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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师范大学是教育部门直属重点
综合性师范大学，是国家培养中、高等
学校师资和其他高级专门人才的重要基
地，承担着国家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研
究的重任。本着传播先进教育理念、输
出优质教育资源、服务地方基础教育的
原则，依托华中师范大学雄厚的教育资
源和成熟的办学经验，华中师范大学校
友工作与合作发展办公室（简称“合作
办”） 代表学校开展基础教育 （幼儿
园、小学、中学） 的对外合作办学工
作。华中师范大学教育集团，受学校委
托举办合办学校，负责基础教育合作办
学学校的质量保障、办学评估以及选派
人员的招聘、管理等具体运行工作。

华中师范大学基础教育合作办学
的核心理念是整合各方资源，综合利
用各类手段，突出信息技术与教育融
合的特色，促进合作区域内的教育改
革，进而带动华中师范大学特色师范
教育的创新发展，提升学校办学效
益。经过7年的发展，学校基础教育
合作办学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已同
多个地方政府部门、知名企业签署和
洽谈合作项目。2013年至今，累计签
署合作办学项目61项，先后在湖北、
广东、海南、江苏、甘肃、福建、河
南、云南、湖南、河北、山东、四
川、贵州等15个省市开展合作办学。
截至目前，合办学校已开学的有 49

所。通过基础教育合作办学工作，进
一步彰显了学校教师教育的特色，提
升了学校服务社会的能力，扩大了学
校在各合作办学区域内基础教育方面
的影响力。

根据华中师范大学基础教育合作
办学平台发展需要，现面向全国公开
招聘合作办学平台学校正、副校长，
欢迎热爱教育事业、有情怀、有理想
的校长加入。

报名时间截至 2020 年 11 月 11 日
24点。招聘条件、报名方式等详细信息
见华中师范大学合作办网站、华中师范
大学基础教育合作办学部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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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师范大学基础教育

合作办学部微信公众号
华中师范大学合作办网站

近日，浙江省宁波市的小
学放学后校内托管服务升级，
适度扩大了托管服务面，线上
办理托管手续，有效解决家长
接送难的问题，促进学生健康
成长。

近年来，宁波市教育系统
始终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学校
教育的根本任务，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创新载
体，将德育这项“铸魂工程”
渗透到课堂教学各方面，延伸
到实践育人的各个环节，全面
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建立长效机制，构
建德育工作大格局

近年来，宁波整合社会育
人资源，把德育小课堂同社会
大课堂结合起来，统筹推进中
小学德育综合改革，形成了以
德育课程、学科课程、文化课
程和实践活动组成的课程体
系，结合学生年龄特点梯次推
进。

在推动德育综合改革的过
程中，宁波牢牢抓住“德育课
程是贯穿始终的灵魂”这条主
线，推动中小学校思想政治理

论课质量提升，针对不同学段
学生分层分类开发爱国主义校
本读本，打造爱国主义课程体
系，推动爱国主义教育进课
堂、进教材、进头脑。

同时，各学科课程和文化
课程与德育课程横向贯通，在
教育教学过程中渗透德育要
求。宁波编印了 《养正毓德》
等 100 余种德育特色校本读
本，分层分类开发了600多个
学科德育优秀案例。

宁波各级各地各校不断完
善德育工作领导机制，建立健
全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
方位育人的体制机制。成立了
宁波市班主任专业发展指导中
心、宁波市德育发展研究指导
中心、宁波市学科德育教研基
地“两中心一基地”，构建德育
工作大格局、融格局。

丰富德育载体，创建
文明校园提升办学品质

新学期伊始，宁波市北仑
区泰河学校以“争做光盘行动
小使者”为主题开启了开学第
一课。从上学期开始，该校就
开展了“1+N”光盘称重活动，

通过给班级的泔水桶称重排名，
加强惜物教育。活动开展一段
时间后，每名学生都自觉参与到
光盘称重的行动中，真正做到内
化于心、外化于行。

在文明校园创建中，宁波
筑牢青少年形成正确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根基，引导
学生将个人的梦想融入国家富
强、民族复兴的事业中。经过
3年创建，全市市级文明校园
总 创 成 率 达 44% ， 区 县 级
100%全覆盖，学校总数达到
329所。

