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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对贫困家庭学生实施精准培养、精准就业、精准扶贫

职业教育让学子一技傍身

省全民健身运动会青少年
定向公开赛——

海口二中夺4金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2017年海

南省全民健身运动会青少年定向公
开赛暨野战运动公开赛日前在海口
结束。在300多人参加的比赛中，
组队仅一年的海口市第二中学队夺
得了4项冠军。

海口二中定向队负责人黄钧
说，定向运动就是利用地图和指南
针到访地图上所指示的各个点标，
以最短时间到达所有点标者为胜。
定向运动通常设在森林、郊外和城
市公园里进行，也可在大学校园里
进行。去年9月，海口二中成立了定
向队，是海南省最早成立定向队的
中学。

这个项目对学生的综合素质
要求较高。选手既要掌握看图、识
图的能力，又要具备良好的身体素
质。黄钧说，海口二中队的队员都
是初一的学生，经过半年理论课和
身体素质训练，队员们都掌握了定
向运动的技能。这半年小队员们
练得较为辛苦，他们要学习如何看
指北针和地图，还要定期进行2公
里和5公里的长跑训练。

经过一年多的训练和比赛，黄
钧认为，定向运动很适合在学校中
开展。这项运动不但能考验学生的
智慧，还能提高身体素质，最重要的
是能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

职教

看变化

省教育厅职成教处负责人说，大
开职校大门，就是要让因为各种原因
没能升学的初中、高中毕业生都能公
平便捷地接受优质的职业教育，“我
们还打破现有学制，实行春、秋两季
注册入学，为他们入学学习提供方
便。”今年春季，“扶贫巾帼励志中专
班”就增加了一个招生批次，面向全
省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招收100名女
孩。

但是，入学只是第一步。如何让
贫困学生留得住、有收获，我省在推进
职教扶贫工作过程中，还采取了多项
经得起时间和群众检验的做法——

在中职课程安排方面，从2012
年到2016年，全省中职学校从93所
变为65所，开设的98类专业涵盖了
海南经济社会发展的118项人才需
求，学生毕业后不愁就业难。

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这几年，

我省每年投入1480万元专项经费开
展中职教育师资建设，“双师型”教师
的比例上升了20个百分点。这些既
具备理论教学素质，又具备实践教学
素质的教师，手把手地将大批职校学
生直接领上了工作岗位。

在深化校企合作方面，我省创造
性地开设了冬季小学期课程，根据海
南旅游业呈明显季节波动的特点，在
高职院校试行“旺工淡学、工学交替”

制——旅游淡季（夏季）以课堂教学
为主，夯实学生的理论基础；旅游旺
季（冬季）以专业技能强化培训和社
会见习、实习为主。

曾就读于三亚高级技工学校，现
在三亚亚龙湾兰德玫瑰风情产业园
工作的黎节就说，这种做法值得推
广，既可以增强职校学生的技能水平
和实践能力，又缓解了旅游企业在冬
季旅游旺季用工难的问题。

职教扶贫思路
进一步拓宽

朱晓莹之所以格外珍惜在海南
省经济技术学校读书的机会，是因
为她曾经两次三番地被贫困“逼”离
校园。她忘不了，每到入学缴费前
夕，父亲就要低下头一家一家地借
钱，而年龄尚小、无法自力更生的
她，只能在家里无助地等待命运的
垂青。

幸运的是，2009年，海南省经济
技术学校在省教育厅的指导下，经
过与省妇联协商，决定开办首届“扶
贫巾帼励志中专班”，免费让553名
来自贫困家庭的女孩入学就读。朱
晓莹就是乘着这股东风走上了改变
命运的旅程。

