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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7年间，几乎每所上海的中职学
校 都 有 了 一 个 西 部 地 区 的 结 对 学 校 。
2014 年，上海—喀什职教联盟成立，两
地教育、人社部门创新机制，70 余家单
位包括职校、企事业单位以及行业协会
等自愿组成联合体，携手推进职教援疆
工作。2015 年，上海—果洛职教联盟成
立，集合两地 58 家单位力量为青海学生
搭起成长成才的阶梯。2016 年，上海—
遵义职教联盟成立，11 家上海市成员校
与遵义地区 15 所中职学校全面结对帮
扶。2018 年，上海—云南职教联盟成
立，首批 20 家常务理事单位、238 家理
事单位大平台多渠道对口支援，着力提
升职教促进脱贫致富的能力。

四大职教联盟组团式支援，架起了
东西协作的新通道。高职、高校、企业
也在源源不断地加入，“一校为主，多校
对一”的精准帮扶正在托起西部地区职
业教育的“腾飞梦”。

学成一人带动一片
返乡的前一天，杨锁扬再次来到外

滩，这是他当初立志的地方。杨锁扬是
沪东中华造船集团高级技工学校学生，
也是首批建档立卡来沪就读的滇西学
生。3 年前，他通过沪滇职教东西协作行
动计划兜底式招生来到上海，希望能学
一门技术。初到上海，学校组织大家参
观东方明珠。当得知这里一根8吨重的导
线是学校老师的作品时，他暗下决心，
要努力成长为一名优秀的焊工。

在校学习期间，杨锁扬见到了“焊
神”张翼飞、殷瓦焊匠秦毅以及大国工
匠张冬伟，工匠大师们的精神激励着他
追逐的脚步。经过3年的刻苦学习，杨锁
扬对自己的技艺越来越自信了。暑期，
他到云南中铁局做小工，在上海学到的
知识和技艺让当地的师傅们眼前一亮。
到了毕业季，云南中铁局主动邀他回乡
工作。杨锁扬最终决定回去，建设自己
的家乡。他说：“我想把在上海学到的理
论和技术传授给更多的人。”

杨锁扬只是上海职教东西协作精准
扶贫的一个缩影，和他一起通过职业教
育东西协作行动计划来沪就读的首批近
千名滇西学生也都开始走上工作岗位，
有的留在上海就业，有的带着知识和技
能回到家乡，走上了自力更生之路。他
们的成长经历也为学弟学妹树立了榜
样，很多贫困孩子放弃辍学打工的想
法，选择通过东西协作计划来沪就读。

授人一技之长，点燃一片希望。3 年
来，沪滇联盟已经帮助云南300余所生源

学校的 5794 名建档立卡贫困学生进入上海的中职校学习。加上沪喀、沪果、
沪遵联盟以及“云南同济中德学院”等招生项目，上海各联盟成员学校已经吸
收了万余名西部地区贫困生到校学习，帮助他们点燃成长的梦想。

“鱼渔双授”推动志智双扶
“我一定要把国赛精神和技能标准带回去，带领更多的青年小伙伴一起建

设美丽新疆⋯⋯”2019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汽车运用与维修赛项在天津
举行，莎车县第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参赛选手尔夏提·艾尔肯凭借熟练的技能
和扎实的功底，获得了全国二等奖，刷新了该项目新疆南疆历史上的最好成
绩。

比尔夏提更高兴的，是上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上海市交通学校） 的教师
们。近年来，以沪喀联盟为平台，该校多次组织教师援疆送教，教学名师前往
实践调研和现场指导，送去上汽通用汽车青年教育培训课程 （AYEC） 最新教
学内容，还指导莎车二职毕业生创业，建成了喀什地区职业教育第一个“汽车
服务就业创业孵化中心”，成为当地第一个职业教育校外标准的实训基地。

要“输血”更要“造血”。“发展职业教育，培养高技能人才，急需一支精
湛的‘双师型’师资队伍。”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副会长陶巍分析说。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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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任朝霞

本报讯 （记者 柴葳） 12 月 9
日—11 日，世界慕课大会在清华大
学召开。会议以“学习革命与高等
教育变革”为主题，是自慕课兴起
以来首次以慕课为主题举办的全球
性会议，旨在凝聚发展共识、汇聚
创新力量、分享实践经验、展现技
术前景，以推动世界慕课与在线教
育建设、发展和共享。中国教育部
部长陈宝生作主旨报告，分享了中
国慕课与在线教育的实践、创新与
探索。

