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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视频技术用于课堂 新式装备引领专业发展

科技让职业教育更具魅力

■

本报记者 翟帆

这两天， 在天津与全国职业

院校技能大赛共同举办的职教改

革成果展和教育现代技术装备展

上， 记者发现， 如今的职业教育，

从课堂， 到实训， 到教材， 科技

含量大增， 这让职业教育更具魅

力。

魅力课堂体验“资

源云”

只需几个小小的摄像头， 就

可以在企业 、 实训

车间与教学课堂之

间三点互动 ， 实现

现场与网络的百点

齐观。 由英特尔公司和杭州职业

技术学院联合开发的这套装备 ，

借助互联网和数字视频实时录播

技术， 突破了职业教育课堂教学

与实训车间脱节的瓶颈， 不仅让

实践教学无须围观， 而且学生们

还可以反复观看操作细节和动作

要领。

“只 在 此 山 中 ， 云 深 不 知

处 。” 现代信息技术造就了海量

的教学资源， 为专业教师提供了

广阔空间和无尽动力。 在另一个

展台 ， 由教育部有关部门主持 、

职业院校协作研发的数控技术、 道路

桥梁工程技术、 护理等

11

个数字化专

业教学 “资源云 ” 呈现在众人的面

前。

经过一年的建设， 展会上展出的

这些 “资源云” 已经可以变化出多彩

的应用方式。 在操作体验区， 你可以

浏览， 看看 “云” 到底有多少； 你可

以驾驭， 试试如何踏 “云” 而去； 你

可以对比 ， 想想 “云 ” 还能做什么 ；

你可以交流 ， 找找是否还有更好的

“云”。

教材里寻找“五个对接”

“想知道 ‘五个对接’ 什么样？ 去

看看教材展你就知道了。” 在

6

月

25

日

举行的展览展示活动开幕式上， 教育

部副部长鲁昕大力推荐大家去看

看创新的教材。

在这次展会上，

33

家出版社

用了

1000

平方米的展出面积推荐

出版的职业教育创新教材。 在这些

教材中， 你可以找到先进制造业系

列教材和现代服务业的系列教材 ，

也可以找到循环农业生产与管理 、

宠物养护等

21

个特色新专业及课程

所使用的教材。

为了尝试创新教材的理念， 出

版社打破了教材由教师、 学者编制

的惯例。 展会上， 由企业为学校编

制的实训课程教材首度在教材区域

展出。 （下转第二版）

把资金优先投到学前教育上

“以前， 在黄土中挖几孔窑

洞， 请几个老太太看护娃娃，就

是一所‘幼儿园’。 如今，娃娃们

上了真正的 ‘幼儿园’———宽敞

的教室 、先进的设施 、年轻的教

师。 ”在延安采访，每到一所幼儿

园，记者都能深切感受到它们所

经历的“革命式”的变化。

在吴起第二幼儿园采访时，园

长刘慧青告诉记者， 仅他们这个幼

儿园，县委书记、县长一年就来了

20

多次，小到孩子的饮用水，大到师资

引进，一一为幼儿园排忧解难。

“老区要发展，教育要先行。 ”这

是记者在延安采访时听到最多的话。

口号如何变成行动？ 延安各级党委、

政府统一认识：把有限的资金优先投

到教育上，把教育的资金优先投到学

前教育上。 在此基础上，根据农村幼

儿入园实际需求，盘活校点撤并后留

下的教育资源， 改扩建村级幼儿园，

让幼儿“有园上、上好园”。

正是这样扎扎实实的行动，使得

幼儿园成为延安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

采访手记

各地实施教育规划纲要特别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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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圣地行·延安

