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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教师不能只做
传授书本知识的教书匠，而要成为塑造
学生品格、品行、品味的“大先生”，
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真理，塑造
灵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这一重要
论断，为广大教师的职业追求指明了方
向，丰富了“人民教师”这一神圣职业
的精神内涵。

做一名新时代的“大先生”，需要
拥有高尚人格。“教，上所施，下所效
也；育，养子使做善”，教师是在言传
身教的过程中，用自己的道德情操去感
染学生、引导学生。身教胜于言传，教
师的一言一行对学生都有极大的影响，
学生不仅跟着教师学习知识，而且从教
师身上学习研究事物的态度，培养影响
一生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教师要成
为“大先生”，首先要以人格魅力、模
范行为树立榜样。如果教师在金钱、名
利面前把握不住自己，是非、善恶、义
利等方面出现偏差，如何担当起立德树
人的责任？教师只有以德立身、以身作
则，学生才能以师为镜，因此，但凡

“大先生”，必然品格高尚、行为世范。
做一名新时代的“大先生”，需要

成 为 学 术 典 范 。 大 学 的 根 本 不 在
“大”，而在“学”。一方面，建设世界
一流大学，必须有一批学术造诣在世界
上有影响的“大先生”。作为博闻广识
的饱学之士，“大先生”深耕于特定领
域，是学术的领军人物，更是大学的一
面旗帜，在整合各种资源、创造高质量
的研究成果、提升大学的学术水平和增
强竞争力影响力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重
要作用。另一方面，名师出高徒，“水
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要
想成为“大先生”，教师一定要有扎实
学识。拥有深厚学识和高超科研水平的
教师，对教学内容理解得更为深刻透
彻，教学更容易做到深入浅出，有助于
学生的理解与成长进步。

做一名新时代的“大先生”，需要
成为育人楷模。“三尺讲台系国运，一
生秉烛铸民魂”，教书育人是教师的使
命，只注重科研而荒废教学的人，绝不
能称之为合格的教师，更遑论成为世人
景仰的“大先生”。现在大学里不乏一
些德高望重的老先生，他们对教学有敬
畏之心，对学生的教导孜孜不倦，赢得
了广大师生乃至社会各界发自内心的尊
重。同时，教师不仅要追求育人，更要善于育人，要深刻领悟教育规
律，善于因材施教，针对每个学生的特点，真诚、耐心、热情地开展
指导，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帮助他们培养思考问题的方式、严谨的
科研态度、刻苦的钻研精神，真真切切地把三尺讲台当作自己建功立
业的舞台。

从不违师德、教书育人的基本要求，到立德修身、学术精湛的优
秀教师，再到学术上炉火纯青、开宗立派，一名大学教师要成为在人
格、品德、修养等方面为人敬仰的“大先生”，可以说任重而道远。
诚然，不是每名教师最终都能成为“大先生”，但每位教师都要有当

“大先生”的志向，以“大先生”的标准要求自己。“取乎其上,得乎
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取乎其下，则无所得矣”，唯有树立牢固
的理想信念，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与时俱进，不断汲取
新知识，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增强教育教学本领，才能既实现自身
的长远发展，又能引导学生走向更为宽广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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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 5 月份，国内测绘行业的首家
上市公司——南京市测绘勘察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总经理储征伟就习惯性往南
京高等职业技术学校跑。“我们就是喜
欢他们培养的学生。”储征伟告诉记
者，早在 20 多年前，研究院就与学校
开展订单式人才培养合作，今年又再次
签约共建测绘专业学院，“学校将物联
网、大数据、5G 技术等信息化理念融
入人才培养，与我们的发展理念和方向
不谋而合。”

将前沿知识融入到技能人才培养当
中，是五年制高职的一大优势。早在本
世纪初，江苏省委、省政府就作出进一
步发展五年制高职教育的顶层设计，以
适应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对职业教育提出
的新要求。2003 年，江苏正式成立联
合职业技术学院，打造“五年贯通长学
制”的“集合式”高职发展品牌。

“五年制高职是融中等职业教育和
高等职业教育于一体，实行五年贯通培
养的专科层次职业教育。”江苏省教育厅
厅长葛道凯说，18 年的发展探索，五年
制高职主动适应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适
应教育现代化、适应技术技能人才成长
规律、适应人民高质量生活的需求，为建
设“强富美高”新江苏注入蓬勃动力。

建构“适合”教育，遵
循技能人才培养规律

在 江 苏 南 通 ， 卫 生 医 疗 单 位 有
80%的护理人员毕业于同一所学校——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南通卫生分院。

