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12月16日 星期三

教育展台08 电话：010-82296888 82296879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始建于
1956年，是一所全日制普通高等职业
院校。在新时代背景下，学校坚决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深化改革
创新，提升学校治理能力，结合现代
企业的人才需求和学生终身学习的发
展需要，培养学生适应现代社会发展
所需的综合职业能力，从本质内涵上
提高创新实践型人才的培养质量，走
出了一条提质增效的特色发展之路。

弘德：以德修身，合力打
造“三全育人”格局

人才培养方案中“德技双修”。学
校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明确
要求在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显性落
实培养具有“四个自信”的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秀
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培养目标，实
现“德技双修”，同步将课程思政融进
人才培养方案，系统设计了课程思政
目标和教学内容，确保各类课程在教
育教学过程中实现授业与育人并举。

课程改革中“德技并重”。在学校
课程改革中，实施了“课程思政三分
钟”，明确要求所有课程至少有三分之
一课次实施至少三分钟思政教育，并
从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主义情
怀、加强品德修养、增长知识见识、
培养奋斗精神、增强综合素质、树立
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加强和改进
学校美育、弘扬劳动精神等九个方面
明确课程思政内容，指导教师结合课
程特点，将思政元素有机融入课程教
学，体现“德技并重”。开设以展示中
国发展成就的“速度中国”特殊思政
课，加强各类课程与思政课同向同
行，充分发挥课堂育人主阵地作用。
湖北省高校思政课骨干教师“名师示
范课堂”“一省一策思政课”项目湖北
省牵头学校的示范效应正在逐步显现。

素质教育中“德字为先”。在学校
制定的学生素质教育实施方案中，将
素质教育课设计成思想政治素质、学
习创新素质、职业发展素质、审美修
养素质、身心健康素质等五大模块，
在此基础上，统一设置“户外素质拓

展训练、思想品德与行为规范、学习
与创新、职业发展实践、审美修养实
践、身心健康素质拓展”等素质教育
课，形成了“习课堂”“创课堂”“勤
课堂”“雅课堂”“悦课堂”等五个课
堂，通过规定学时、学分、开设学期
等，使素质教育和人才培养方案一体
化设计，确保素质教育各项活动落到
实处。

汇聚合力实现“三全育人”新格
局。学校制定了 《落实<湖北省高等
学校“三全育人”综合改革实施方案
>实施细则》，明确了以立德树人为根
本，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以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全面提高
人才培养能力为关键，以“五个思
政”为抓手，深入推进“三全育人”
综合改革，对学校各单位 （部门） 在

“三全育人”中的职责进行了明确，充
分挖掘学生思政、教师思政、课程思
政、学科思政、环境思政中的育人元
素，形成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格
局，全面提升学校思想政治工作质
量，着力培养具有“四个自信”的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优秀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正是在学校“以德为本”的教育
思想主导下，2018 年以来，学校在人
才培养方面的系列成果突出显现：“高
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关键集’
控制法开发与实践”项目荣获职教国
家级别教学成果奖，6 项教学成果获
省级教学成果奖；学生在国赛中获特

等奖两项、一等奖三项。2020 年，在
全国 26 个省份的招生取得全面丰收，
湖北普通高考录取线取得文科之冠、
理科第二的好成绩。

精技：以技立业，潜心锻
造中国轨道工匠

因材施教，分类制定人才培养方
案。学校全面贯彻国家专业教学标
准，深入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学校针
对不同生源特点，将思想政治教育、
职业道德和工匠精神培育融入教育教
学全过程，结合不同生源培养要求，
制定了普高生源、中职生源、英才计
划、“3+2”转本联合培养、“3+2”中
高职衔接、弹性学制专业等六类人才
培养方案，主动应对学生个性化和生
源多样化现象，打造具有“劳模品
质、鲁班技能、家国情怀”、能在生产
一线担当领军重任的卓越技术技能人
才⋯⋯全面推进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
改进，完善了学校创新人才培养质量
控制方法，2019 年 11 月，在学校教学
工作诊断与改进省级复核中，得到诊
改专家组、省上级部门及兄弟学校的
高度评价。

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对接。学校
制订专业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对接铁
路和城市轨道交通行业，服务湖北