■

红色记忆

延 水 清 甜 育 禾 苗

———陕西省延安市大力发展农村学前教育采访纪行

■

本报记者 王强 张晨

翻过一道道沟、 越过一道道梁，

曾经的黄土高原，如今披满翠绿。

在革命圣地延安的每个乡镇，随

处可见干净整洁的民居、崭新的校舍

和孩子们欢快的笑脸。 “如今在延安，

农村娃彻底告别了‘大娃娃在山上放

羊，小娃娃在炕上玩耍’的状况，而是

在宽敞明亮、 设施齐全的幼儿园里，

接受科学的学前教育。 ”延安市教育

局局长孙继平说。

近年来，延安市委、市政府把大

力发展农村学前教育作为教育改革

发展的重要内容，全市现有各级各类

幼儿园

349

所， 在园幼儿

63644

名，学

前三年毛入园率达

71.07%

，比全省高

出

8.88

个百分点。

硬件投入与 “两免

一补”齐上阵

走进延安市吴起县新寨乡，一座

黄色的三层小楼，在灰墙褐瓦的民居

中分外鲜亮。 橙白相间的围栏、天蓝

色的屋顶、 五彩缤纷的大型玩具，一

看便知这是一所幼儿园。

园长李雪梅高兴地说：“我们幼

儿园有

130

多名幼儿。 每个班都有专

门的盥洗室、活动室和寝室，配有电

视机、电子钢琴、饮水机、消毒柜等。 ”

谁能想到， 就在两年前， 这里还

是一个只有几孔土窑洞的托儿所， 设

备简陋， 各项教育教学活动根本无法

开展。 “

2009

年， 县乡两级政府投入

300

多万元改扩建幼儿园， 并配备了

6

名幼教专业毕业的教师和两名保育教

师。 政府还给幼儿园配备了校车， 每

天免费接送幼儿。” 李雪梅自豪地说。

在延安市广大农村地区，像新寨

乡中心园这样的幼儿园比比皆是。 近

年来，延安各级政府将学前教育经费

列入财政预算，同时，通过划拨土地

转让金、城市基建配套费，减免行政

事业性收费，建立学前教育资助制度

等多种方式，加大对学前教育投入力

度。 从今年起，延安市财政每年设立

1

亿元专项经费， 用于城乡幼儿园建

设。 未来

3

年， 延安计划投入

14

亿多

元，高标准建设各类幼儿园

223

所。

在加大硬件投入的同时，延安市

还全面实施学前教育 “两免一补”工

程。 “两免”即免保教费和课本费，“一

补” 即按每人每月

200

元的标准给幼

儿教师发放补助。

多途径补充与全员

培训并行

“美得很！ ”吴起县第二幼儿园教

师王建军这样表达自己工作

3

个多月

以来的感受。

今年

2

月， 吴起县统一招录幼儿

园教师，刚从陕西商洛学院音乐教育

专业毕业的王建军立刻报了名。 通过

笔试、面试和试讲的层层筛选，他成

为了一名“男阿姨”。

与王建军一起到吴起县第二幼

儿园的还有另外

3

名分别学美术、体

育等专业的“男阿姨”。 在延安市，通

过“省考县选”、公开招聘、对中小学

布局调整后的富余教师进行转岗培

训等途径，全市幼儿教师达到

3600

多

名，基本上每所幼儿园都按国家标准

配齐、配足了幼儿教师。

补充幼教师资缺口，这只是延安

加强幼教师资队伍建设的一个环节，

另一个关键环节是对幼儿教师进行

业务培训。

吴起县第二幼儿园现有

37

名教

职工，

27

名为专职教师，有

9

名是学前

教育专业毕业，所有教师全部是大专

以上学历，平均年龄

24

岁。 而尽管是

这样一支年轻、 优秀的师资队伍，也

还要经常接受培训。

园长刘慧青告诉记者， 仅去年

一年， 幼儿园就派出了

5

名教师参加

省级培训， 参加市、 县级培训的教师

多达几十人次。 此外， 每个教师都要

接受园本培训。 （下转第六版）

革命圣地延安，曾是中共中央的

所在地。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朱

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这

里生活和战斗了

13

个春秋，领导指挥

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被誉

为“马背上的摇篮”的陕甘宁边区战

时儿童保育院便诞生在这里，它是中

国共产党创办最早的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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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6