陈宝生指出，在全球教育创新的
实践中，慕课正在成为推动高等教育

变革的重要引擎，不仅助力中国高校
成功应对了疫情危机，而且为今后建
设全民终身学习的高质量教育体系积
累了宝贵经验。他表示，经过 8 年的
努力，中国慕课数量和应用规模已居
世界第一。目前已逐步建立独具特色
的发展模式、科学合理的课程标准和
共建共享的开放合作机制，探索形成
了坚持质量为王、公平为要、学生中
心、教师主体、开放共享、合作共赢
等六大宝贵经验。

陈宝生表示，2020 年，人类经
历了百年来最严重的传染病大流行，
应对这一危机，中国政府作出了“停

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的决定，和全
国师生一起开展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
模在线教育实践，成功应对了疫情危
机，基本实现了在线教学与课堂教学的
实质等效。进入后疫情时代，中国教育
已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发挥慕课与
在线教育优势，有利于构建方式更加灵
活、资源更加丰富、学习更加便捷的全
民终身学习体系，实现人人皆学、处处
能学、时时可学。

陈宝生倡议，各国秉承合作共赢、
开放包容的理念，继续加大慕课与在线
教育资源建设，加强慕课与在线教育资
源应用与共享，促进个性化学习和终身

学习，推进慕课与在线教育创新发展，
共同推动慕课与在线教育的建设、发展
和共享。

大会发起成立世界慕课联盟，发布
了 《慕课发展北京宣言》。

大会设主会议和 4 个分论坛，采取
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举行。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助理总干事斯蒂芬妮亚·贾尼
尼、清华大学校长邱勇、经济合作与发
展组织教育技能司司长安德烈亚斯·施
莱歇尔致辞。各国驻华使馆、国际组
织、有关政府部门、高校、在线教育平
台和慕课专家等200余人在线下主会场
参加了大会主会议。

合作共赢 开创数字教育新局面
世界慕课大会召开

“孩子沉迷网络游戏怎么办？”
“孩子不愿意和我说话怎么办？”“孩
子学习没动力怎么办？”⋯⋯这些积
压的一个个“怎么办”，成为无数家
长心中最深切的苦恼。

在浙江嘉兴，守护儿童青少年心
理健康，一直被当作民心工程来抓。
嘉兴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社会心理
服务体系建设，与浙江大学合作成立
心理健康联合研究中心。从去年开
始，嘉兴全面建构“互通共享、跨界
融合”心理教育生态圈，着力消除

“孤岛效应”，突出全域统筹、全员育
心、全程服务“三全”机制，构建起

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儿童青少年心理服
务社会生态系统。

每一个社区都是心情加油站

“我初一的儿子小万沉迷手机，
不 上 网 课 ， 甚 至 流 露 出 轻 生 的 念
头。”今年 4 月，嘉兴“嘉心在线”
平台接到一位焦急父亲的电话，专家
在线咨询评估后，马上转介至市儿童
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总站。

总站接报后立即依托儿童青少年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进行干预，“嘉心
在线”咨询专家与市、县两级心理服
务站联合对小万进行心理辅导；学

校、社区联动对小万和家人进行了持续
的心理关怀、家庭心理建设。以社区为
纽带，多方协作、互联互通，终于帮助
小万解除了心理困扰，恢复了正常学习
生活。

借着创建全国心理服务示范城市的
东风，嘉兴教育系统“三横两纵”五大
共享通道应运而生，建立了学校与家
庭、教育与卫健、学校与社区之间横向
共享通道，“市级、县 （市、区） 级、
镇 （街道） 团组 （片区）、学校”四级
儿童青少年社会心理服务网络，及小
学、初中、高中全学段间心理高危学生
档案信息纵向互通机制，“互通共享、跨

界融合”心理教育生态圈初步形成。
今年暑期，嘉兴教育系统开展“幸

福嘉兴人”儿童青少年心理关爱行动，
组建 10 支心理关爱志愿服务专业队
伍，200 名心理教师走进街道和社区，
开展团体家访 118 场，服务家庭 1300
余个。

在嘉兴市教育局局长周建新看来，
每一个家庭都落地在社区，学校也是社
区的一部分。学校与社区是一个系统、
一个整体，理应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协
同工作，形成教育服务的合力。关爱学
生的心理成长，要从学校延伸到社区、
浸润到家庭。 （下转第三版）

消除儿童心理教育的“孤岛效应”
——浙江嘉兴全面建构“三全”心理教育生态圈

通讯员 孔宁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十
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以推动高
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
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为根本目的，做到社会文明程度
得到新提高，人民思想道德素质、科
学文化素质和身心健康素质明显提
高。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精神，要充分认识学校体卫艺工作
在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中的重要意
义，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
命，攻克难题、补齐短板，培养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

一是完善全面培养、全面评价的
教育体系。2020 年，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加