记者发现，在文明校园的
创建过程中，宁波“一地一
策”“一校一品”的校园文化品
牌初步形成，并以德育内核驱
动学校建设发展。

“创建文明校园，就是办高
品质的学校。”宁波象山县丹城
第五小学校长孙忠心介绍，该
校以“蒙以养正”为训，弘扬

“做正事，树正人，弘正道”的
教学理念，让传统文化与“养
正教育”相融合，促进了学生
良好素养养成，也推动了学校
教育科研发展。

宁波不断创新和丰富德育
工作的载体，从德育课程系统

化、传统课程主题化、社团育
人多样化等多个层面加强未成
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开展了

“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主题实
践活动，以及经典诵读、道德
模范、传统戏曲、非遗传承进
校园活动1500余场，开发优秀
社团课程300多门。

文明校园创建还倒逼校园
硬件环境和文化环境双提升。
2018年至 2020年，宁波新改
扩建中小学78所，去年全市继
续实施薄改项目19个，改造面
积达19万平方米。在宁波的中
小学，校史馆、文化长廊、文化雕
塑等都转化为隐性的德育资源，
营造了“一草一木可劝学，一墙
一壁皆育人”的良好氛围。

拓展德育空间，将
社会资源纳入教育体系

宁波不少中小学纷纷走进
社会实践大课堂，参加“第二
课堂”的学习。近年来，宁波
持续推动“百万学生走进社会
实践大课堂”，研学基地 （营
地）建设，将社会资源纳入教
育体系。截至目前，全市累计
建立市级社会实践大课堂资源

基地111家，市级示范性基地
22个，开发市级社会实践优秀
课程92门。

如何将互联网这一最大变
量转化为德育教育的最大增
量？宁波以此为契机寻求突破
点，从今年秋季开始，校内托
管服务实现全程线上办理，家
长和学生可以在线申请托管服
务，进行课程选择，参与课程
评价，让家校共育变得更加畅
通、立体、高效。

每天早上，在宁波市北仑
区小港学达小学门口，都有志
愿者护送学生进校。这些志愿
者是该校“红色联盟”党建共
同体的成员，有社区村委、书
记主任、党员教师、家长代
表、社会志愿者等。该联盟成
立后，在学校附近开辟了停车
区，增加了近30个车位，并做
到人人参与，基本消除了校门
口交通拥堵的问题。

“我们充分整合学校、家
庭、社会等教育资源，发挥

‘三位一体’协同育人的作用，
形成校内外推进德育工作的合
力，共同绘制德育‘活’地
图。”宁波市教育局党委书记、
局长毛才盛说。

浙江宁波整合社会育人资源，推进中小学德育综合改革——

家校社合力绘制德育“活”地图
本报记者 史望颖

（上接第一版）
今年，威县农校对接消费

扶贫联盟正式成立。威县扶贫
办副主任谷子夜向记者展示了
一份长长的成员名单，43家
威县农产品、食品企业和京津
冀40所高校在列。教育部学
校规划建设中心、中国教育后
勤协会为此搭了不少桥。

“我们要拉动更多农民就
业，带动更多农民致富！”谷
子夜说。

尽锐出战，扶贫干
部组成强力战队

如果说，顶层设计是脱贫
攻坚巨浪里的风帆，那么扶贫
干部就像奔涌的浪花，前赴后
继，把论文写在威县的土地
上。

记者在威县二中读到了这
篇“论文”的一页。

八年级（4）班学生马公
政在“智慧课堂”平板电脑上
收到了老师发来的数学题，马
上动笔。一分钟后，他就举起
平板拍照上传，发现自己是班
上第二个完成的。过了几秒，
他的答案下方“大拇指”图标
后多了数字“1”，很快又变
成“5”，有5名同学给他点了
赞。

