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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雨后紫荆更繁茂

——易县教育系统“7·21”灾后重建纪实

■

通讯员 石新民 马龙 程鹏飞

7月21日，河北省易县普降暴雨，最大降

雨量达215.4毫米。特大洪灾使全县包括教学

点在内的156所学校不同程度受灾， 其中26

所学校受损严重。面对突如其来的重大灾难，

易县教育系统在距离开学仅一个多月的时间

里， 积极开展灾后恢复重建工作。9月3日，五

星红旗冉冉升起， 雄壮嘹亮的国歌声回响在

校园上空， 全县学校全部如期开学，“不让一

所学校因灾停课， 不让一个学生因灾失学”

的诺言兑现。 近日， 通讯员一行驱车前往易

县受灾最严重的紫荆关镇采访， 沿途山体滑

坡的痕迹依然清晰可辨， 但漫山遍野的紫

荆， 在阳光照耀下显得格外旺盛。

危难面前舍小家顾大家

“无论如何，要全力保证所有受灾学校学

生秋季全部安全入学。 不让一所学校因灾停

课，不让一个学生因灾失学。”作为灾后教育

系统恢复重建领导小组组长的易县教育局局

长许俊良， 在灾后恢复重建紧急调度会上与

各校校长签了军令状。

“学校就是我的家。”紫荆关中心小

学大盘石教学点白艳儒老师如是说。暴

雨来临时，他冒雨穿梭在上下两个教学

区之间，清理排水沟，防止雨水倒灌教

室。雨一停，他又和老师、工人一起清理

淤堵的教室排水通道，一干就是16天。

一直在校值班的南城司中心小学

总务主任王建伟， 家中父母年迈。 当

得知家里围墙因洪水侵袭倒塌后， 他

很想回去看看， 但乡里还有营安教学

点一直联系不上， 情况不明。 工作为

重， 他立即徒步上路， 雨后山路崎岖

湿滑， 他的衣服被荆棘划破， 手也受

伤流血。 2个多小时后， 筋疲力尽的他

终于来到营安教学点， 了解师生情况，

进行灾情统计。

紫荆关中心小学副校长于卓彬、

总务主任王朝、 教学点上的负责教师

赵树文和桑云来， 南城司中心小学校

长赵文君、 56岁的龙王庙教学点负责

教师万方玖……一位位教师舍小家顾

大家， 投入到抗灾自救中， 奋战在抗洪

救灾一线。

老师自家新房当教室

循着孩子们的欢笑声，通讯员来到玉

山铺村一座由5间平房构成的院落， 一位

老师正在和孩子们玩老鹰捉小鸡的游戏，

孩子们脸上洋溢着天真灿烂的笑容，欢快

地跑动着，身后“教室”里桌凳整齐。

“这是玉山铺学校老师杨静的家。孩

子们没了教室，杨老师就把自家刚刚盖好

的房子腾了出来，给孩子们当教室，自己

则住到厢房去，学校给她补助，她不要。”

