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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焦新） 根据中央
关于巡视工作的统一部署，近日，中
央第三巡视组巡视教育部党组工作动
员会召开。会前，中央第三巡视组组
长秦斌主持召开与教育部党组书记、
部长陈宝生的见面沟通会，传达了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指示
精神，通报了有关工作安排。会上，
秦斌作了动员讲话，对做好巡视工作
提出要求。陈宝生主持会议并讲话。

中央第三巡视组副组长及有关同
志，中央巡视办有关同志，中央纪委
国家监委驻教育部纪检监察组有关负
责同志，教育部领导班子成员出席会
议，教育部机关司局和直属单位主要
负责同志，机关纪委、巡视办、巡视
工作联络组负责同志列席会议，非中

管教育部直属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在当
地通过视频方式参会。

秦斌强调，教育事关国家发展、
事关民族未来，是国之大计、党之大
计。教育部作为全国教育主管部门，
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
教育部党组开展巡视，充分体现了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教育工
作的高度重视，是促进教育部党组履
行职能责任、做到“两个维护”，深
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推动教育高质
量发展，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加强作风
建设、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的重要举措。教育部党组要提高政治
站位，强化政治责任，深刻认识巡视
工作的重要意义，以对党的事业高度

负责的态度，积极支持配合中央巡视
组工作，自觉接受监督，坚决完成好
党中央交给的巡视任务。

秦斌指出，巡视是重要的政治工
作，是上级党组织对下级党组织履行
党的领导职能责任的政治监督。中央
巡视组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
五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巡视工作方
针，精准落实政治巡视要求，准确把握
教育部在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
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承担的使
命任务，聚焦党组职能责任，紧盯“一
把手”和领导班子，把督促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作为根本任务。（下转第二版）

中央第三巡视组巡视
教育部党组工作动员会召开

本报讯 （记者 杨彬） 日前，教
育部召开巩固拓展教育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推进会。教
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孙尧出席会议
并讲话。

会议指出，8 年来，教育系统始终
坚持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教育、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如期
完成了教育脱贫攻坚各项任务，取得
了巨大成就。进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的新发展阶段，要深刻认识巩固拓展
教育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的重要意义，统筹更多资源、汇聚更

大力量，作出教育系统更大贡献。一
是做好政策衔接，积极谋划推进与振兴
乡村教育和教育振兴乡村相匹配的支持
政策，实现政策体系、制度体系、工作体
系的平稳过渡。二是落实“四个不摘”，
严格落实中央要求，把巩固拓展教育脱
贫攻坚成果放在突出位置，集中力量
支持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立健全
巩固拓展义务教育有保障成果长效机
制。三是强化定点帮扶，发挥高校排
头兵作用，相对稳定帮扶关系，创新帮
扶方法，拓宽帮扶领域，丰富帮扶内
容。四是突出育人特色，把乡村振兴

作为立德树人和思政课堂的重要内
容，深挖育人资源，做好宣传引导，加
强实践育人，动员广大干部师生到一线
受教育、长才干、作贡献。

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福建省教
育厅、贵州省教育厅、清华大学、吉
林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及教育部财务
司、职成司负责同志作交流发言。各
省 （区、市） 教育厅 （教委）、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教育部直属高
校、部省合建高校及西北师范大学，
教育部相关司局及驻部纪检监察组负
责同志参加会议。

统筹资源 汇聚力量 作出更大贡献
教育部召开巩固拓展教育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推进会

“树凌云壮志，铸钢铁翅膀。”近
日，记者走进湖南省长沙市周南中学航
空班，只见教室里，坐姿如钟；绿茵场
上，军姿矫健；运动场上，生龙活虎⋯⋯
作为全国 16 所青少年航校之一，自
2015年周南中学成立航空班以来，已
有360余名胸怀翱翔蓝天、保家卫国
梦想的航空少年从这里走出。

报国之志，百年未变。
周南中学创始于1905年，创始

人朱剑凡先生是中国近代革命教育
家，早年曾参加了反帝反封建的新
文化运动，后接受马克思主义，从
而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革命道路。

朱剑凡在少年读书时便树立了
“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抱负，在日
本留学期间，逐渐认识到教育对一
个民族的重大意义。归国后，他认
为：“女子沉沦暗黑，非教育无以拔
高明，要自立于社会，有学识技
能，才能拔于黑暗。”

朱剑凡不顾当时清朝禁止兴办

女校的明令，毅然毁家兴学——以自
家园林创办周南女子学堂，发女学之
先声，掀开中国教育新篇章。他提出
了富有历史前瞻性的“公共心、自治
心、进取心”的教育理念。1916 年，
学校改名为湖南私立周南女子中学，
自此成为湖南正规的一所女校。

周南女子中学堪称革命的摇篮，
培养了一大批巾帼英豪，为中国革命

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页。作为湖湘女
学的先导，杨开慧、向警予、蔡畅、
丁玲、廖静文、钟期荣等曾在此求
学。（下转第二版）

长沙市周南中学培养了杨开慧、向警予等巾帼英豪——

报国之志 百年不变
本报记者 阳锡叶 通讯员 宋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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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爆发后，大批周南学子积极投入抗日救亡宣传。 （学校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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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8 日，小朋友在展示手工制作的“康乃馨”花束。当日，浙南山区
丽水市景宁畲族自治县浮丘幼儿园小朋友在巧手课堂上制作母亲节礼物，并
写上美好的祝福语句，祝妈妈节日快乐。 李肃人 摄（新华社发）