“我们学校的职业护士考试有着 100%
的通过率，绝大多数学生拥有从事护士
的职业理想。”毕业于该校、后留校任
教的崔慧娴告诉记者。

记者调查发现，在五年制高职，很多
学生的职业理想，从入学之初就逐步奠
定。与此同时，从面向全体的“普适性”
教育，到专业与创业融合的“演练式”教
育，再到基于项目的“实战型”教育，五年
制高职不仅给学生提供了“渐进”的机
会，也提供了“渐进”的经验。

“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基本特点是
入学起点较低、成长跨度大，人才培养
模式与中职、高中后高职、应用型本科
相比具有显著的差别。”江苏省教育厅
副厅长曹玉梅分析说，通过五年贯通培
养，可以实现中高职教育的有机衔接，
满足学生继续学习发展需求，建构适合
学生职业能力发展的台阶。

去年 8 月，江苏省教育厅出台 《关

于推进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
意见》，明确要发挥中高职一体化办学效
能，彰显长学制贯通培养优势。在江苏联
合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夏成满看来：

“综合性强的技能一定是在比较长的时间
内才能形成，一定要有全面、完整的训练
过程。”

早在 2007 年，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
院就开展课程改革，将人才素养、专业技
能、岗位实践进行五年贯通设计，其课程
内容重实践、适需求，并开发了129个专
业人才培养方案，初步形成了江苏五年制
高职教育特色课程体系。“各办学单位在
省级人才培养方案的基础上，制订学校人
才培养方案，并根据实施情况，每年滚动
式修订。”院长刘克勇介绍说。

通过一体化课程设计，确保联合职技
院各办学单位做到课程体系与职业岗位能
力相适应、让学生的职业能力与职业精神
培养相融通、使职业标准和技术技能规范
相衔接。在具体人才培养过程中，通过校
企合作实施分段递进、工学交替的培养模
式，递进式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职业精
神和综合能力。

在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实训基
地，记者看到数控技术专业学生王玲勇正
在车床上进行操作，两个小时的时间，他通

过不断调整手轮对刀，做出了简单的零件，
这是他在校期间的“拟岗”实习。该校校长
蔡军介绍，学校实行“拟岗、轮岗、顶岗”三
段递进实习教学模式，从校内实习基地模
拟，到在企业一边上课一边轮岗，再到预就
业企业进行顶岗实习，“实现了理论教学、
技能培训与岗位融入的无缝衔接”。

根据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的统计，
五年制高职学院毕业生就业率始终保持在
95%以上，用人单位满意度逐年提高。

“近几年，我们启动了新一轮课程改革，
陆续开发了 55 个专业的指导性人才培养
方案和所有专业主干课程的课程标准，加
快建设体现五年制高职教育办学特色的教
材体系和教学资源体系。”刘克勇说。

深化“融合”发展，适应
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韦功是南京地铁的一名综合调度，在
南京“十线齐发”的今天，他实习和工作
过的线路有八条之多。韦功告诉记者，从
南京高等职业技术学校电气工程系求学开
始，他的生活就与地铁挂上了勾。连续多
年，南京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向南京地铁输
送学生多达上百名，成为南京地铁的“人
才摇篮”。 （下转第三版）

江苏18年持续探索五年制高职育人模式改革——

五年一贯制高职“贯”在哪儿
本报记者 缪志聪 通讯员 王琼

大别山，英雄的山。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

这里领导创建了鄂豫皖苏区。解放战争
时期，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为了
革命胜利，20 万大别山儿女献出宝贵生
命，用鲜血凝结成伟大的“大别山精神”。

近日，采访组来到大别山西麓的湖
北省大悟县，追寻那段可歌可泣的历
史。记者在该县教育局的资料中发现，
该县黄站镇一所乡村小学里，长眠着 32
位革命烈士。

烈士墓为何会在一所村小里？这背
后有怎样的故事？记者决定到熊畈小学
进行采访。

汽车在莽莽群山中穿梭，时而爬坡，
时而下坎。“大悟是山区，也是著名的革
命老区。从这里走出的开国将军有 37
位⋯⋯”说起大悟县的红色历史，县教育
局的朱光道老师如数家珍。脚下这方热
土，处处留有红色的印记。