随行的于卓彬告诉我们。

“我家的院子不大， 学生做游戏的空

间小了点。” 与孩子游戏的杨静语气中带

着愧疚。 为了避免孩子摔倒后被磕碰，杨

老师让丈夫帮忙整修院子，还细心地在房

间地面铺上了地板革。

方法总比困难多，易县教育人通过腾

用安全的专业教室或闲置校舍、转到临近

学校安置、 借用村委会办公室和活动室、

租用民房等方法，使受灾严重的26所学校

的2251名学生得到妥善安置。

把灾区学生放在心上

“感谢县教育局免去了我们家晓爱高

三全年的学杂费、住宿费，减免了她弟弟

上幼儿园的保育费，让孩子没有失学。”说

着说着，杜晓爱的母亲眼里泛出了泪花。

洪水毁坏了小盘石村杜晓爱家新盖

的房屋，粮食、牲畜、家具都被冲跑了。杜

晓爱决定不再上学，去打工挣钱，供弟弟

上学，帮家里渡过难关。听到消息的许俊

良来到杜晓爱家中，当场免去晓爱的学杂

费1500元，并承诺今后将会继续资助直到

孩子大学毕业。

据了解，为确保受灾家庭的孩子能安

心上学， 易县教育局对受灾严重地区的

110名幼儿减免保教费； 发放生活费补贴

时， 对义务教育阶段130名家庭困难的寄

宿生给予倾斜；对65名高中生减免学费和

住宿费； 对考入高等学校的25名学生给

予金秋助学和润雨工程资助。

把学校建得坚固美观

“每天我都要到工地查看施工情况，

虽然有点累， 但心里觉着踏实。” 在玉山

铺学校施工现场， 跟着监理人员进行工

程监理的中心小学校长卢学工满身尘土。

“小盘石教学点位于河道旁， 这次教

室被淹，为了学生安全， 学校必须迁址新

建。 我们找来建设局、 水利局、 地震局

等部门科学选址， 现在新学校已开工建

设……” 在灾后学校恢复重建办公室，许

俊良指着灾区学校恢复重建重点项目分

布图说。分布图上15所重点维修重建项目

的建设性质、规模、施工进度等一目了然。

“我们不仅精心选择勘察、设计和施工

单位， 而且聘请高级工程设计人员到各建

设工地进行技术指导。 建设局质量监督站

全程参与工程质量管理。”许俊良说，“我们

一定要把学校建得坚固、美观、实用！”

碧空如洗， 艳阳高照， 经历暴雨和

洪水的洗礼， 那漫山遍野的紫荆更加繁

茂和茁壮！

尤溪

建“流动培训学校”

教师进村教家长

本报讯 （记者 龙超凡 通讯员 张上

波）

近日， 福建省尤溪县举行“流动家长培

训学校” 揭牌仪式。 今后， 该县将系统地对

家长实施有关家庭生活、 孩子成长以及加强

自身修养的专业知识与有效技能的培训。 据

悉， 这是全国首家成立的“流动家长培训学

校”。

早在2005年， 尤溪县一些中小学就相

继成立了“流动家长学校”， 即组织一批相

对固定的教师， 定期或不定期地到各行政

村、 自然村对家长进行集中免费培训。 尤溪

县教育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成立“流动家长

培训学校”， 旨在积极构建家庭、 学校、 社

会三结合教育体系， 进一步推广“流动家长

学校” 经验， 着力提高全县中小学教育教学

质量。 据介绍， “流动家长培训学校” 由政

府主导、 教育部门主管、 各学校主办。

淮安市清浦区特级教师进村小， 校园铺起塑胶跑道———

这里的教学点建得不一般

■

特约通讯员 华跃 许建

开学啦！ 近日， 江苏省淮安市清浦

区和平镇电站小学的学生们欢欢喜喜背

着书包走进了崭新的校园———继去年新

教室启用， 今年暑假， 学校又在校园里

铺起了塑胶跑道。 尤其令电站小学学生

们兴奋的是， 城里的特级老师竟然来到

了他们学校！

电站村位于清浦与洪泽、 淮阴三县

（区） 交汇处， 苏北灌溉总渠、 淮沭河从

电站村南北穿过并交汇， 是清浦区最偏

远的地方， 而电站小学是和平镇中心小

学下属的一所农村教学点。

在这里工作了39年的老校长孙汉银

告诉我们， 从他们这里到镇上， 步行要

走1个半小时。 他说： “过去， 我们这里

都是危房， 校园里空荡荡的， 任教的9位

老师都在55岁以上。”