“一芯两带三区”区域和产业发展战
略布局，整体设计专业、专业群结
构，3 年内建设 10 个专业群、重点建

设 17 个专业、新增 13 个专业、升级
改造 11 个专业、撤销 5 个专业, 其
中动车组检修技术专业群入选国家

“双高计划”建设的中国特色高水平
专业群。

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一是
基于专业群构建课程体系，按“1+
N”模式开发人才培养方案，“1”是
专业群人才培养方案，“N”是群内各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按照底
层可共享、中层可融合、上层可互选
的结构设计。二是对接职业标准调整
课程内容。一方面以工作内容为依
据，及时将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
纳入课程；另一方面与职业标准对
接，将“1+X”职业技能等级标准有
机融入人才培养方案。

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学校
坚持知行合一、工学结合，探索并
实践了“订单培养”“双主体培养”

“现代学徒制”“2+1 定向校企联合培
养”四种人才培养模式。各专业在
学校工学结合培养模式框架下，结
合自身实际，创新“双元互动、双
线融合”“项目教学、柔性管理”等
富有专业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

推行学分置换，实施扬长教育。
学 校 建 立 了 学 分 置 换 与 抵 换 机 制 ，
引导具有不同能力倾向的学生扬其
长、避其短，做自己擅长领域的强
者，促进学生人人成才。素质教育
课程超过应修学分部分，按学分可
抵换不超过两门公共基础课程 （两
课 、 心 理 健 康 教 育 课 、 体 育 课 除
外） 及专业基础课学分。专业核心
课 （顶岗实习除外） 考核达到 90 分
及以上，可上浮两学分，超过专业
核心课程必修总学分部分，可抵换
不 超 过 两 门 公 共 基 础 课 程 （两 课 、
心理健康教育课、体育课除外） 及
专业基础课学分。专业技能大赛获
得省级一等奖及以上可抵换一门相
应专业基础课或专业核心课或专业
拓展课。取得两个及以上与本专业
工种相关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抵换
一门相关专业基础课。

在目标导向下，学校人才培养质
量得到了显著提升，毕业生就业率达

96%以上，协议就业率近 93%。武汉
地铁运营公司一线员工中，超过 1/3
为学校毕业生；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
有限公司首批 20 名“90 后”动车司
机、武汉地铁 3 号线投入运营后的首
批 60 名 值 班 站 长 全 部 毕 业 于 学 校 。
第三方满意度调查显示，企业对学校
毕业生满意度超过 98%。2019 年，师
生参加省级及以上技能大赛获得 67
个奖项，被授予中国技能大赛第十届
全国交通运输行业城市轨道交通职业
技能大赛 （学生组） 特殊贡献奖，获
深圳地铁“优质校企合作院校”荣誉
称号。

善治：改革创新，专注提
升内部治理能力

全面深化机制改革，健全制度建
设。学校党委成立了全面深化改革领
导小组，2018 年以来，完成学校内设
机构改革，优化了组织结构，厘清
各部门工作职责，明确中层干部编
制和岗位职责，实现了学校事事有人
管、人人有事做的目标；实施人事制度
改革，完成定编定岗、全员竞聘上岗工
作，着力推进校院两级管理，扩大二级
单位自主权和责任担当，让干得多、干
得好的部门和同志有更多的获得感，释
放了教职工的发展空间，学校管理服务
朝着高效、顺畅、精细化全面推进；建
立全面考核机制，在充分听取教职工意
见基础上，建立学校全面考核制度体
系，对学校各部门、各岗位的工作职责
实行全方位的分类考核，并将考核结果
与绩效工资挂钩，与干部任用挂钩，
与职称评聘、晋升晋级挂钩，有效激
发了教职工干事创业活力。

完善内部控制机制，确保学校运
行规范有序。围绕依法治校，规范管

理，对学校党的建设、工程建设、设
备采购、学生管理、经费管理、财务
管理、资产管理、科研管理等方面制
度进行全方位的修订完善，编制制
度汇编，加强宣传学习，开展制度
宣讲和培训，组织干部和教职工深
入学习、贯彻落实规章制度；制定
内部控制评价与监督管理办法，明
确 各 单 位 部 门 在 内 部 控 制 中 的 职
责，发挥审计、监察在内部控制中
的作用，确保学校各项内控制度得
到有效执行；制定并发布学校领导
班子成员年度重点工作清单，实施
了月度重点工作和党政周重点工作
安排及发布制度，主动接受群众监
督，督促各级干部主动担当负责，积
极干事创业。

