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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阿克苏地区中职学校学生阿比迪
力艾散·阿卜力孜，在中餐烹饪世界锦标
赛上获得银奖。

阿克苏技师学院教师赵鹏飞到宁波技
师学院、杭州技师学院跟岗学习多年，在
浙江导师的指导下，成长为地区优秀人才

（技能大师） 工作室领衔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职

业技术学校，“双师型”教师比例由浙江
援疆前的 5%提高到 50%，是兵团唯一的
全国首批现代化学徒制试点学校。

⋯⋯
从学生到教师再到学校，阿克苏的职

业教育恰如当地知名的苹果、棉花，正在
成为一张优质的地方名片。自 2010 年浙
江对口支援阿克苏地区和兵团第一师起，
职业教育作为援疆工作的重中之重，浙江
从建设投入、管理输出、师资驰援、产教
融合等多个维度，移植、嫁接浙江职业教
育的全体系经验，提升阿克苏地区职教水
平，助推地方产业，在“塞上江南”耕耘
了一方绿水青山。

架起现代职教体系“四梁八柱”

阿克苏是镶嵌在古丝绸之路上的一颗
璀璨明珠，民风淳朴、物产丰富，素有

“瓜果之乡”“鱼米之乡”等美誉。浙江
的援疆干部初来乍到，第一直觉就是这
里的产业发展大有可为。

多个产业援疆项目推进后，当地职
业教育的痛点开始暴露。从区域布局
看，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缺乏高职院
校，阿克苏地区9个县 （市） 职业院校尚
未全覆盖；从职业教育类型看，应用型
本科和残疾学生职业教育还是空白点，
职业教育立交桥尚未打通；从办学水平
看，当地唯一的高职院校——阿克苏职
业技术学院不久前才通过教育部高职高
专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

企业求贤若渴，职业教育前景不可
估量。那么，眼前的问题该怎样破？“与
以往教育援疆工作的不同之处在于局部
修修补补没法解决问题，而是要成体系
地完善当地职业教育布局。”阿克苏地委
副书记、教育工委书记，浙江省援疆指挥部党委书记、指
挥长朱林森说。

先将“龙头”舞起来！
阿克苏职业技术学院一马当先。除了常规的硬件提

升、师资配备外，浙江 6 所“双高计划”职业院校与其结
对，将先进的职教理念和管理机制植入校园。援疆教师朱福
根任教学副校长期间提出学校发展的可行路径：教育部、自
治区发布的职教项目应报尽报，先定目标，再找办法。

由此，学校诞生了第一个“科研考核办法”，确立了

申报一个项目成立一个“战斗团”的组织
形式，援疆小组负责指导申报，相关处室
和专业教师参团。很快，学校成功拿到了
14 个“1+X”项目、2 个质量提升工程项
目和“自治区技能大师工作室”项目，获
批资金 5000 多万元。这些项目倒逼学校软
硬件升级，扩大了社会影响力。

2020 年，学校迎来历史转折点——申
报自治区优质高职学校。为了准备材料，
援疆教师们连续 57 天奋战，一字一句反复
斟酌，并由朱福根完成了现场答辩。

最终，阿克苏职业技术学院成为南疆
唯一的自治区优质高职院校。专家组在200
多字的评语中专门写了这样一句话：“学校
有一支非常强的援疆队伍。”

学校晋级，意味着在专业建设和人才
培养上将获得更多资源倾斜，同时受益的
还有各县 （市） 的中职学校。记者了解
到，为发挥“龙头”效应，学校成立了以
援疆教师为主的顾问团，立足阿克苏的产
业全局及中高职一体化的背景，把脉各校
的重点专业。比如，顾问团多次到拜城了
解畜牧业及专业开设状况，明确要求把畜
牧业作为拜城县职业技术学校“十四五”
重点发展专业。在沙雅县职业技术学校、
阿瓦提县职业技术学校升格地区中职等关
键节点上，顾问团的作用亦是如此。

要想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要有
高层次人才，仅有一所高职院校显然是不
行的。2015 年起，浙江先后累计投入 4 亿
多元，支持建设新疆大学科技学院阿克苏
校区，在计划外增派高校教授，援疆教师
最多时达 63 人，使之成为全国 19 个援疆省
市中选派专技人才最多、学历层次最高、
高级职称最集中的学校。

2019 年，该校区成功转设为“新疆理
工学院”，填补了新疆没有理工学院、阿克
苏没有应用型本科的空白。学院建有 30 个
本科专业、1 个国家一流本科专业、2 个自
治区一流本科专业，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
取得零的突破，学生学科竞赛综合成绩跻
身全疆高校前列。

另外，2021年浙江全额援建的阿克苏地
区启明学校，正在从义务教育阶段向职高阶
段延伸，已招收首批职高学生8名，成为全疆

第一所覆盖从幼儿园到职业高中的综合性寄宿制特教学
校。在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新建阿拉尔职业技术学校、塔
里木职业技术学院，为兵团向南发展培养输送高素质技能
技术型人才。

