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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智慧

筲从美的事物中找到美， 这就是

审美教育的任务。

———席勒

筲一味地挖苦、 贬低， 会导致孩

子的反抗， 反对父母， 反对学校， 或

者反对整个世界。

———布鲁诺

新闻现场

本报乌鲁木齐4月14日讯

（记者 蒋夫尔） 记者今天从新

疆教育厅了解到， 为改善农村学

生的用餐问题， 过去两年新疆共

投入14亿余元建设2107个食堂，

今年新疆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食堂建设将再投入5.286亿元。

据悉， 在新疆农村义务教育

阶段学校食堂建设项目首批31

个试点县中， 90%的县 （市） 因

没有学生食堂而选择企业供餐或

课间加餐模式。 今年是新疆农村

学校食堂建设的高峰期， 针对有

些地州建设进度缓慢的情况， 教

育厅除了定期督查， 还将采取对

主管领导约谈的方式进行督促。

新疆2011年、2012年分别投

入7亿元、7.0857亿元， 两年投入

14亿余元共建2107个食堂。 目

前， 部分食堂已竣工，1000多个

学校食堂正在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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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形象现状总体趋好

自主招生风向标： 学科特长+创新潜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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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看点

试点学院： 改革是最大的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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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盼每个农村孩子都能接受良好教育

■符云锦

我从小爱读书， 成绩较为优

异， 受到老师和同学的喜爱， 但

过去的一些伤心事却依旧无法忘

怀。

那是小学六年级的时候， 我

因家庭贫穷， 且父母分别患有糖

尿病和心脏病， 无钱上学， 父母

被迫贷款供我读书， 从此我就心

生理想： 以后一定要当个老师，

让每个孩子都能上学。

2010年， 我从湖南工业大

学理学院(原株洲师专)毕业， 当

年8月被聘为湖南省凤凰县两林

学区特岗数学教师， 实现了我当

老师的理想。

2010年8月31日， 这是我最

难忘的日子， 是我带着行李跨进

两林九年制学校的第一天。

当我跨进这所学校的大门，

看到了一栋由两根木头撑着阳台

的房子， 我的心开始凉了， 学校

怎么还有这样的危房呢？ 后来才

知道学校的教师宿舍条件也很

差， 大部分都是危房， 由于边

远、 偏僻、 贫穷， 学校建不起房

子， 教师只能将就着住。 最后，

我还是选择留了下来。

经过几年的工作， 我对所教

的课程内容已经滚瓜烂熟了， 但

同时也发现了许多问题： 学校只

有一栋教学楼， 没有教师办公

室， 教师备课、 改作业、 讨论等

都只能在自己家里完成； 教育资

源缺乏， 学校缺乏课外图书， 也

没有现代化的教学设备， 很多教

学内容都只能靠教师和学生用大

脑想象； 大部分教师学历不高， 缺

少教育科研。

为此， 我决定努力在教育科研

上寻求突破。 我于2011年成功申

报了省级课题“有效提高苗族地区

学生语文口语交际能力策略研究”