凝聚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
平高职院校的磅礴力量。2020 年学校
成功召开了第一届党代会，对学校未
来 5 年的工作进行了部署动员，为学
校高质量发展吹响了集结号。学校通
过教代会、座谈会、校领导接待日等
多种载体，广泛听取教师员工对学校
发展的意见建议，依靠广大师生的智
慧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通过开展

“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建功立业新时
代”主题活动，引导党外知识分子与
党同心同德、同向同行，绘制优质、
高效、和谐、幸福武汉铁院更大的同
心圆。

新时代，新教育，新使命。学校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 指 引 下 ， 以 “ 弘 德 + 精 技 ” 为 两
翼，以构建现代化治理体系、提高治
理能力为抓手，扎根湖北，培养了一
批批“拥有一技之长、不唯学历凭能
力”的具有创新思维、创新能力的高
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

（白有林 彭开勤 刘莉琳）

立德绘制树人蓝图 改革赋能优质发展
——聚焦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综合改革

毗邻杏林海岸线的福建省厦门市
集美区高浦小学创立于1921年。近百
年来，高浦小学根植于深厚的文化积
淀，致力于培育以“雅、真、善、
美”为核心的学校文化，在“崇礼厚
德、积学远志”办学理念的引领下，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教育教
学全过程，扎实推进素质教育，努力
形成了自身的办学特色和品牌——

聚焦发展 确立四大方向

作为一所具有悠久历史和丰厚文化
积淀的学校，如何挖掘、总结、继承已
有的经验与传统，不断注入新的时代精
神，进而形成能够影响教师和学生的独
特文化价值观，这是高浦小学在新的发
展时期一直坚持探索的关键问题。在学
校领导班子的带领下，高浦小学积极构
建以“融礼教育”为核心的学校文化，

把工作重点主要放在师资队伍建设、教
学质量提升、文明习惯养成、凸显学校
特色四大方面。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
学校进一步确立了“师生融礼同发展”
的办学理念，建立完善教师培养机制。
在教学质量提升方面，学校逐步完善教
学流程规范管理，形成培养学生良好习
惯和科学学习方法的机制，使课堂教学
效率逐步高效，课堂教学质量明显提
升。文明习惯养成方面，学校围绕“融
礼教育”整体构建德育工作框架，创建
了校本德育课程。在凸显学校特色方
面，于“礼”文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凸显
和完善“融礼教育”的课程设计，深入
开展好各种兴趣特长班活动，培养兴
趣，发展特长，提高素质，彰显个性。

“融礼”厚德 彰显德育特色

全国教育大会强调，要把立德树

人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
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按照这一
要求，高浦小学以学校的育人目标为
核心，完善不同年级的德育目标、行
为规范目标，深化学科德育、全员德
育，提高育德的针对性、实效性，彰
显学校“融礼”德育特色。

学校建设了一支师德高尚、专业
素养高、业务能力强、年龄梯次合理
的德育骨干队伍。并根据不同年级学
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及分层德育目标，
设计系列德育主题活动，培养学生自
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评价的能
力。在完善 《文明礼仪伴我行》 校本
教材的基础上，浓缩特色文化精华，
注入并丰富学校德育的课程内容，创
建了“一日之礼”“一年之礼”“小学
之礼”系列“体验型”校本德育课
程。同时，学校结合时代要求，深入
解读“礼文化”精神，开展“体验式

融礼”系列主题教育活动，培养“气
质型”高浦学子，激发学生对“礼文
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深化课改 推进全面提“素”

为进一步深化课程建设和教学改
革，高浦小学着力推进校本课程的全
面实施，推动精细化教学管理，从四
个方面抓实专业化校本研修：一是追
求精细管理，以做好常规、落实细节
和过程监督为抓手，优化教学环节，
提升教学质量，形成高效管理模式。
二是加强校本教研，努力提高教师的
校本课程研究能力，健全并实施规范
而有效的校本教研制度；创新研究模
式，重点推进“行为跟进，同课异
构”的研究活动，切实提高课堂教学
效率。三是围绕“校本作业”“单元试
卷”优化设计行动研究，提升教师课