月

26

日讯（记者 焦新）今天，教育部

在京召开全国高校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理论

研讨会。 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袁贵仁出席会议并作

了题为 “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奋勇

前进”的讲话。 他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

道路这一重大论断，是胡锦涛总书记在去年

7

月全国

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的， 是对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

发展教育事业的奋斗历程、 巨大成就和基本经验的

高度概括，指明了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前进方向。 我

们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坚定不移地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 在新的历史起

点上不断开创教育事业科学发展新局面。

袁贵仁指出， 中国共产党的

90

年， 是为中华民

族的独立、 解放、 繁荣和中国人民的自由、 民主、

幸福而不懈奋斗的

90

年， 也是推动人民教育事业实

现历史性进步的

90

年。

90

年来， 在党的领导下， 我

国教育事业走过了波澜壮阔的光辉历程， 创建和发

展新民主主义教育、 探索和实践社会主义教育， 开

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 我们坚

持走这条道路， 建成了世界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

保障了亿万人民群众受教育的权利， 极大地提高了

全民族的素质， 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

献， 创造了人类教育史上的奇迹， 为世人所瞩目。

袁贵仁强调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

路， 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坚持以马克思列宁

主义、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 重

要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优先发

展教育，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立足基本国情，

遵循教育规律， 推进教育事业科学发展， 培养德智

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办好人

民满意教育， 建设人力资源强国。 这条道路遵循了

教育的基本规律， 体现了鲜明的中国特色， 反映了

社会主义的根本要求， 具有丰富内涵和鲜明特征。

袁贵仁强调， 当前， 我国正处在从教育大国向

教育强国、 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的

历史新起点上。 面对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要高

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毫不动摇地坚持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 一是坚定不移地

坚持党对教育的领导。 （下转第二版）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特别

报道

技能大赛点亮职校学子精彩人生路

（相关报道详见三版）

师生员工都装在她心里

———记首都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张雪

■

本报记者 王超群

“张雪书记病了！” 得知这个消

息， 首都师范大学的师生们既心疼

又难过， 都说： “她这是累的啊！”；

80

多岁的退休教师执意赶到医院 ，

像对待女儿一样嘱咐她保重身体 ；

虽然她已经离开中国音乐学院

4

年多

了， 可那里的老师们都还在惦记着

她 ， 有的老师送来亲手包的饺子 ，

有的老教授委托远在台湾的学生捎

来药物。

为什么一所大学的党委书记让

人如此牵挂？

面对难题，决不退缩

说起张雪， 和她做了

3

年搭档的

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 中国音乐

学院院长金铁霖动情地说： “这样

的党员书上看过、 电影里看过， 这

回可算是见着真人了！”

2003

年

12

月 ， 张雪来到中国音

乐学院担任党委书记。 然而， 上任

之路并不顺利， 等待她的是一个又

一个的挑战和亟待解决的难题。 刚

到学校， 张雪就马不停蹄地熟悉工

作、 起早贪黑地走访教师， 每天一

干就是十四五个小时， 寒假一天也

没休息。

一个寒假， 张雪走访了在职和

离退休职工

100

多人次， 把学校内部

矛盾和棘手问题摸了个清清楚楚 。

“学院至今还没有博士点， 甚至没有

像样的表演场地， 就从这两件

10

多

年都没解决的老大难问题开始吧。”