和州级课题“民族边远地区农村中

学课堂教学导学案的优化设计”，

并成立了课题研究小组； 2011年

还参加了县“千个小课题研究”；

在教学期间， 我还发表了多篇学术

论文。

现在， 我们学校在教育科研上

取得了一些成绩， 但是放眼来看，

农村教育仍然令人担忧。 我生在农

村家庭， 知道很多农村孩子的家长

对义务教育理解得不透， 最典型的

就是“农村孩子读书只是义务， 城

里孩子读书是为了谋生” 的思想，

这样， 农村孩子受教育变成了被动

接受， 再加上留守儿童的问题， 使

得农村教育困难很多。

我的梦想是希望国家能更好地

推动农村教育的发展， 让每一个农

村孩子都能真正受到良好教育。

根据我的一些亲身经历， 我对

农村教育发展有以下建议： 改良农

村教育思想， 普及农村义务教育不

仅是“为了以后怎么样”， 而且还

要让每个孩子懂得科学知识和学会

做人的道理； 加大农村教育投入，

解决多数农村学校校舍、 教育资

源、 教学工具等缺乏， 学生课外扩

充知识面小、 视野窄的问题； 合

理安排教师结构， 提高农村教师

待遇； 加强农村教育科研； 改变

教师评价标准， 有的教师想方设

法弄到文凭， 但其真实水平并不

高， 有些根本达不到文凭所要求

的标准， 然而进公办单位和工资

都与文凭有关， 有些教师文凭低，

但知识水平、 教学能力、 管理能

力、 科研能力等方面都达到一定

水平， 却没有得到重视和重用；

严惩教育腐败现象。

（作者为湖南省凤凰县两林学

区特岗教师）

2013年全国研究生

计划招生60.8万

坚决限制社会需求不足学科专业招生规模

本报讯（记者 宗河） 《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

下达2013年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通知》 日前下发， 今

年， 全国共计划招收研究生60.8万人， 其中博士生6.9万

人， 硕士生53.9万人。

通知要求各地各级教育和发展改革部门及各研究生招

生单位， 要全面落实国家中长期科技、 教育、 人才规划纲

要， 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建立动态调整机制， 重点支

持国家急需的战略性研究、 探索科学技术尖端领域的前瞻

性研究、 涉及国计民生重大问题的公益性研究。 加大招生

学科和专业结构调整力度， 加快培养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

重点领域急需紧缺专门人才， 坚决限制毕业生就业压力

大、 社会需求不足的学科和专业的招生规模； 坚决限制科

研项目和经费缺乏、 培养能力明显不足的招生单位和学科

专业的招生规模。

通知提出， 各招生单位要积极推动协同创新， 探索创

立高校与科研院所、 行业、 企业联合培养人才新机制， 继

续推进高校与科研机构开展联合培养博士 （硕士） 研究生

试点工作。 大力创新研究生教育体制和机制， 积极探索多

种形式的校所合作、 联合培养模式， 促进高校与科研院所

科教资源共享。

创新机制让职教焕发生机

——湖南省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纪实

■本报记者 李伦娥

职业教育的发展与经济发展

成正比。 湖南， 一个经济欠发达

的中部省份， 近年职教发展却好

戏连台：连续3年，中职在校生和

招生数超额完成任务， 中职和高

职国家示范校分别排全国第9位

和第6位； 县级人民政府职业教

育督导评估制度、 中职专业老师

轮训与考核制度、 职业院校学生

技能抽查制度， 还是全国首创。

在职业教育蓬勃发展的今

天， 湖南， 如何唱响这出“好

戏”？

办学模式创新———

每个县建一个职教中

心， 整合资源变“散兵作

战”为“大兵团”