2011年， 区里和镇上投入150多万

元， 让校园旧貌换新颜。 新学期， 他们

还从区里抽调6位骨干青年教师到电站小

学支教。 当地的家长说， 孩子现在在电

站小学念书， 和去城里上学差不多。 这

不， 不少跑到城里念书的孩子已经开始

陆续“回流” 了。

据清浦区教育局局长杨万才介绍，

他们发展教育的思路是从最偏僻的学校

做起， 从条件最差的学校做起， 从每个

教学点做起。

近年来， 清浦区投入近5亿元， 提高

中小学办学条件。 目前， 清浦区各校硬

件条件基本均衡， 不少农村中小学和教

学点的硬件设施已经超过了城区中小学。

按照就近入学的原则， 清浦区绝大

多数乡镇都保留了1至2个教学点， 各教

学点“校校有塑胶跑道， 班班有电子白

板， 教师人人有笔记本电脑”。

为了破解农村和教学点教师年龄老

化这一难题， 今年， 该区教育局从城区

中小学遴选了包括特级教师在内的22名

骨干教师， 配备到农村薄弱学校和教学

点进行任教。

淮安市教育局局长朱亚文说： “重

视乡村教学点的建设， 让农村孩子在家

门口享受和城里一样的优质教育， 缩小

区域内学校间的差距， 这是促进区域教

育均衡发展的一项新尝试。”

钟祥

转换角色打牢基础

教师上岗前先听课

本报讯 （特约通讯员 卢士保 贺祝

山）

为帮助新聘教师尽快转变角色， 熟悉教

育教学常规， 提高教育教学能力， 湖北省钟

祥市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中心近日对2012

年新聘的教师进行岗前培训。

据悉， 本次新聘教师岗前培训为期15

天。 培训期间， 新聘教师将系统学习教学基

本功、 教育教学工作常规、 师生常见心理问

题与对策、 现代信息技术、 如何当好班主

任、 中小学教师文明礼仪规范、 师生安全事

故预见与预防等培训内容， 为他们顺利上

岗、 转换角色奠定基础。

丹阳

企业家热心教育

设奖项重奖教师

本报讯 （通讯员 周竹生）

江苏省丹阳

市李氏教师奖励促进会2012年“李氏教师

奖” 评审工作日前开始。 丹阳民间人士李金

芳设立大奖， 奖励本市优秀教师， 最高可获

得50万元人民币及金质奖章一枚。

根据 《丹阳市李氏教师奖励促进会章

程》 规定，“李氏教师奖”分别设立金银铜奖。

金奖，奖金人民币50万元、金质奖章一枚；银

奖，奖金人民币30万元、金质奖章一枚；铜奖，

奖金人民币20万元、 金质奖章一枚。

李金芳是一名成功的丹阳籍企业家， 一

直热心公益事业。 他表示， 设立“李氏教师

奖”， 就是要向社会传递尊师重教的理念，

鼓励广大教育工作者爱岗敬业、 专心从教。

一线透视

YIXIANTOUSHI

快 讯

创新一线

CHUANGXINYIXIAN

吉林大学

“美美书乡”