“这道题正确率挺高。我
看到同学们有两种证明方式，
我们一起来看看。”数学教师
说着，同时锁屏学生的平板。
在她的平板电脑上，“智慧课
堂”系统已快速完成批改，学
生学习数据一目了然。

“王县长推动的智慧教育
改革，让我们在信息化2.0时
代不仅没有落伍，还走到了前
沿。”威县二中校长魏凤烨感
慨，“教师们眼界宽阔了，理
念转变了，学生的学习能力也
大大提高！”

魏凤烨所说的 “王县
长”，正是来自教育部教师司
的王炳明，2019年 2月他到
威县挂职副县长后，打通了威

县教育信息化的快车道。
在他的积极协调下，一批

由企事业单位捐助的教育信息
化改革项目在高中、初中、小
学落地，全县3万多名学生直
接受益。其中，中国社会福利
基金会捐助600万元，建立一
批 “双师课堂”，让北京、
江苏等地的课堂通过网线“专
递”到威县乡村学校。

听到枣园乡潘店中心小学
“双师课堂”上，北京名师带
领农村学生放声歌唱，枣园学
区校长张文志情不自禁地说：

“多亏了王县长，‘双师课堂’
大大解决了农村学校师资短
缺、开不足开不齐国家规定课
程的问题。”2019年，枣园乡
所有小学实现了“双师课堂”
全覆盖，中心校采取“一拖
三”模式对教学点进行常态授
课，5000多名学生受益。

一个成功的示范就如入水
的石子，能泛起层层涟漪。

“信息化正在助力威县教育弯
道超车。”投身到威县教育改
革中的王炳明有感而发。

翻新的乡村学校，教室里
的信息化教学设备，一家家富
民企业……威县群众说，这篇

“论文”的每一页“都是教育
部扶贫干部一脚泥一身水干出
来的成绩”。

“从到威县那天起，我的
心就落在这片热土上了。我们
不仅要给威县带来点什么，为
百姓办实事、办急事、办难
事，还要给威县留下好的政
策、好的模式、好的实体，多
留长远受益的东西。”王炳明
说，一任又一任教育部挂职干
部都有同样的情感。

2015年，语信司的李强
来到威县，担任枣园乡魏家寨
村党支部第一书记；两年后，

职成司的张磊来威县挂职副县
长，政法司的张晓彬接棒驻村第
一书记；又是两年，王炳明接任
副县长，全国学生资助中心的皇
甫磊接任驻村第一书记，与他们
并肩作战的，还有来自人事司的
顾韬、车宇佳、周芬芳，高教司
的万瑞、李瑞，规划司的商慧，
学生司的程程，基教司的王轩
宇，都是年轻的选调生。他们成
立了临时党支部，成为助“威”
脱贫的强力战队。

“这5年，教育部先后选派
13名干部来到威县挂职，尽锐
出战。”王炳明说，大家的家乡
不同，但到了这里，都成了“威
县人”。

说起“战友”，商黎英很感
动：“这些优秀的年轻干部，带
着感情和激情，以务实作风、扎
实工作、实在成绩，为威县扶贫
开发和脱贫攻坚作出了突出贡
献！”

造血式扶贫，让贫困
群众捧上“金饭碗”

威县曾有一个美丽的名
字——“冀南棉海”。

但一望无际的棉花，仿佛窃
窃私语着一穷二白的经济。由于
土地沙化严重，威县产业一

“棉”独大，经济附加值却很低。
威县人常用“四不靠，两没

有”描述艰难的发展条件——不
靠山、不靠海、不靠铁路、不靠
大城市，地下没矿藏、地上没资
源。老百姓如何富起来是个难
题，也是定点帮扶必须啃下的硬
骨头。

教育部带着专家团队来了！
威县先后与60多所高校建立合
作关系，一系列产学研项目成效
显著。

以梨产业为例。2013 年，
威县在河北农业大学梨产业技术

专家张玉星教授团队帮助下，制
定了高效梨产业带建设规划，并
引进秋月梨、新梨七号等4个优
良品种，第一片2000亩的梨苗
种下脱贫的希望。

昔日黄沙滩，今日梨果香。
如今，10万亩优质梨树硕果累
累，40家龙头企业、120家农
民合作社入驻梨产业园区，辐射
带动全县1.87万名贫困群众稳
定脱贫。

龙集梨园企业负责人冯旺兵
站在梨树下，摸着正当季的金灿
灿的秋月梨，动情地说：“张教
授他们每年都要来好几次，反复
研究。一般的梨树3年见梨，5
年才到丰产期，但他们提出的省
力密植模式将丰产期提前了两
年！而且管理简单，农民一学就
会！”

