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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特别报道

看点

今日

生源减少， 农村校如何留

住学生？ 薄弱校怎样办出特色？

从1993年到2012年， 近20年

来， 小班化从一个理论名词到

被公众熟知， 当年的“洼地学

校” 已变身优质学校。 小班化

的探索与实践从最初的“小小

一株含羞草”， 蓬勃发展为“遍

地花开春烂漫”， 为每个学生缔

造着个性化的教育幸福。

■五版 （基础教育·校长周刊）

教育家办学：

让梦想照进现实

2012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特别报道

亮点教育改革

浙江宁海创新教师培养方式，新招聘农村教师先进城区优质学校代培———

新教师优质校历练三年再返乡

本报讯 （记者 王友文 ）

这个

学年， 已多年没有产生“教坛新秀”

的农村学校———浙江省宁海县桑洲

中学终于有了突破， 到校还不满两

年的吴宝霞老师在县科学学科评比

中获一等奖， 并被评为县“教坛新

秀”。 校长俞建标告诉记者， 吴老师

毕业后先在城区优质校代培了3年，

熟练掌握了教学，并打下了教研的基

础，“这些代培教师就是不简单！”

为农村学校招聘的应届毕业教

师， 不急着派出， 而是先放到城区

优质校， 等3年后技能在手、 羽翼初

丰时再下去， 这是宁海县自2007年

以来的新探索。 如今， 97名经过优

质校代培的教师活跃在全县农村学

校， 216名教师正在代培之中。

在不少地方忙着为农村学校补

充师资的情况下， 宁海怎么反倒不

着急了？ 宁海县教育局局长蒋善琪

道出了缘由：“宁海此前也是力推新

教师到农村任教， 并且优先补充。

但后来发现这样做有缺憾，新教师一

毕业就到信息相对闭塞的农村学校，

接触新教学理念和名优教师的机会

少，教学实践缺乏系统指导，教学困

惑不能得到适时点拨，从而延长了新

教师的适应期，不利于他们发展。”

怎么办？ 宁海开始反向操作，

把应届毕业的新教师送到城区优质

学校培养， 并且一送就是3年。 就这

样， 2007年招聘的应届毕业教师1/3

留在了城里。 代培期间， 教师的教

学工作由城区学校安排， 工资、 人

事、 聘用关系均留在分配的农村学

校； 3年期满， 代培教师全部返回原

分配学校， 代培校不得以任何理由

截留。

在实施代培的16所城区学校中，

每校都会为参加代培的教师配备骨

干教师做师傅， 并且师徒间每年都

要制定结对计划。 去年回到深甽中

心小学任教的赵钦倩至今感激她的

师傅胡老师。 在城东小学3年， 胡老

师为她制定了全方位的培养计划。

“从第一年的多听课、 多说课、 多磨

课到第二年的多上好课、 多写论文、

学会做课题，再到第三年鼓励我形成

教学特色， 探索自己的教学风格，每

一步都让我走得很扎实。 ”赵钦倩说，

在城东小学的倾心帮助下， 任教第

一年她就面向全县开了公开课。

除了配备学科师傅、 班主任师

傅，宁海县还要求城区学校制定系统

培养菜单， 在3年内对代培教师的教

学业务、班级管理、教育科研等方面

进行全方位辅导。“教育局用心良苦，

我们也要负起责任，代培教师和本校

教师按照同一标准培养。 ”桃源中学

校长潘建成说，学校尽可能地让所有

老师从初一带到初三， 并担任班主

任，充分熟悉课程教学和班级管理。

（下转第二版）

□新闻拓展

宁海县教育局局长蒋善琪：

为新教师起飞加满“油”

新分配的教师是最活跃、 最

具潜力的新生力量， 但是很多年

轻教师并没有过好前

3

到

5

年的职

业黄金成长期。 宁海选择创新的

宗旨就是要在起飞期为这些教师

加满 “油”， 提供优质的环境， 让

他们接受规范的实践历练。

农村学校受益是工作的最大

推动力， 去年我们将新招聘的应

届毕业教师全部留城代培。 下一

步， 宁海将重点加强对回到农村

任教教师发展的跟踪培养， 优化

对城区代培学校的激励机制， 将

这项工作高效地推进下去。

新疆5106名大学生村官摘掉“助理”帽子

占自治区大学生村官总数的62%

本报讯 （记者 蒋夫尔 ）

记者日前

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组织部获悉，

在去冬今春举行的自治区村“两委” 换

届选举中， 新疆5106名大学生村官摘掉

“助理” 帽子， 进入村“两委” 班子， 成

为新农村建设的主角。

目前， 除期满流动的外， 新疆有在

岗大学生村官8221名， 经过这次村级组

织换届选举， 进入村“两委” 班子的大

学生村官已占新疆大学生村官总数的

62%， 其中任村党支部书记的117人， 任村

委会主任的111人， 任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

会主任“一肩挑” 的109人。

据介绍， 去年11月， 新疆全面启动村

“两委” 换届工作， 自治区党委提出， 把推

进大学生村官进班子作为改善村干部队伍结

构、 提高整体素质、 培养新农村建设骨干和

党政干部后备力量的重要途径。 为了让更多

的优秀大学生村官能进村“两委” 班子， 自

治区党委采取专设任职条件、 专设岗位、 专

设政策的办法， 对在村任职时间较长、 群众

基础好、 条件成熟的大学生村官， 通过参与

竞选担任村“两委” 职务， 对任职时间短、

群众不熟悉， 但有发展潜力、 村级组织发展

需要的， 采取不占班子职数专职专选方式进

“两委” 班子。

据介绍， 新疆各地正对进入村“两委”