至此，阿克苏地区已建有 1 所应用型本科、1 所高
职、10 所中职、11 所技师学院，兵团第一师建成高职和
中职各1所。正如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教育局负责人杨建
刚所说，浙江的援疆是为当地打造完整的现代职教体系，
留下一个“铁打的营盘”。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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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第五届“浙阿匠心杯”职业院校校师生技能大赛，学生参加立体裁剪比赛。
右图：浙江援疆教师在新疆沙雅县红旗镇古再勒村车间培训工人。 资料图片

本报讯 （记者 龙超凡 特约通
讯员 林响） 在第七届中国国际“互
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青年
红色筑梦之旅”赛道的比赛中，闽江
学院选送的“渔鼎天——高品质野化
大黄鱼生态养殖助力产业振兴”项
目，以小组第一的成绩荣获“红旅”
赛道创业组金奖。

近年来，福建高校学子屡获创新
创业大赛金银奖，毕业生返乡创业成
了新时尚，让家庭和乡亲打开“致富
密码”。2021 年，福建“青年红色筑
梦之旅”活动对接农户、合作社、学
校、政府部门和企业 4.78 万个，实现
签约项目 812 个，帮扶总人数 18.42
万，产生经济效益3.22亿元。

2021年暑假，集美大学“蚝壳惠
民”团队的师生们来到厦门同安区、
集美区以及龙岩永定区、漳州诏安等
地的村落，取土、测值、标记，与农
民交流使用土壤调理剂的种植效果，
在田间地头检验科研成果。牡蛎壳土
壤调理剂由集美大学食品与生物工程
学院师生研制，以牡蛎壳为原料，联
合合作企业，通过“保护性分段焙
烧”核心工艺，制成具有改善土壤酸
化、提升农作物品质等功能的土壤调
理剂。

据介绍，该团队已在福建省 24 个
县区建立了 40 个试验基地，进行土壤
改良，为农户免费提供 700 多吨土壤
调理剂并提供技术指导，施用面积达1
万多亩，真正实现了“治土扶农”。

类似创新创业成果反哺农户的事
例，在福建高校不胜枚举。这得益于
福建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大力引
导各高校、职校切实做好学生创新、
创业、创造教育。2019年，福建省教
育厅首批遴选建设17所省级创新创业
创造教育示范建设院校，着重解决影
响省内学校“三创”教育的突出体制
机制问题、体系建设问题。各高校着
力打造全覆盖多层次个性化立体式

“三创”教育体系，在师资队伍、教
育课程、创业基地、创业资金等各方
面对大学生创新创业进行扶持。

福建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划拨
专项经费支持创新创业项目开展，依
托福建三明森林生态系统与全球变化
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等16个国家
级、省级科研实践平台，组织学生赴
野外开展专业实践和“三创”精神培
养。福建农林大学安溪茶学院与30个
知名茶企共建创新创业实践基地，每
年组织学生前往基地体验采茶制茶，
学习茶礼茶艺，为福建茶产业链培养

创新创业人才。
每年毕业季，福建高校创业政策

宣讲活动都开展得如火如荼。例如，
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联合闽侯县银
税部门开展大学生“双创”政策专题
宣讲活动，对大学生创业补贴、创业
融资、创业减税等系列优惠政策进行
了解读，打通大学生创业“最后一公
里”。

福建校园创新创业从“小众”走
向“大众”，参赛人数逐年攀升。在
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
新创业大赛中，福建省有 296 所学校
56.22 万名师生、14.97 万个项目报名
参加高教主赛道、“青年红色筑梦之
旅”赛道、职教赛道和萌芽赛道比赛。
其中，151 个项目进入国赛网评，最
终在决赛中共获5金36银111铜。

福建省委教育工委书记、省教育
厅厅长林和平说，福建将立足于福建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着力推动学生创
新精神的塑造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把

“三创”教育与大学生成长成才结合
起来，与推动企业行业发展结合起
来，与服务福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结合起来，使大学生在创新创业中找
到“致富密码”，成为推动社会进步
发展的一支重要生力军。

遴选示范建设院校 打造立体式教育体系 加大资金扶持力度

福建高校“三创”教育活力强热度高

本报讯 （记者 刘晓惠） 2022 年普通高校招生艺术
类专业统一考试将于1月8日至10日举行，日前，海南省

“双减”工作专门协调机制办公室印发通知，明确中考、
高考 （含艺考） 等涉及中小学生的全国、全省性统一考试
期间，严格加强校外培训广告管控工作，严禁校外培训机
构和个人在考点及周边通过各种形式借机开展广告宣传等
行为。