威县的土地上开始谱写新时
代的致富经。近年来，威县在中
国农业大学、青岛农业大学等高
校的支持下，不断优化农业结
构。经济林果带、绿色高效蔬菜
带、畜禽养殖带和国家农业科技
园区、君乐宝乳业园区、宏博肉
食加工园区构成“三带三园”，
已覆盖全县90%以上的行政村
和全部贫困村。截至 2019 年
底，“威梨”“金鸡”“金牛”“白
羽”“根力多”五大产业扶贫模
式已累计发放收益分红52086人
次、2300.4万元。威县贫困群
众从此捧上“金饭碗”。

为实现造血式扶贫，在教育
部支持下，由县长任组长，分管
扶贫、农业、商务、教育的副县
长任副组长的“农校对接”领导
小组将一串“天文数字”写在

“消费脱贫”的成绩单上。
2019年，教育部和河北省

教育厅在威县举办河北省首届农
校对接精准扶贫现场会，多所高
校和企业与威县政府签署了

8000万元的农产品采购订单；
2019年以来面向各级各类学校
共计销售农产品超过 4 亿元；
建立高校后勤蔬菜生产基地 1
万多亩，1万多名建档立卡群众
受益……

定点帮扶引擎滚烫，威县上
下都在发力。威县政府、职业教
育正共同打造着一支人才生力
军，为奔向振兴蓄力。

“职教中心在校学生数3年
翻了一番，专业设置增加了 3
倍！”威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校
长张宝行告诉记者，通过教育部
京津冀职业教育对口帮扶，学校
与3所高职院校合作开展中高职
衔接“3+2”分段培养；与5所
高职院校开展合作办学；今年天
津职业大学首次在威县招收140
名“五年一贯制”学生。

而让他更为期待的是，教育
部会同县政府投入经费2亿元建
设产教融合职教园区，职教中心
即将告别危旧老楼，翻开新的一
页。

人才梯队继续向上延伸，威
县人过去想都不敢想的“大学
梦”也即将实现。教育部协调引
进社会资本6亿元，在威县建设
邢台应用职业技术学院。这所占
地500亩、规划招生1万人的高
职院校正在加快建设，今年年底
落成，计划明年招生。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建
设大学，在威县发展史上具有里
程碑的意义，它促进威县教育事
业上了一个大台阶，将为威县乃
至邢台市高质量赶超发展奠定坚
实的人才基础。”商黎英期待着。

从啥也没有到蔬果满园，从
学生外流到人才辈出，从干瘪的
腰包到幸福的笑容……站在威县
的任何一个地方，谁还能想到这
曾经是个国贫县呢？老百姓用最
质朴的语言说着翻天覆地的改
变：“真是鸟枪换炮了！”

秋高气爽，冀南一片晴朗。
威县已完成了华丽转身，从内而
外焕发着勃勃生机，如它的名字
一样，威武崛起着。

“在这次抗疫斗争中，我们为什么能够
不负重托、不辱使命？我想，这是因为有一
种精神的力量！”“这种力量，正是习近平总
书记所阐释的伟大抗疫精神：生命至上、举
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
共！”9月30日上午，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
院党委副书记戎利民在高校党组织战疫示范
微党课上动情地说。

作为中央组织部“党课开讲啦”活动的
组成部分和展现常态化疫情防控中加强高校
党建“四个一”行动成果的重要载体，微党
课自6月下旬以来，连续上线14期，共有
57所高校的29位党委书记、校长以及96位
基层党组织负责人、党员骨干云端开讲，让
党旗始终飘扬在疫情防控、全面复学、事业
发展第一线。