班子的大学生村官进行专项培训， 帮助他们

提升维护稳定、 服务“三农” 的能力， 尽快

履职履责， 实现角色转变。

�教育部

“2012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网上咨询周”活动

主办单位： 教育部高校学生司

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

1.

活动网址：

教育部 “阳光高考” 信息平台

公网

http://gaokao.chsi.com.cn

教育网

http://gaokao.chsi.cn

2.

活动时间：

第三阶段

2012

年

6

月

25

日

－29

日

每天咨询时间

9:00

至

17:00

3.

活动期间 ， 各省市招办 、

教育部直属高校、 “

211

工程”

院校等全国各类高校招办老

师， 将在线回答广大考生和家

长的问题。

4.

教育部发布最新的招生

政策和动态、 各类考生资格名

单、 高校招生资格名单、 招生

章程和招生计划。

5. 2400

余所高校发布最新招生

信息 ， 包括院校简介 、 院系设置 、

专业介绍 、 招生计划 、 录取规则 、

往年录取信息、 办学条件等。

6.

平台最新推出往年录取平均

分查询、 院校满意度调查结果， 常

年开设专家咨询室与考生互动答

疑。

90分钟内故障排除，汽车发动

———高职组汽车检测与维修竞赛侧记

■

本报记者 刘文彧

6月18日，2012年全国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高职组“一汽—大众杯”汽

车检测与维修竞赛在长春汽车工业

高等专科学校拉开帷幕。全国各地58

支高职代表队174名参赛选手， 在汽

车自动变速器拆装与检测、汽车综合

故障诊断等3个子赛项中展开竞技。

协作分工形成团队合力

在汽车综合故障诊断比赛现场

记者看到， 3名选手在一台汽车前紧

张地忙碌着，一名选手正掀开汽车前

盖仔细查看，一名选手在准备排除故

障的工具，另一名选手拿着本子在记

录数据。 在这个项目中， 专家在整

车上“精心” 设置了3至5个故障点，

3名选手利用现场的技术资料和器

材， 在90分钟内， 完成了发动机、

底盘、 电气等系统的检测， 排除了

电控电气系统故障， 并同时完成分

析报告， 让汽车重新发动了起来。

“我觉得能取得这个成绩， 同我

们整个团队的密切配合分不开。比赛

时， 我们3个人要先快速确定一个标

准的检测流程，然后根据自己的特长

进行分工，用最短的时间排除故障。 ”

本次大赛囊括两个团体单项、一个团

体综合一等奖的重庆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参赛代表队队长周东浩说。

据介绍， 本次竞赛3个子赛项均

为团体项目， 不仅要考查选手的专

业水平， 还要考查团队的组织能力

和协作能力。“他们将来要从事汽车

行业的工作， 通过竞赛， 他们学会

了如何发挥团队的力量。” 青海交通

职业技术学院带队教师罗国玺说。

（下转第二版）

动态监测学生营养健康状况

———全国学生营养办有关负责人就学生营养健康状况监测评估方案答记者问

问： 为什么要对学生的营养健

康状况进行监测评估？

答：

在营养改善计划执行过程

中开展学生营养健康状况的监测评

估， 可以及时了解各地的执行情况，

特别是营养改善计划实施对受益学

生的膳食营养摄入、营养状况、生长

发育和健康状况的影响；也可通过比

较不同供餐模式的效果， 寻求最适合

当地特点的供餐模式。此外，还有助于

发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调整改善。

问： “常规监测” 和 “重点监

测” 有何区别？

答：

监测工作分为两种， 包括

“常规监测” 和“重点监测”。 “常

规监测” 在所有营养改善计划覆盖

试点县的试点学校中进行， 涉及面

广、 监测指标简单， 包括学生的身

高、 体重、 出勤情况及学校的食物

供应情况等。“重点监测”是在常规监

测的基础上，从每个营养改善计划覆

盖省中， 分片区选择1至3个县进行，

共选择50个县， 这种监测的指标较

多，增加了“学生调查问卷”调查和

“营养状况生化指标” 测定。

二者的区别在于， 前者采用的

评估指标少， 监测方法简便易行，

适合在较大范围的学生中进行。 但

由于身高体重的变化不如体内微量

营养素的变化那么灵敏， 很难在短

时期内准确反映营养改善计划实施

后， 学生在生长发育方面的改善效

果。

（下转第二版）

（方案全文见十一版）

福建两百中职教师

脱产赴企业实践半年

采取“师带徒”模式 企业为教师“打分”