漂流旧教材

本报讯 （记者 刘文彧 通讯员 刘飒

蒋逸潇）

“亲， 我的 《道德经》 看完了， 想

换一本 《存在与虚无》， 有的话， 给我留言

哈！” 吉林大学通信工程学院大三学生吴晓

娇和她的同伴边看边读用户留言， 咯咯地笑

出了声。 她们正在浏览的， 是一个叫“美美

书乡” 的网络借书平台。

“美美书乡” 是吴晓娇和她的团队打造的

以捐赠大学教材为主的公益平台，通过各种方

式搜集高年级学生用过的教材，然后赠送给那

些需要教材的低年级学生。为了提高书籍利用

率，方便更多学子使用，不久前，吴晓娇和她的

团队经过研发，推出了网络借书平台。

这个创意， 是吴晓娇去年看到校园里的

跳蚤市场后萌发的。 每天傍晚， 那些没有卖

出去的旧教材被扔上了废品收购商的大货

车， 这样的场景深深印在了她的脑海中。吴

晓娇算了一笔账，以一本必修课教材《中国近

代史纲要》为例，新书的售价在20元左右，按

废品收购商出的每斤5角来算，一本《中国近

代史纲要》 的卖出价格绝对低于1元。

“这是一笔很大的资源， 我们没有理由

让这些知识沦为废纸， 而是应该送给需要它

的人。” 吴晓娇说， 如果把这些书搜集起来，

留给低年级的学生使用， 不仅避免了教学资

源的浪费， 还可以为这些学生省下一笔买书

钱。 于是， 吴晓娇和她的同伴开始搜集高年

级学生的旧书。

2011年8月， 吉林大学生物与农业学院

大一新生王鹤还没有来得及找到自己的寝

室， 就收到了新学期的第一份礼物———一套

免费的教材。 这意味着， 王鹤可以不用参加

学校统一的教材订购， 节省了一笔为数不少

的教材费。

像王鹤一样的受赠者， 在领取书籍时，

需要签订一份借书协议， 并留下自己的联系

方式， 在学期结束时， 按照协议规定， 自觉

把书归还到“美美书乡” 的藏书库， 让爱心

通过书本继续传递下去。

新闻故事

日前， 重庆市科协组织 “科普大篷车”