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
见》《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
校美育工作的意见》，进一步完善全
面培养、全面评价的教育体系。要全
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五育并
举”，完善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同
时通过构建全面评价体系来促进人才
的全面发展。要及时回应人民群众诉
求和期盼，解决长期以来教育领域存
在的“长于智、疏于德、弱于体美、
缺于劳”的问题。要坚持教育公益性
原则，深化教育改革，促进教育公
平，在师资、场馆、器材等薄弱环节
下功夫，采取有力措施切实补齐体卫
艺工作短板，增强学生文明素养、社
会责任意识、实践本领，加强青少年
身体素质、审美素养和心理健康教
育，全力建设教育强国。

二是推进多样化、现代化、高质量的
学校体育体系建设。要以校园足球为引
领带动学校体育改革发展，把校园足球
的改革模式和体制机制辐射到篮球、排
球、网球、机器人等项目，不断推进学校
体育的教学、训练、竞赛等方面改革发
展，确保学生学会一至两项运动技能。
要聚焦教会、勤练、常赛，深化学校体育
教学改革，完善学校体育“健康知识+基
本运动技能+专项运动技能”教学模式，
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
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要推进学校

体育竞赛改革，整合学历阶段各级各类
校园体育比赛、U 系列比赛，建立分学
段、跨区域的赛事体系。要推进学校体
育评价体系改革，改进中考体育测试内
容、方式和计分办法，科学确定并逐步提
高分值。积极推进高校在招生测试中增
设体育项目，启动在高校招生中使用体
育素养评价结果的研究。要推进学校体
育条件保障体系改革，推进地方制定学
校体育师资场地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力
争 2022 年学校体育教师配备、体育场地
器材建设基本达标。（下转第三版）

聚焦高质量发展 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体卫艺工作
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党支部书记、司长 王登峰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笔笔笔谈谈谈

本报讯 （记者 冯丽） 近日，西
部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创新与发展联盟
在陕西师范大学成立，西部 18 所师
范大学将依托联盟共商西部教师教育
创新与发展、建设西部一流师范大
学、服务西部基础教育高素质专业化
创新型教师队伍建设。

联盟高校将开展协同创新，包括
协同开展师范专业建设及认证研究，
建设一流教师教育学科、一流师范专
业；创办西部师范大学教师课堂教学
创新大赛，建设一流教师教育课程，
推进优质资源共享；加强师范生师德
养成教育，实施学生联合培养，协同
组织师范生微课大赛等活动，建设一
流师范院校；探索高校、地方政府、
中小学“三位一体”协同创新机制，
形成开放、共享、协同、联动的西部
现代教师教育体系，引领带动西部师

范大学教师培养模式改革创新。
此外，联盟高校申请实施“西部

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师资专项计划”，
提升西部师范大学和基础教育教师学
历层次；创新西部中小学教师培训模
式，培养造就一批西部教育家型教师
和校长、园长；协同举办“一带一
路”教师教育高端论坛、丝路艺术
节、华语演讲大赛等活动，打造内陆
教育开放新高地；弘扬红烛精神，将
红烛精神打造成为联盟师生共同的精
神标识和价值追求。打造高端智库，
建设西部教师教育研究中心，开展师
范院校评价标准研究和合格教师评价
标准研究、西部教师职业心理健康研
究、教师教育课程体系与培养培训模
式改革研究，为解决西部教师教育与
基础教育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贡
献智慧和力量。

西部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创新与发展联盟成立

聚焦东西部教育对口支援聚焦东西部教育对口支援
决胜决胜全面小康全面小康 决战脱贫攻坚决战脱贫攻坚

本报南京 12 月 13 日讯 （记者 潘玉娇）
今天上午 10 点，凄厉的警报声在南京上空再
次响起。在第七个国家公祭日来临之际，举城
哀悼，对 30 万遇难同胞的深切缅怀与追思，
也已化作这座城市数十万师生反思灾难历史、
传承历史记忆的自觉追求。

公祭日前夕，南京市600多所中小学结合
《南京市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读本》 开展各
式各样的活动。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师生通过自
创公祭日海报、自编“三行诗”等方式，开展

“勿忘国耻，圆梦中华”系列活动，有的中队
利用队会课时间开展主题队会；有的中队组织
全班学生深入学习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历史背
景；有的中队共同观看相关影视资料；还有的
中队组织征文、绘画和海报设计等活动。

（下转第三版）

南京师生悼念大屠杀遇难同胞南京师生悼念大屠杀遇难同胞

▶国家公祭日前夕，南京农业大学在校园
内举行纪念活动，学生们在点点烛光摆放而成
的“1213”字样前庄严伫立，为遇难同胞默哀。

泱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