海南强调，2022 年普通高校艺术类专业统考期间，
校外培训机构和个人不得在考点门口及附近悬挂横幅、播
放音视频、散发传单；不得通过微信、微博等网络媒体传
播艺术统考相关培训广告和涉考信息；不得以发放饮用水
等变相发布广告。

考试期间，海南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将加强与宣传、网
信、公安、文化、市场监管、综合执法等相关部门联动，
对考点门口及周边进行巡查。对违规开展宣传的培训机构
和个人予以劝阻或驱离，对不听劝阻、性质恶劣的，现场
及时处置，确保考点门口及附近不出现任何校外培训广告
宣传。对有违法违规广告宣传和与考试相关不实信息的，
或存在证照不齐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校外培训机构和个人，
依法依规严肃查处。

海南：

艺考期间严控校外培训广告
本报讯 （记者 阳锡叶） 日前，湖南省教育厅向全省

广大中小学生及家长发出倡议，抵制校外培训机构违规培
训，进一步巩固深化校外培训综合治理成果。

倡议呼吁，家长不要盲目、过度为孩子安排校外培
训，如确有必要，一定要擦亮眼睛，选择合法正规的培训
机构，切实做到不安排孩子参加无证无照、证照不全的非
法校外培训机构举办的培训；不让孩子参加以“家政服
务”“住家教师”“众筹私教”“一对一”等名义举办的隐
形变异培训和“地下”违规培训；不让孩子参加在职教师
组织的有偿补课；不接受校外培训机构开展的超标超前、
强化应试等违规教学活动；不让孩子在学校正常教学活动
时间参加校外培训；不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寒暑
假期安排孩子参加学科类校外培训，以免给孩子和家长带
来安全、健康和利益受损等风险。

倡议指出，规范校外培训行为、维护良好教育秩序，
事关孩子的健康成长，也关乎教育改革发展大局。请广大
家长增强依法维权的意识，参加校外培训请与培训机构签
订规范的服务合同，索取正规的收费发票，一次缴纳不超
过 3 个月或累计 60 课时的培训费用，缴费不早于新课开
始前1个月或剩余20课时。

湖南：

倡议家长抵制校外违规培训

1 月 2 日，几名学生在海南省博物馆参观“长乐未央——大唐长安文物展”。
当日，不少市民游客选择到海口市的海南省博物馆参观“长乐未央——大唐长
安文物展”，在元旦感受文物魅力。 新华社记者 杨冠宇 摄

博物馆里过元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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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中国高等教育十大关键词

本报讯 （记者 陈欣然） 学校、
教师可采取的教育惩戒措施有哪些？
哪些教育行为被明确禁止？把“戒
尺”还给教师后，尺度、温度和限度
如何把握？日前，天津市教委印发

《天津市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实施细
则 （试行）》，明确了确有必要的情
况下可实施教育惩戒，同时明确教师
不得以击打、刺扎等方式直接造成身
体痛苦，不得辱骂或者以歧视性、侮
辱性言行侵犯学生人格尊严。实施细
则于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这
也是我国首部关于中小学教育惩戒规
则的地方性实施细则。2021 年 3 月 1
日，教育部发布的 《中小学教育惩戒
规则 （试行）》 开始施行，其中提出
了 20 条 关 于 中 小 学 教 育 的 惩 戒 规
则。天津教科院教育法治与评估研究

所研究员方芳表示，天津出台实施细
则，给学校和教师提供了更有操作性
的方案。

哪些情形可以进行惩戒？教师可
以采取哪些惩戒措施？实施细则作了
明确规定，并根据违纪情形，把惩戒
分为一般惩戒、较重惩戒和严重惩
戒。例如，学生有以下 6 种情形之
一，学校及教师应制止并进行批评教
育，确有必要的可以实施教育惩戒：
故意不完成课上或课后学习任务，不
服从教育、管理的；扰乱课堂秩序、
学校教育教学秩序的；言行失范、违
反学生守则的；实施有害自己或他人
身心健康的危险行为的；打骂同学、
老师，欺凌同学或侵害他人合法权益
的；其他违反校规校纪的行为。实施
细则特别强调，教师应向学生说明实

施惩戒的原因，在实施惩戒措施后，
可以以适当方式告知学生家长。

实施细则不仅规定教师可以采取
的惩戒措施，也规定了教师不能采取
的一些行为，这也给校园育人划出一
道红线。比如体罚、变相体罚、侮辱
学生这些行为，绝对不允许。按照规
定，教育惩戒要适当以举例的方式细
化教育惩戒的适用情形和具体措施。
结合学校实际情况，将“由学校负责
德育工作的人员予以训导”列入较重
教育惩戒措施。同时，实施细则还规
范了一般教育惩戒措施、较重教育惩
戒措施、严重教育惩戒措施等不同程
度教育惩戒的实施程序。实施细则提
出，学校应当听取学生的陈述和申
辩。学生或者家长申请听证的，学校
应当组织听证。（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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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健全机制明确教育惩戒“尺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