来到梁平县中小学， 给学生们带来了很多科

普展品， 让孩子们在动手参与过程中汲取科

普知识。 图为学生利用手摇发电机产生电

能， 对比节能灯与白炽灯的光照。

刘辉 摄

爱心电波

传递亲情

近日， 湖南省邵阳县县委

宣传部联合当地移动公司， 向

留守儿童免费发放了

3300

张 、

价值

30

多万元的移动 “爱心电

话卡 ”， 为留守儿童与父母亲

情沟通创造了条件。 图为五丰

铺镇 “八一” 希望小学的学生

朱丹在用 “爱心电话卡” 给外

出务工的父母打电话。

李爱民 梁毅 摄

面对 “十二五” 时期的区域经济发

展方式由 “速度效益型” 向 “质量效益

型” 转变， 区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在向

提高技术含量、 提升产品结构、 提高产

品附加值转变， 对高端技能型专门人才

提出更高要求的大背景， 湖州职业技术

学院不断优化学校专业结构， 紧紧围绕

“学生为本 、 质量为先 ” 的 “四重点深

化” 目标， 面向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一是以面向地方产业为重点， 深化专

业定位， 提高人才培养的适应性。 创新

“学校对接产业、 专业对接行业企业、 师

生对接职业岗位” 的三层对接平台， 有效

破解学校专业 （群） 与产业融合的壁垒。

学校通过完善工作制度、 细化工作内容和

考核标准等途径， 形成了 “校地产业合作

委员会全面统筹， 分委员会各负其责， 二

级分院主体推进， 师生员工全员参与” 的

工作机制， 解决专业面向与服务相匹配、

专业人才培养与行业企业需求相一致等问

题。 近

3

年来， 学校先后委派

5

名中层干

部、

69

名专业带头人和骨干教师分别挂职

政府部门、 深入行业企业岗位实践； 与市

产业主管部门、 行业企业召开年度推进

会、 专题汇报会、 洽谈会近

40

次， 找到了

学校各专业的定位与地方产业现状和趋势

紧密结合的有效路径， 切实提高人才培养

的适切性。 根据湖州市第三次产业结构调

整， 学校布局了与区域经济结构协调发展

的专业群发展新格局， 以优势特色专业为

核心的专业集群发展， 对接产业链及其职

业岗位群， 增强高职学生首岗适应能力和

职业岗位的迁移能力。

二是以教学项目开发为重点 ， 深化

专业核心课程建设， 建立理论与实践系

统协调的课程体系。 各专业主干专业课

程设置和内容与真实工作过程紧密结合，

按照“教师下企业实践—开发教学项目—开

展课程设计与测试”深化专业核心课程建设，

设计教学环境， 将来自生产管理实际的真实

项目结合到课程教学中去， 将专业教学标准

与职业岗位要求、 职业资格标准特别是高级

职业资格标准紧密结合， 突出核心职业能力

和职业素养培养。按照“专业核心课程—支撑

课程—拓展课程”，建立理论与实践系统协调

的课程体系。通过借力相关行业、企业专家和

一线技术骨干共同进行工作任务分析， 完成

了校本专业教学标准和专业核心课程标准开

发，完成

128

门校企合作课程开发。其中，生产

过程自动化技术、 文秘等专业牵头开展了全

国范围的专业教学标准和专业核心课程标准

研究工作。学校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共聘请了

38

名行业企业专家担任兼职专业带头人，会

签人才培养方案，指导人才培养主要环节。

三是以合作共建为重点 ， 深化 “周月

季” 工学结合改革， 推进专业教学过程与

实际工作过程的同一化。 学校建立了全校

性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平台， 政校企共

建校内外职业教育实训基地。 面向湖州产

业结构 ， 引进政府

3000

万元设备经费投

入 ， 建成

2

万多平方米的湖州市公共实训

中心； “湖州职院—市建工集团—同济大

学” 三方合作共建省级创新载体 “建筑新

技术研发中心 ”； 建立了大唐汽车 、 瑞丰

纺织、 舟道设计等校内教学生产性实训基

地和工作室载体

139

个 。 依托合作建设的

载体与平台 ， 通过 “企业见习周

/

岗位实

践月

/

顶岗实践季 ” 的 “周月季 ” 工学交

替推进模式， 增强生产性实训、 顶岗实习

等实践教学的整体设计， 提升学生实践创

新能力和综合素质， 创新了工学结合人才

培养模式。

学校机电类专业以湖州装备制造业技术

要求为重点， 实施 “校内基地基本技能训

练

+

校外企业项目实训

+

毕业顶岗实习” 的

工学结合模式。 商贸类专业以地方现代服务

业发展的最新要求， 设计网上交易管理、 外

贸流程管理、 物流信息管理等实习内容， 学

生以准员工身份参与企业顶岗实习； 建筑工

程类专业结合节能和新型建筑材料， 以师生

跟踪工程项目开展专业实践。 学生的实践技

能和创新能力不断提升， 重点建设专业的毕

业生双证书获取率达到

98%

以上， 高级职业

资格证书获取率达到

60%

以上。

四是以学生作业开发实施为重点 ， 深

化 “教、 学、 做一体” 课堂教学改革 ， 提

高专业课程教学与工作实践项目的吻合度。

学校出台了 《关于推进课堂教学改革 提

高教学质量的实施意见》， 以课程作业方案

系统设计和项目化作业开发与实施为重点，

将生产管理一线的实际问题结合到学生作

业中， 切实提高课程教学的实效性 。 为科

学评价 “教学做 ” 一体课程的教学质量 ，

学校相继制定了教师项目化作业设计文件

和学生项目化作业的规范， 要求专业教师

将来自于生产实际的典型工作任务 、 工作

过程、 工作内容作为教学实例进行课程设

计并实施。 示范建设期内

100

余门课程完成

项目化作业方案设计， 省示范重点建设专

业和省特色建设专业设计并实施了工作任

务导向的系列教学项目 ，

70%

的专业课采

用 “教学做” 一体教学。 把 “教 ” 落实到

“学 ” 上 ， 把 “学 ” 落实到 “做 ” 上 ， 把

“做” 落实到 “过程” 中， 把质量落实到每

一个环节上 ， 有效解决了学生专业技能

（知识） 训练针对性和有效性的问题，

目前， 学校重点建设专业 “教、 学、 做

一体” 课堂教学优良率达到

90%

以上， 真正

实现了 “施教为学”、 “学有成果”。 近

3

年

来， 学生技能竞赛共获得省级一等奖以上

87

项， 被浙江省教育厅评为

8

所技能竞赛先进

集体之一； 一次性就业率维持在

96.8%

以上，

毕业学生平均企业满意率达

97.44%

。

“四重点深化”专业内涵建设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院长 胡世明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