在湖南， 每个县都有职教中

心， 很多区县的职教中心级别还

挺高，由县长担任职教中心主任。

洞庭湖畔的岳阳县， 早在

2006年就创造性地将全县的1所

公办职中、2所部门办的职中和5

所私人办的职中，还有20多所乡

镇农校，全县劳动、人事等部门的

培训机构全部整合起来， 成立新

的职教中心， 县长担任职教中心主

任， 常务副县长和主管教育的副县

长为副主任，成员包括财政、劳动、

人事等18个部门的“一把手”。

两年多运行下来， 名存实亡的

农村职校有了生机； 劳动人事等培

训， 有了好的场所且避免了重复建

设； 特别是主体学校———县职业中

专实力强了、专业更多了，在校生由

2000多人增加到5000多人，招生也

基本不愁了。

2008年，湖南省教育厅职成处

发现了这一创新举措， 立即向厅党

组汇报， 经过多方调研论证，2010

年4月， 湖南省委、 省政府出台了

《关于大力发展农村中等职业教育

的意见》，明确要求，“县市和以农村

为主的区”要建立职教中心。

“这不是做概念。 ”资兴市职教

中心主任邓化平说，2009年资兴市

将3所成人学校、2所民办培训机构

及20个乡镇农校等整合成职教中

心后， 财政先后投入3200多万元，

中心的主体校———职业中专面貌大

变。 目前，只有30多万人口的资兴

市， 中职年招生数由200多人增加

到500多人。

“变‘各自为政’为‘大兵团作

战’。”湘阴县职教中心办公室主任、

县职业中专校长廖树清说， 县城内

的中等、初等职业教育，劳动力转移

培训，就业与再就业培训，农村实用

技术培训，95%的培训项目都进来

了。 每年上千万元的培训资金打包

使用， 近4年已累计培训3.94万人

次。 而且各招生单位也不再抢生源

了， 专业设置也不再重叠。 比如学

前教育专业， 之前两所学校都办，

“中心”建立后，合二为一。

为鼓励各地建立职教中心，湖

南还评出55个“省示范”，每个每年

奖励35万元，连奖3年。 目前，全省

98个县和以农业为主的区，已有90

个区县成立职教中心。 2011年，全

省县级职教中心负责开展农村劳动

力转移培训和农村实用技术培训等

共188.8万人次，占县域各类培训总

量的69.1%。

校企结合创新———

高职牵头企业成立职教

集团，变“我要”为“我们要”

校企结合是职教发展的必由之

路， 但许多职校校长反映，“很多时

候企业热情并不高， 经常有职校一

厢情愿的感觉”。

“现在， 是企业主动找学校，还

出人出钱出场地。”湖南生物机电职

业技术学院副院长刘晓魁告诉记

者，最近该院兽医专业（宠物医护方

向） 研讨人才培养方案，12家宠物

医院的院长主动找到学校要求参

加。“新学期开学以来，学校的动物

科学系就收到企业30多万元资助，

都是要求设立奖学金的。 这一重大

变化，缘于职教集团的建立。”刘晓

魁说。 （下转第二版）

抓职教就是抓住改善民生的“牛鼻子”