张雪暗自下定决心。

为了完成博士点的申报工作 ，

张雪和学校领导班子一起紧张忙碌

着。 准备材料期间， 张雪每天和团

队成员一起工作到很晚。 学院音乐

系教授傅利民是从江西师范大学调

入中国音乐学院的。 凑巧的是， 两

所学校当年都把傅利民作为了博士

点申报的人选。 “重复申报会导致

一票否决 ！” 得知这个消息 ， 张雪

带着傅利民连夜飞往江西， 与对方

学校沟通协商。 张雪的真诚打动了

对方校领导， 最终对方决定撤销参

评。

另一件难事就是“国音堂”二期

工程建设，由于立项资金等问题搁置

了十年之久，迟迟不能动工，上任一

年后， 张雪也把这块硬骨头啃了下

来。 学校终于有了博士点和音乐厅！

“别看张雪在音乐上是外行， 可

对学校的发展是真正的内行。” 谈到

张 雪 ， 教 师 们 打 心 眼 儿 里 认 同 。

2006

年底， 在她的带领下， 中国音

乐学院成立了与民族音乐融合、 与

国际接轨的管弦乐专业， 使中国音

乐学院成为一所全科音乐学院。

现任 中国音 乐学院国乐系主

任的张维良 ，回想起当初张雪书记

邀请他担任系主任时的情景还很

感动 。对于张雪的邀请，当时，张维良

一口回绝，他坚决不接国乐系主任这

个“烫手的山芋”。 （下转第六版）

张雪 （右一） 与老同志在一起。 （资料图片）

刘延东在2011国际生物经济大会上强调

发展生物科技 促进改善民生

新华社天津

6

月

26

日电 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 国务委员刘延东在

26

日举行的

2011

国际生物经济大会上指出， 生物技术

是当前最具潜力和最富活力的科技领域

之一， 生物技术每前进一步， 都将对科

技发展乃至人类的生命健康和经济社会

发展带来深远影响， 中国政府愿与世界

各国携起手来， 为发展生物科技、 推进

生物产业作出不懈努力。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 天津市委书

记张高丽，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农工

党中央主席桑国卫参加了大会。

刘延东指出， 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重

大突破引领着新的科技革命， 对推动全球经

济走向新的繁荣、 改善人类生活质量发挥着

越来越关键的作用。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生物

技术及其产业化的发展， 明确提出把生物作

为重点培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 各部门

和地方在投入、 政策、 人才等方面给予重点

支持， 初步形成了有利于生物产业发展的政

策法规体系、 研发体系、 技术标准体系和生

物安全保障体系， 生物科技取得长足发展，

创新能力明显增强。

刘延东强调， 生物技术及其蕴含的巨大

产业发展前景， 不仅能够为中国转变经济发

展方式提供新的动力， 也将为世界经济的发

展开辟新的空间。 中国政府将坚持把生物科

技作为中国科技发展的战略重点 ， 统筹规

划， 系统布局， 大力提升生物领域基础研究

和技术创新能力。 （下转第二版）

党在我心中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

“金太阳”杯摄影比赛

“红岩娃”载歌载舞颂党恩

日前， “红岩精神” 发源地之一的四川省华

蓥市山区的学生会聚在蓥城， 载歌载舞喜迎中国

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 当日， 来自华蓥山区的

28

所

中小学校的

1000

多名孩子， 用优美的舞姿、 动听

的歌声， 颂扬党的恩情， 表达对党的热爱。

邱海鹰 摄

职校育人事迹报告会举行

本报天津

6

月

26

日讯 （记者

高毅哲 齐林泉） “我曾经以为

‘党’ 是遥不可及的， 没想到她就

在我身边！” “永远跟党走” 职业

学校育人事迹报告会今天在天津

举行， 报告团成员藏族学生郎色

饱含深情的话语， 引起了全场

200

余名观众热烈的掌声。

郎色的这句话是对班主任曾

宪庆无私育人的感谢。 曾宪庆是

成都市工业职业技术学校藏区

“

9+3

” 班的班主任， 他作为职业

学校育人典型来到天津的报告会

现场。 与他一起成为育人典型的还

有： 全国教书育人楷模、 天津市电

子计算机职业中专教师徐英杰， 新

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职工乌买尔·艾

买尔， 北京电气工程学校教师权福

苗， 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德育工作先

进个人、 江西省萍乡市武功山职业

学校大安校区副校长王祖德， 全国

模范教师、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

学院教师林冬妹。

报告团的成员们分别讲述了他

们的故事。 报告会感人肺腑、 催人

奋进， 会场上不时响起热烈掌声。

吴起县第二幼儿园的幼儿在玩游戏。 本报记者 王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