堂教学结构设计的能力，切实达到减
负增效的目的。四是开发建设好文艺
类、科技类社团活动，形成校本系列课
程，凸显“体育强身，艺术修身”的教
育理念。其中，答嘴鼓、木偶戏、古法
造纸等非遗社团深受学生的喜爱。

通过不断努力，高浦小学的教学
质量在市区监测中得以逐年稳步提
升，学生在各级学科竞赛、艺体类比
赛中全面获奖，实现了全面发展、个
性发展。

活力绽放 激活竞技梦想

篮球是集竞技、健身、娱乐和益
智为一体的集体性运动项目，为促进
竞技篮球普及化来满足小学生的体育
活动需求，高浦小学体育组编写了一
套篮球课程校本教材，开发适宜小学生
活动与篮球技能运用的篮球内容、篮球

游戏，探讨不同水平段适切的篮球教与
学的方法。自主创编的大课间篮球操深
受学生喜欢。同时，学校举办“篮球嘉
年华”和丰富多彩的篮球竞赛活动，满
足学生课余活动的需求，力争“让每个
学生都会玩篮球”。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高浦小学男子
篮球队通过刻苦训练，历年来取得了突
出成绩：多次斩获区赛之冠，获得市赛
第二名等。2019年，队员郑宇轩、刘东
被中国篮协提名参加小篮球全国冬训
营。今年，学校被评为“厦门市竞技体
育后备人才培养基地校”，在保持原有
荣誉的基础上取得了新的突破。

⋯⋯⋯⋯
在砥砺奋进和探索实践中，高浦

小学在各级领导的正确指导和社会各
界的大力支持下，弘扬“勇担当，讲
奉献，拼韧劲”的精神，加大改革力
度，不断拓宽教育教学改革思路，推
动了教学质量的不断提升。学校先后
被授予福建省农村示范学校、厦门市
教师基本功示范学校、区德育先进学
校、福建省义务教育管理标准化学
校、厦门市示范家长学校等荣誉称
号，在实现“品德优、品貌端、品位
高”发展愿景的道路上行稳致远。

（林庆怀）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高浦小学

树人求德笃学致美 活力无限助燃梦想

渊博精深的古诗词，是中华民族
珍贵的文化遗产和不断发展的艺术奇
葩。就艺术起源讲，诗、乐原本一
体。我国最早的几部诗歌总集如《诗
经》《楚辞》等，从创作到广为人知，
均为和节拍而歌。朗朗上口的唐宋五
言、七言诗，更是文学发展的巅峰，
一千多年来传诵不衰。《四溟诗话》中
就有：“唐人歌诗，如唱曲子，可以协
丝簧，谐音节。”这也是千百年来诗词
生命力如此顽强的原因之一。

成都市青白江区实验小学诵读经
典、吟唱古诗词，就是在优美的音乐
氛围和吟唱的情感激荡中，使学生了
解中国的文化根基，让学生在诗里词
间接受熏陶和感染，寻根固本。通过
学习，体会古人自强不息、兼容并
蓄、君子务实、重德好仁等美德。

和拍而歌 展传统文化生命力

学校曾大力开展过其他方式的国
学经典诵读活动，努力营造学习国学
的氛围，充分利用书香长廊、橱窗、
墙壁、黑板报等空间，以多种途径渗
透国学经典的文化元素，让学生们与
经典相伴，在耳濡目染中快乐成长。
但似乎总有一些遗憾，学生们遗忘的
速度与诵读的速度成正比。那么，如
何才能使学生对吟诵过的诗词经久不
忘，甚至令其陪伴终身呢？

在探索和实践中，学校开始尝试
古典诗词的吟咏歌唱。即：在传统吟
诵的基础上融入了现代因素，用音符代
替枯燥的文字，赋予诗句生命，使诗句
鲜活起来。学生在唱中学，学中乐，乐
中思，思中获。在追求古风古韵、又符