湖南省委教育工委书记、 省教育厅厅长 王柯敏

党的十八大明确要求“加快

发展现代职业教育”， “提高劳

动者就业创业能力”， 凸显了职

业教育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

重要战略地位， 明确告诉我们发

展职业教育就是抓经济、 抓就

业、 抓扶贫， 就是抓住了改善民

生的“牛鼻子”。

近年来， 湖南确定了“对

接产业 （行业）， 工学结合， 提

升质量， 推动职业教育深度融

入产业链， 有效服务经济社会

发展” 的职业教育发展方针，

省委、 省政府就大力发展职业

教育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文件，

省有关部门配套制定了职业院

校教师编制标准、 生均经费拨

款标准、 企校合作办学意见，

创新实施了对县级人民政府职

业教育工作督导评估、 专业教

师强化轮训与考核、 学生专业技

能抽查等制度， 在全国率先初步

构建起了现代职业教育发展制度

体系的基本框架。

下一步， 湖南将进一步完善保

障机制， 深化校企合作， 改革培养

模式， 加强质量监控， 大幅度提升

职业教育为“四化两型” 服务的能

力和水平， 积极为“富民强省” 做

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新闻拓展

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典型报道

新修订中职学校德育大纲公开征求意见

中职实习学生德育工作

将由校企共同开展

本报北京4月14日讯 （记者 宗河） 记者今天从教育

部获悉， 教育部对2004年颁布的 《中等职业学校德育大

纲》 进行了修订， 并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新修订的大

纲提出， 中职学校和企业要共同对实习学生开展德育工

作， 健全行业企业、 用人单位、 学生家长等第三方深度参

与的德育评价机制。

新修订的大纲提出， 中职学校要结合实训实习的特点

和内容， 抓住中职学生与社会实际、 生产实际、 岗位实际

和一线劳动者密切接触的时机， 进行职业道德、 职业纪律

和安全生产教育； 要重点加强对校园网电子公告栏、 留言

板、 贴吧、 聊天室等交互栏目的管理， 发挥社交网站、 微

博、 手机等对学生的正面教育作用； 要把社会实践活动纳

入教育教学计划； 要按照德育课设置和教学任务要求配齐

配足德育课教师。

新修订的大纲规定， 各级教育部门要把德育工作作为

办学质量和水平评估的重要指标纳入中等职业学校评估体

系。 各地应结合本地实际情况， 制定科学的德育工作评价

指标体系， 定期对学校德育工作进行督导评估。 要完善德

育工作经费保障机制， 加大经费投入力度， 要合理确定德

育工作方面的经费投入项目， 列入预算， 确保各项工作顺

利开展。

新疆投14亿建

农村学校食堂

玉树师生纪念

地震三周年

4月13日， 纪念活动开始

前， 玉树八一职业技术学校进

行升旗仪式。 当日， 在新建成

的玉树八一职业技术学校内，

全体师生举行悼念祈福活动纪

念玉树“4·14” 地震三周年。

玉树地震已近3年， 随着学校

的全面建成， 前往外地就读的

学生和在临时板房里就读的学

生陆续回到新校园。 地震后，

全玉树有99所学校受灾， 经过

规划整合， 新建72所学校。 目

前， 已有38所学校正式复课，

28所学校具备复课条件， 5所

学校尚未完工， 1所幼儿园今

年开工建设。

新华社记者 王博 摄

鸡鸭被“请”出食堂

营养师派上大用场

——走进扬州市中小学食堂

■本报记者 沈大雷 通讯员 谈雷

近日， 江苏部分地区接连发现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

例。 校园是防控工作的重点， 食堂该给搭餐的学生们准备

提供些什么菜， 孩子们喜欢的鸡肉、 鸭肉还提供吗， 如何

保证孩子们吃得既安全又营养？ 带着这些疑问， 记者日前

来到江苏省扬州市部分中小学进行采访。

上午10点半， 在扬州市东关小学食堂， 一进门就看

到黑板上写着当天中午的菜单， 有木耳莴苣炒香肠、 桂花

赤豆元宵等。 记者注意到， 以往最常用的鸡肉、 鸭肉已经

拿掉， 就连鸡蛋也不见了踪影， 取而代之的是猪肉、 牛

肉、 鱼虾， 此外食堂还额外配了大蒜来杀菌。

“以前炒三丁都用鸡丁， 现在用猪肉代替。” 东关小学

食堂厨师长孙伟告诉记者， 每天有2000多名学生在学校

用餐， 禽流感疫情一出现， 学校就采取紧急措施， 学生不

吃家禽已经有半个月了。

学生菜单中没有了禽肉禽蛋类食品， 会不会降低孩子

的营养摄入？ 记者了解到， 目前扬州大多学校都提高了学

生蔬菜的摄入量， 素菜种类增多。 更令人欣喜的是， 近

日， 扬州市首批培训的76名兼职中小学营养配餐师全部

上岗， 这批人员都是从各校健康教育老师、 食堂工作人

员、 校医中抽调出来的， 他们将在学校代伙配餐、 家庭膳

食指导等方面提供服务。

刘小萍是东关小学的营养配餐师， 她告诉记者， 家禽

不能吃了， 但各校的营养配餐师们在设计菜单上“动足了

脑筋”， 用猪牛鱼虾代替家禽， 尽量保证营养的均衡供应，

同时采用煎、 炸、 蒸等多种方式烹制， 保证学生吃得香。

“比如， 今天是水煮肉片， 明天就是红烧排骨， 后天就做

肉丸子。”

此外， 为了保证孩子吃得安全健康， 对于肉类的采购

学校也严格把关。 所有的肉类除了是盖章肉外， 还要有防

疫部门的检疫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