聚焦战疫主题，全景展示一线事迹

每期微党课都紧密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疫情防控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
署，集中阐释党中央坚持全国一盘棋、集中
统一领导疫情防控的制度优势，介绍高校党
组织和广大干部党员牢记人民利益高于一
切、在疫情防控斗争中践行初心使命的生动
事迹。

首期微党课上，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4所高校的党委书
记和基层党组织书记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让党旗在防控疫情斗争第一线高
高飘扬”重要批示精神，讲述答好疫情防控、
办学治校两张考卷的经验做法。

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召开后，
微党课推出“致敬最美白衣天使，弘扬伟大抗
疫精神”特别专题，由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等单
位的基层党组织负责人，重温学校医护人员英
勇战疫的生动场景，表达弘扬伟大抗疫精神、
奋力夺取抗疫斗争全面胜利的信心决心。

深化理论阐释，全程凸显初心使命

微党课主讲人通过场景再现、故事分享、情感抒发等不同方式，以真
实、鲜活、典型的事例打动人，以数据、图片、影像等资料说服人，以思想和
情感的升华感染人，充分彰显高等教育工作者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
使命，引导师生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七一”当天播出的第3期微党课上，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首先
讲述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理念的内涵和意义，复旦大学、西安交通大
学、北京科技大学党组织负责人围绕习近平总书记给师生重要回信、到
校考察重要指示精神，分别从“心有所信，方能行远”“传承西迁精神”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面阐述高校如何坚持和践行“人民至上”。
第11期微党课上，上海交通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中国农业大

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负责人或师生代表围绕“坚持正确导向，强化
典礼育人”的专题，详细再现学校落实疫情防控要求、精心组织开学
典礼和毕业典礼的有关做法，示范带动全国高校不断落实在典礼中充
分体现育人导向和办学方向的要求。

创新传播方式，全面增强教育实效

微党课得到多个网络平台和多种媒体平台的持续宣传报道。高校
基层党组织通过转发海报、信息提示、召开学习会等不同方式，引导
党员干部师生密切关注。每期微党课结束后，相关话题网络阅读量都
达到数百万人次。

广大师生通过网络留言、撰写心得等途径表示，微党课阐释了党
的创新理论深刻内涵，论述了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战胜一个又一个困
难挑战、取得一次又一次伟大胜利的内在逻辑，使自己更加深刻体会
到党徽虽小、其重千钧，要以坚定初心践行教育报国使命，让鲜红的
党旗始终高高飘扬。

许多高校基层党组织书记表示，通过微党课的学习受到了一次深
刻的党性锻炼和难忘的精神洗礼，更加懂得党的全面领导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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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1日，江苏省海安市城南实验小学学生在现代农业园里
了解无土栽培植物。当日，该校开展“走进现代农业园感受农业科
技”活动，丰富学生们的课外生活。 翟慧勇 摄

本报讯（记者 冯丽）陕西
省教育厅、省委组织部等七部门
日前联合发出通知，明确把师德
师风作为评价教师的第一标准，
要求切实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
建立教师疗休养制度，支持教师
履行管理教育学生的职责，保障
教师对学生的正当惩戒权。

通知提出，要积极健全师德
师风岗前培训、专题培训、全员
培训等制度，把师德师风教育贯
穿师范生培养及教师专业发展全
过程。切实减轻中小学教师负
担，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建

立教师疗休养制度，因地制宜安
排一线优秀教师进行疗休养。

通知明确，保障教师依法执
教的权利，支持教师履行管理教
育学生的职责，保障教师对学生
的正当惩戒权。引导家长和社会
正确看待教师的履职行为，对学
生、家长及其亲属等因为教师正
当履职行为而对教师进行侮辱、
谩骂、肢体侵害，或者通过网络
对教师进行诽谤、恶意炒作等行
为，相关部门和学校要积极维护
教师合法权益，追究相关人员侵
权责任。

陕西保障教师依法执教权利
支持教师履行管理教育学生职责

战贫助“威”奔小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