了科学、文学、书
法、写作、绘画、音乐等学科知识，

让孩子们意识到可以从多角度感
知自然，接受新知，真正把综合素
质培养落到了实处。

“ 小 雨 淅 沥 沥 ， 大 雨 哗 啦
啦⋯⋯”音乐教室里，吴咏梅老
师带着孩子们唱响了关于小雨的
歌谣，在欢快的歌曲韵律中，大
家扮演小雨滴一边唱、一边开心
地舞动。在四年级一班的美术课
上，孩子们的笔下也飘起了彩色
的雨，“我要画得大大的，里面还
能容纳我”“我要带着雨到干旱的
沙漠去”“我的雨滴可以把小蝌蚪
变大”⋯⋯孩子们想象的翅膀随
着窗外的雨尽情挥洒着。

据了解，莲池小学多年来一
直坚持用情境教学法激发学生的
情感，以此推动学生认知活动的
进行。类似于雨雪天气、节气风
俗、节日等学校都会安排相关的
情境课程，结合传统文化教育和
社团活动开展一些有针对的兴趣
课程教学。一场雨，让莲池小学
的不同科目得到了互动，让孩子
们幼小的心灵得到了“共振”。

安徽阜阳莲池小学

一场多学科的情境互动

山东省安丘市景芝镇教育园区高度重视学生足球能力的培养和普及，做到九个一，即：
每周一节足球课，每天一个足球大课间，每年一次班级足球联赛，每校一片足球场，每生一
本足球校本教材，每人一个足球，每年一次足球文化节，每校一支足球队。其中该园区浯河
中学2017年被评为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图为该校的学生正在比赛中。

岳乃山 摄

普及足球 人人成长
■看基层

■基层发现

■基层速递

“我自从上初中以来，每年都有
好心人的资助。我非常感谢资助我
的爱心人士，也非常感谢帮我联系
的胡宗胜老师⋯⋯”近日，青岛理工
大学学生陈诗雨这样告诉记者。家
在山东省五莲县的陈诗雨，因父亲
多年前病故，致使家庭经济困难。
时任五莲县石场乡万家沟村小学校
长的胡宗胜得知后，经过入户核实，
联系爱心人士，每年对她进行捐助，
一直到她顺利地考上大学。

像陈诗雨一样，通过胡宗胜老
师联系而受到爱心人士资助的学
生，据统计，自 2010 年春加入山
东省爱心助学组织等多个助学组织
至今，目前已有190名，除高中毕
业后升入大学或已经走上工作岗位
的，目前正在接受资助的还有 130
余人，遍及石场乡的每一个村庄。

自 2010 年春加入山东省爱心
助学组织后，胡宗胜骑着摩托车，
在有“五莲县的小西藏”之称的全
县最偏远的石场乡，翻山越岭串村
入户，奔波 3.5 万多公里，引来助
学款逾100万元。

“大山里的孩子也有读书梦。”
这是胡宗胜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
话。今年56周岁的胡宗胜已经在乡
村小学教师的岗位上默默工作了35
个春秋。每每看到家庭贫困的孩
子，他都非常难过，尽量帮助他们。

一次偶然的机会，让胡宗胜开
始为传递爱心奔忙。2010 年春，
胡宗胜得知，山东爱心助学组织正
在省内寻找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
作为资助对象。他觉得这真是个天
大的好消息，因为多年的乡村教学

实践，让他看到了不少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窘迫的生活。所以，只要是
有助于孩子的事，他都愿意干。

胡宗胜立即与联系人对接，主
动接手了这项工作。而要做好这份
工作，就务必要展开全乡贫困学生
的调查摸底。为此，胡宗胜与班主
任联系了解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情
况后，就骑上摩托车逐一进村入户
核实，同时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搜
集和准备有关证明材料。经过他马
不停蹄的奔波，第一年就有 20 多
名学生领到了助学款。

此后，胡宗胜相继加入山东省
爱心助学组织、日照心连心公益协
会和日照“蓝丝带”公益协会。身
为一名乡村助学志愿者和山东爱心
助学代表人，在教学之余，胡宗胜把
绝大多数周末、节假日时间用在了
贫困学生入户核实、贫困家庭证件
材料准备、办理学生或其父母银行
账户或银联卡、联系爱心组织确定
资助人员等工作中。尽管繁忙劳
累，然而他却乐此不疲，无怨无悔。

近十年来，胡宗胜都是利用周末
和假期参与公益活动，从来不占用上
课时间，且教学成绩非常优秀，所教
学科学生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被评
为县级优秀教师、教学能手，荣获“山
东爱心助学优秀志愿者”等荣誉称
号，辅导的学生还多次在省级创新竞
赛中获奖，连续三次在山东电视台荣
获“金剪子发明奖”。

10年翻山越岭奔波3.5万公里

他为190名贫困生
引来百万助学金
本报记者 魏海政 通讯员 何乃华

教育因他而美丽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打造高质量的芙蓉工匠

抓制度建设
舞好教学管理的“指挥棒”