本报讯 （记者 龙超凡）

记

者近日从福建省教育厅获悉， 该

省今年安排205名中职学校青年

教师赴企业实践半年， 并且必须

脱产在企业连续实践。 企业将对

教师参加实践的表现进行综合评

价， 并向合格教师颁发由教育

部、 财政部统一编号的结业证

书。

据介绍， 参加企业实践的对

象是从事职业教育教学工作两年

以上、 35周岁以下、 具有初级教

师职称以上的专业课和实习指导

教师。 教师企业实践将重点了解

产业发展趋势、 企业生产组织方

式、 工艺流程等基本情况， 熟悉

企业相关岗位 （工种） 职责、 操作

规范、 用人标准、 管理制度及企业

文化等具体内容， 学习与所教专业

相关生产领域中应用的新知识、 新

技术、 新工艺、 新方法， 掌握主要

岗位的操作技能， 并结合企业实践

探索改进实践教学的方法和途径。

企业实践实行“师带徒” 模式， 企

业将为每名教师配备专门的指导老

师 （师傅）。

据福建省教育厅有关负责人介

绍， 教师企业实践期间， 因故不能

参加实践活动须履行书面请假手续，

但累计请假超过15个工作日则不予

结业， 已发生费用由教师所在学校

或个人负担。

快乐留守娃

荩

日前， 共青团上海市崇明

县委和公安上海机场边检站的志

愿者 ， 共同开展 “大手牵小手 ，

爱心伴成长” 关爱留守儿童活动。

活动中， 志愿者们表演了幽默风

趣的小节目， 让孩子们露出了天

真的笑容。 陈焕联 摄

组织实施国际游学计划

江苏资助千名贫困

中学生赴国外交流

本报讯 （记者 缪志聪）

江

苏省教育厅日前宣布， 将组织实

施国际游学计划， 用10年时间，

全额资助1000所中学1000名品学

兼优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赴国

外开展短期文化及教育交流活

动。

据介绍， 凡参加活动的学生，

其办理护照、 签证费和在境外的

交流活动、 食宿、 交通、 保险医

疗等费用均由江苏省教育国际交

流服务中心承担， 学校负责承担

学生的往返国际机票费用， 学生

仅承担个人在境外可能的消费费

用。

根据该计划， 今年， 江苏将选

拔并资助首批100名学生于10月份

赴英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 开展

为期10天左右的短期文化及教育交

流活动， 内容包括校园考察、 文化

体验、 语言培训等。 选拔对象为江

苏省所有在籍的初、 高中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 并偏重品学兼优、 有良

好英语基础的特困生。

江苏省教育国际交流服务中心

主任林跃表示， 这些学生赴国外游

学， 不仅能开阔眼界、 拓宽知识面，

也彰显了教育公平。

■三版 （新闻·深度）

小班化:缔造

个性化的教育幸福

短短8年， 深圳市南山区

第二外国语学校 就 实 现 了

100%的家长自愿参加过学校

义工服务， 100%的学生参加

过社会实践活动 ， 学 区 内

100%的社区共同参与了“家

校社” 共建。 南山二外的教师、

家长乃至社区， 何以如此协力，

用教育家办学的要求和境界努

力关注每个学生的成长？

《依法治校———建设现代学校制度实施

纲要（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学校管理活动办学活动

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本报北京

6

月

25

日讯 （记者

焦新）

教育部今天公布 《依法治

校———建设现代学校制度实施纲

要 （征求意见稿）》， 自6月25日至

7月10日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征求意见稿提出， 依法治校首先

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在学

校树立法律至上、 尊重章程、 依

法依章办事的理念与要求， “实

现管理活动、 办学活动有法可依、

有章可循”，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也

将“减少对学校具体办学与管理

活动的干扰”。

征求意见稿从章程制定、 民

主决策、 信息公开、 尊重师生等

方面对学校依法办学提出明确要

求。 为了保障学术自由， 征求意

见稿指出， 学校要在机构设置和

职能上， 实现行政权力与学术权

力的相对分离， 保障学术权力按

照学术规则相对独立行使。 要完

善学术评价制度， 对涉及学术自

由、 学术道德的行为， 建立科学

的认定程序和办法。

为了保障师生基本权益， 征求

意见稿提出， “在学校的学术组织

中要保证普通教师代表的比例不低

于50%”； “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办

法、 收入分配方案等与教职工切身

利益相关的制度、 事务， 要经教职

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征求意见稿， 中小学应当

逐步建立健全班级和学校两级家长

委员会。 学校实施采购校服、 订购

教辅材料、 组织活动、 代收费用等

直接涉及学生个体利益的活动， 一

般应由学校或者教师提出建议和选

择方案， 并作出相应说明， 提交家

长委员会作出决定。

征求意见稿要求教育行政部门

把依法治校情况与教育教学质量，

作为对学校进行综合评估的两个方

面， 平衡加以考核。 以依法治校的

综合性考核， 代替相关的专项考评，

减少对学校具体办学与管理活动的

干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