一路颠簸，终于抵达熊畈村，熊畈小
学就在村口。

学校有一座三层教学楼，校园中央
挺立着一棵巨大雪松，几乎与教学楼同
高，枝叶繁茂，苍翠欲滴。雪松之下，就
长眠着32位烈士。

烈士墓呈六边形，占地近 100 平方
米。墓门正面足有七八米宽，分为三部
分。

记者将墓碑仔细地查看了好几遍，
发现上面没有烈士的名字，也没有关于
烈士事迹的记述。

“据村里老人讲，墓里有32位烈士，
其中有一位姓王的团长。但多年来，我
们始终不知道烈士的姓名。”熊畈小学校
长陈其悟遗憾地说。

他介绍，这 32 位烈士，有的牺牲在
红军长征时期，有的牺牲在“中原突围”
时期，还有的牺牲在解放前夕。

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
新中国成立后，熊畈村的乡亲们多

次集资为烈士修墓。1957 年修建了简
墓，1964 年，由当时的公社组织，“寻了
上好的石材做碑，从外地买来了雪松种
下”，建成了现在的烈士墓。

从 1957 年至今，60 多年来，熊畈小
学师生一直悉心守护着烈士墓。

村民熊志德老人对烈士墓最早的记
忆始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时学校
在村东边的九重屋办学，每年清明，学
生们都拿着自制的小白花，到这里为烈
士扫墓。” （下转第三版）

校园埋忠骨 英雄您是谁
本报记者 张婷 张晨 李柯

编者按：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习近

平总书记强调：“要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根据地的故事、英雄和烈士
的故事，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把红色基
因传承好，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大别山区一所村小里，因何长眠着32位烈士？“王团长”是谁？他们背后
有着怎样的故事？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中国教育报今起推出《“寻找王团长”融媒体系列报道》。通过寻访，还原那
段鲜为人知的红色历史，把英雄的故事讲给师生听，讲给青少年一代听，激励
他们继承先烈精神，坚定不移跟党走，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

“只要不出现极端天气，今年小
麦丰收问题不大。”近日，在山西省
闻喜县后宫乡上院村旱地小麦试验田
里，高志强揪下翠绿色的麦穗在手中
边揉搓边观察。

高志强是山西农业大学教授、博
士生导师、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岗
位科学家、省部共建“黄土高原特色

作物优质高效生产协同创新中心”主
任。脚下的这片试验田是 11 年前由
他的导师、我国著名小麦栽培专家苗
果园先生和他一起选定的。

“当年76岁的苗先生嘱咐我一定
要把‘爱农为农兴农’的情怀传承
好。”数年之后，高志强以优异成绩
作答：团队两次创山西省小麦最高单

产纪录；获批 90 多项国家、省部级
科研项目；一批年轻有为的硕博生成
为乡村振兴“新农人”⋯⋯

蹲守麦田躬身实践

山西农大小麦旱作栽培研究历史
可追溯到 20 世纪 30 年代，第一代领
衔人李焕章先生所著的 《小麦田间调

查研究方法》《生物统计与田间试验
设计》《作物栽培学》 等，在业界享
有盛名。1958 年，李焕章领衔创建
国内首批作物栽培硕士点，带领青年
师生深入山西小麦产区广泛调研，为
日后小麦研究积累了可靠的数据，同
时丰富和充实了旱作栽培领域的教学
内容。

作为李焕章培养的首批研究生
之一，苗果园从 1972 年开始连续 6
年蹲点闻喜县东官庄，会同当地技术
人员探索栽培耕作规律，提出以“四
早三多”为核心的栽培技术，实现黄
土高原旱地小麦亩产由150多公斤迈
上250多公斤的大关，成为当时农业
战线一大亮点。

（下转第十版）

躬耕麦田 为农兴农
——山西农业大学小麦栽培团队的科研故事

本报记者 赵岩 通讯员 何云峰

本报广州 6 月 14 日讯 （通
讯员 刘琦宝 记者 刘盾） 广
州市决定将原定于 6 月 20 日至
22 日举行的 2021 年中考，延期
到 7 月进行。在今天举行的广州
市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广州
市教育局副局长谷忠鹏表示，延
期后的具体考试时间，将根据疫
情形势综合研判后，在符合疫情
防控要求的前提下，尽快确定，并
提前通知各位考生和家长。

“广州将全力确保广大考生
高中录取工作。”谷忠鹏表示，
高考必须全省甚至全国统一组
织，而广州市 2021 年中考不纳
入全省统考，由广州市自主命
题、单独考试、自主组织，调整
考试时间不会影响其他地市的中
考组织工作。广州市的中考组织
将不会影响在 9 月 1 日前完成高
中阶段学校的招生录取工作，也
不会影响下学期的正常开学。

广州中考延期至7月进行
具体考试时间将综合研判后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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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烈士墓前，湖北省
大悟县熊畈小学校长陈其
悟对学生们开展爱党爱国
教育。

本报记者 李柯 摄

日前，在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虹星桥镇里塘中心小学，孩子们正在参与“编花
篮”趣味体育游戏。该校加强学生体质健康管理，创新开设“里塘游戏”课间板块，
将学科知识等内容融入传统体育游戏“跳房子”“编花篮”中，引导学生课间走出教
室，走向操场，保护视力，增强体质。 谭云俸 摄

课间十分钟 健身强体质

■“寻找王团长”融媒体系列报道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