在湖南交通职院，仅关于教学管理制度的
一级文件就有 23 个。诸如 《二级学院教学工作
评价体系及考核细则》《教师考核工作细则》

《教学优秀奖评选办法》《竞赛奖励办法》《课
堂教学质量评价办法》 等文件，涵盖教学运行
管 理 、 教 学 基 本 建 设 、 学 籍 管 理 、 考 试 管
理 、 教 学 改 革 、 教 学 信 息 管 理 、 教 务 公 开 、
教学档案管理等，让教学的每一个环节都有
章可循。

同时，学院建立了院系二级教学常规管理
流程，对课堂教学、校内实训、顶岗实习、毕
业论文等实行全过程管理，课堂有记录、教学
有评价、效果有反馈，让学院的日常教学井然
有序。多年来，学院保持着考试工作零失误，
且从未发生重大教学管理事故。

多年来，学院一直不断深化学分制改革，
以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和教育教学质量。比
如，学院出台 《差额选课管理办法》，对部分公
共基础课和专业平台课试行差额选课，选课人
数未达到 30 人的班级进行拆分，结果进行公
示。又比如，全面落实学分警示处理，根据学

分制学籍管理规定，对未获取足够学分的学
生，按学期发出学分警示，按学年执行学籍处
理。

抓专业建设
做好专业设置的“加减法”

60 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学院规模在扩大，
办学条件不断提升，但始终不变的，是“立足
交通行业，面向市场经济，服务富民强省”这
一办学定位。

围绕“产业转型、行业发展、市场变化”，
突出交通运输行业办学特色，按照“专业基础
相通、技术领域相近、职业岗位相关、教学资
源共享”的原则建立专业群，以群建院，并对
市场需要的“硬专业”重组新建、需求不足的

“软专业”撤销调整。
一套加减法做下来，学院二级学院数量从

原来的 8 个减至 6 个，所设专业 （包含专业方
向） 从 42 个撤并至 31 个，优化完善了交通特色
专业体系，较好地适应了交通运输产业转型升
级发展的需求。

目前，学院对人才培养方案按照“一年一
小改，三年一大改”进行动态调整。同时，学
院 6 个专业群的核心专业选择核心课程，3 个教

学部各选择 1 门课程，开展课程诊改。组织校级
教学督导对照专业人才培养计划和课程标准，
开展课程评价，推进课程诊改。

另外，学院构建的招生—培养—就业联动
机制，积极引入第三方教育评价，每年形成人
才培养质量报告；以高职规划、产业需求、企
业需求为指标进行需求定位；以区域结构、行
业结构、校内结构为指标进行专业结构分析；
以开设课程满足度、有效性及学生在校学习满
意度为指标进行培养质量诊断；以用人单位意
见、毕业生反馈为依据进行课程诊断；以生源
数量、生源质量、生源背景及管理为指标进行
招生诊断，并以此进行专业定位调整、新生专
业认可度培养和适应性改进。

抓基地建设
树好顶岗实习的“好品牌”

“顶岗实习”一直是高职院校教育教学中的
重要环节，也是较易走入“形式主义”的焦点
环节。湖南交通职院在 2017 年以全省排名第二
的成绩，入选湖南省职业教育实习管理强校，
同时被推荐为全国实习管理 50 强备选学校，靠
的是什么？

校内实习基地是基础。学院现有校内实训

基地、实验室达到 129 个，省级实训基地 4 个、
国家级别实训基地 4 个，国家师资培训基地 4
个，与世界 500 强企业共建校内实训基地 3 个。
教学仪器设备总值达到 12395 万元。在校内实训
基地建设上，学院采取引厂入校、校企共建、
企业捐建等多种模式，先后与三一重工、中联
重科、一汽大众、北京现代、联智桥隧等国内
外知名企业共建了实训基地、培训中心，为专
业教学、企业员工培训搭建了平台。

校外实习基地是平台。在湖南交通职院，
对什么样的企业能成为学生校外“顶岗实习”
基地，有着一套“自有标准”，即 《顶岗实习基
地遴选建设管理办法》。该办法规定，顶岗实习
基地应该选择经营效益好、声誉好，在行业领
头的规模企业，并采取综合评分法遴选实习企
业，综合评分在 80 分以上，才能签订顶岗实习
基地协议。

得益于多年来对教育教学质量的高度重
视，学院现已建成 120 门校企共建课程、248 门
网络共享课程、8 个专业教学资源库、5 门国家
级别精品资源共享课程、5 门国家级别精品课
程、4 门国家专业资源库课程、5 门省级精品课
程、3 门省高职名师空间课堂、4 门湖南省精品
在线开放课程、41门院级空间资源课程、15个院
级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教育信息化专项）。

（龚兴蕾 肖 毅 陈维俊）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前
身为湖南省交通学校，是一所创
建于1956年的老牌职业学校。
1999年湖南省交通学校与湖南
省交通干部学校合并，2001年
经湖南省政府部门批准成立湖南
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相继并入了
湖南公路技工学校和湖南交通高
级技工学校。学院是湖南省交通
运输部门直属的国家示范性高等
职业院校，也是湖南省首批卓越
院校立项建设单位。

建校63年来，学院始终坚
持“立足交通行业，面向市场经
济，服务富民强省”的办学定
位，为交通行业培养了近10万
名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站在新的历史时期，为更好
服务国家“创新驱动发展”“交
通强国”战略和“一带一路”倡
议及湖南省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
略，学院从狠抓教学质量这条生
命线入手，全力打造高质量的芙
蓉工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