妈妈，节日快乐

2021年，浙江省中等职业学校职业
能力大赛，绍兴拿到的“国赛”入场券
居全省第一，占了浙江的1/4。

2020年，绍兴市中职毕业生初次就
业率 99.58%，专业对口率 89.73%，连
续多年高位运行。

“绍兴的职校数和职校生在浙江处于
中等规模，多项指标从10多年前的‘囊
中羞涩’到如今全线飘红，关键是基于
跨界融合的新型教改模式，打破了原先
单一学校、单一专业、单科教师的育人
藩篱，闯出了一条市域职业教育培养高
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新路子。”绍兴市教
育局党委书记、局长姚国海说。

在名人荟萃、文人辈出的鲁迅故
里，上职校、做鲁班，正在成为优质的
教育新选项。

谁来培养——
从学校单体跨界到区域联体

改革是被市场“逼”出来的。
绍兴市职教中心有个老牌专业“电

子电工”，毕业生主要在传统中小电子企
业就业。然而，某芯片头部企业落户绍
兴，急需高素质的技术工时，专业显出
了老态：学生看不懂进口设备的英文说
明书，封闭的工作环境对爱岗敬业有着
近乎苛刻的要求。生产中出现一个废
品，损失就是几万元，企业等不起，学
校很着急。

其他专业亦如此。传统烹饪专业培
养“火头军”，而市场流行创新菜。传统
建筑专业教简单装修，而市场更重艺术
性。还有旅游行业的互联网思维，护理
行业的体护融合⋯⋯

行业、市场的全新走向，牵动着职
教人的敏感神经。绍兴市职业教育教学
教研室调研发现，中职学校多为“单体
式”发展，各校虽有某些专业优势，但

校际之间、校企之间、区域之间的资源没
有充分融通，学校“单打独斗”造成了育人
的天花板。“有个专业全市只有一所学校
开设，专业教师才配了两名，何谈培养复
合型高素质人才！”教研室主任孙坚东说。

其实，早在2002年，绍兴市部分职
校就尝试“学区化管理”，以学生之学定
教师之“区”，专业课、文化课教师混合
搭配办公室，做起文专融合的文章，这
一改就是12年。跨界融合的思路逐渐得
到教师的认可，但只在校内“螺蛳壳里
做道场”似乎还欠火候。

2014年，绍兴市终于从学校端破壁，
提出在区域层面组建教学创新团队——

“1+4+N”。“1”指 1 名导师，须具备协调
管理、课程整合的能力。“4”包括了 1
名专业课教师、1名文化课教师、1名高
职名师、1 名企业骨干，是教学改革的
主要力量。“N”则是 8 名以上青年教师
学徒。团队所有成员灵活搭配，可来自
不同学校、不同县市区，甚至从浙江省
内借智借力。

以绍兴市职教中心导游“1+4+N”创
新团队为例，浙江省教坛新秀王蓓芳牵
头，招募该校语文骨干、上虞区职业中专
旅游专业教师、绍兴某旅行社经理、浙江
农业商贸职业学院教授。“旅行社把脉市
场，高校教授指导课程，另外两名教师负
责文专融合，整体战斗力明显强于传统的
校内教科研团队。”王蓓芳说。

目前，绍兴市已创建 83 个创新团
队，招募了 200 多名能工巧匠，覆盖所
有专业大类。其中，62 个团队由本地教
师牵头，21 个团队由浙江省其他地市的
名师牵头，多数为浙江省特级教师。按
照规定，团队遵循“不变与可变”的原
则。“不变”的是，团队必须对接一个产
业的 3—5 家企业，常引市场的源头活
水。“可变”的是团队一年一轮换，动态
更新。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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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蒋亦丰

本报讯 （记者 方梦宇） 近日，
安徽省教育厅发布 《关于做好 2021
年 普 通 中 小 学 招 生 入 学 工 作 的 通
知》，其中明确提出将全面规范普通
高中招生秩序。

在今年出台的相关政策中，安徽
明确提出普通高中起始年级班额不得
超过 55 人，并实行属地招生，地处
县域 （含县级市） 的公办普通高中应
在本县域内招生，地处设区市城区的
公办普通高中应在所在区或若干城区
内招生。民办普通高中招生工作纳入
所在地教育行政部门统一管理，招生
范围与所在地公办普通高中保持一
致，实现同步招生。

此外，今年安徽延续了去年省示
范高中招生计划 80%的比例切块分
解到初中学校的政策，值得一提的是，
安徽今年特别提出原则上不跨区域分
配指标，防止跨区域掐尖招生。

安徽提出，对于过去实行跨区域
指标到校的地区，具备条件的，应从
2021 年秋季招生起按照规定的招生
范围分配指标；暂不具备条件的，围
绕妥善处理好为农村学生提供优质
教育资源与防止县域优质生源过度
流失之间的关系，以及避免学区房炒
作，积极开展跨区域指标到校招生录
取办法改革试点，跨区域指标主要分
配到薄弱初中，并随着县域普通高中

办学质量的提高，逐年减少跨区域分配
指标，力争到2024年实现属地招生。

为了进一步规范普通高中招生行
为，安徽在去年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十
项“严禁”：严禁以任何形式提前组织
招生、免试招生、超计划招生、违规跨
区域招生；严禁学校间混合招生、招生
后违规办理转学等。

为鼓励普通高中多样化有特色发
展，安徽同时明确，各市教育行政部门
可选择部分具有特色办学基础的普通高
中学校，积极推进多样化有特色发展；
体育、艺术和小语种类型可在设区的市
范围内招生，其他类型在规定的属地范
围内招生。

安徽十项“严禁”规范普通高中招生行为

严禁以任何形式违规跨区域招生

【高教周刊】

新文科建设：走深走实 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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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市柯桥区职教中心数控专业学生在实

训室进行实践操作

。

（资料图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