合现代人的音乐审美心理的同时，能让
学生在愉悦的氛围中感受中国经典古诗
词高度的思想性、艺术性。

实践证明，“吟”“唱”比朗读更
便于记忆。“朗读”仅仅是完成了学习
的第一步，把语言与旋律结合起来才
是更好的办法。在旋律与语言之间，
人的大脑对旋律的记忆总是来得更
快、更深刻。这样不仅提高了古诗词
教学的效率和效果，而且增强了儿童
学习古诗词的兴趣。

诗 词 吟 唱 能 提 高 学 生 的 审 美 意
识。古诗吟唱，继承了我国优秀文化
的传统，一是诗、乐一体化的传统，
二是中国古典诗词声律美和意境美的
传统。通过古诗词吟唱这种形式，让
学生们沉浸在诗词的旋律和意境之
中，涵养其性情，陶冶其情操。三是
诗词吟唱的旋律音域不宽，朗朗上

口，简单易学，既符合儿童歌唱的生
理机能，又符合学生对古诗词意境的
感悟。

吟唱有方 循序渐进重实效

学校确立了“吟唱经典，塑造人
生”这一育人理念，在充分研究儿童心
理和生理特点后，建立在中国古典诗词
吟唱的要求、现代诗歌吟唱的要求和学
生身心发展的需求相统一的基础上。

“国学经典吟唱”通过“读诗词—吟唱
—品析—理解—记牢—传播”这六个步
骤，让经典古诗文扎根心田，影响自
己，影响家人，直至终身不忘。

前期，学校全方位进行活动的可
行性论证和前期工作的设想、筹备，并
深入调研。查找与中国古典诗词吟唱相
关的文献资料，了解古诗词吟唱的基本

常识。针对学生的实际情况制定各年级
段中国古典诗词吟唱的具体要求。

2015 年 1 月至 3 月，学校利用寒
假时间，组织语文教师和音乐教师开
发和创编校本教材，每册一首 《卷首
曲》 —— 《读唐诗》（谷建芬作曲），
16 首 古 诗 文 歌 曲 ， 上 、 下 学 期 各 8
首，其中一部分是教材上必学的古诗
文，一部分是根据学生不同学段特
点，选取的适合该学段学生朗诵的古
诗文，经过反复修订，成为校本教材

《古诗词吟唱》（一套共六册）。
实施中，根据各年级段具体的古

诗词吟唱要求，认真学习研究与古诗
词吟唱相关的文献资料，探索指导小
学生吟唱古典诗词的方法、步骤及操
作要求。通过一系列喜闻乐见的形式
推动学生主动参与古典诗词的吟唱，
培养学生对古诗词的学习兴趣。

学校将吟唱古诗词与新课改相结
合，每周的音乐课教师拿出一半时间教
唱古诗词歌曲，在音乐教学中让学生将吟
唱、诵读、表演创造整合运用，在教育
中快乐学习，领悟精深的古诗词经典文
化。每天下午信息课前10分钟为全校吟
唱古诗词的时间。每周一升旗仪式结束
后，由随机抽选的3个班向全校师生进行

“古诗词吟唱”展示。年级组每月组织一
次已唱歌曲（古诗词）的吟唱比赛；学校
每学期组织一次古诗词吟唱展示活动。

在学校，每到下午上课时间，吟唱
声充满校园，此起彼伏。特别是低段的
学生，不光会唱，还会载歌载舞，情绪
高昂，唱歌的兴趣特别浓厚，持久不衰。
此项活动一改以往机械的、枯燥的诵读，
大大激发了学生们学习和积累古诗词的热
情，效果明显。据二年级组班主任教师的
统计，学生中能背诵的古诗词最多的达到
113首，最少的也有13首。

古诗词吟唱，让美育人、以情感
人、寓教于乐，使师生素质同提高。中
华民族优秀传统诗词，在“立人”方面
更显哲理、完整、丰满、韵味浓厚。有
利于增强学生的文化底蕴，增强民族自
豪感，使学生获取正确的人生观、价值
观，培养高雅的审美情趣，丰富精神世
界，形成健康的人格。 (温开明)

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实验小学

让学习乘上歌声的翅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