时隔多年，该校校长张毅生提
起往事仍然激动不已：“扶贫巾帼励
志中专班”成立当年就在社会各界
引发了热烈反响。

海南职教扶贫的思路由此拓宽
——到2010年，除了“扶贫巾帼励
志中专班”外，其他中职学校也根据
自身特色，纷纷开设了“扶贫雨露计
划班”“强华励志班”等项目。到
2016年，脱贫攻坚战打响后，全省又
有39所中职学校开设了93个“扶贫
励志班”，对2805名建档立卡贫困
家庭学生实施精准施策、精准培养、
精准就业、精准脱贫。

职校的大门，还在逐渐向海南
贫困学生开放——2013年，我省在
全国范围内率先扩大了中职学校
免学费政策实施范围，对所有在
校学生全面免除学费。2016 年，
《海南省大力开展职业教育精准
扶贫实施方案》正式出台，明确规
定：对中职学校建档立卡学生除
免学费外，还要免住宿费、免教材
费，补助生活费；对高职院校建档
立卡学生，要积极创造条件，在入
学绿色通道办理，新生入学资助、
勤工助学、奖助学金、困难补助、学
费减免等方面优先安排，确保能助
则助。

乐东姑娘朱晓莹是个懂得感恩的人。每次放假回家，远远地看到自家刚入住的二层小楼，她就会想起母校——海南省经济技术学校。
在那里，她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掌握了扎实的技能，后来还找到了如意的工作，以一己之力拔掉了缠绕家庭数十年的“穷根”。这座小

楼，就是她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最好回报。
在海南的职业院校里，朱晓莹这样的励志故事不胜枚举。近几年，我省不断突出教育扶贫的“造血”功能，创造基本条件帮扶贫困家庭

子女完成学业、学会技能和就业创业，带动贫困人口的素质提升，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助推贫困地区整体脱贫。
职业教育无疑为此提供了一片沃土。

在省教育厅的带动下，各个职业
院校也根据自身特点，设计了别具特
色的办学模式——

海口旅游职业学校率先创建了
“三段式”培养模式，即“一年在农村
职业学校学习，一年在城市职业学
校学习，一年在企业顶岗实习”，帮
助学生顺利实现从学生到员工的身

份转变；海南省农林科技学校为每
个学生明确定位，鼓励学生依靠技
能大胆创业。该校学生崔经信毕业
后培育出了陆白二元母系品种肉
猪，年出栏1200头仔猪供给周边养
殖户饲养，带领大家走上了致富道
路……

海南省农业学校、海南省民族技

工学校等还将教学对象从适龄学生
延伸到农民群体，送教上门培养农村
基层党组织和农民致富“双带头人”，
提升村委会干部组织管理能力，辐射
带动周边贫困户脱贫致富。

更令职校学生兴奋的是，入学
后，学校对他们进行了多次励志教
育、感恩教育，告诉他们：职业院校绝

不是贫困学子求学路上的终点。近
年来，我省实施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及
招生试点项目，试行中高职“3+2”连
读等7个改革项目，推动中职、高职、
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有效衔接，同
时，加快推进高等职业教育分类招生
考试改革，建立健全符合技术技能人
才成长规律的选拔机制。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实习生 卢进梅

授人以鱼更要授人以渔

职教扶贫范围不断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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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教育改革与发展
研究院揭牌成立

本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曾丽芹）日前，
海南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在海南师范大学揭
牌成立。

记者了解到，该研究院是省教育厅与海南师
范大学共建的省级教育智库，挂靠海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研究院。该研究院将密切跟踪国际国内
教育发展的大趋势，加强与省内外著名大学与教
育科学机构的合作，依据我省教育改革发展需要
开展重大教育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为省委、省政
府教育改革提供决策咨询服务。

海口市第二十六小学班主任黄
敏（化名）说，现在入户家访的比例越
来越少。首先是随着通讯的发展，老
师、家长已经能做到实时沟通。另外
就是大家的隐私观念越来越强，并不
是所有的家长都欢迎老师来家里家
访。“我曾经提出去家访，但是被家长

委婉拒绝。也有家长提出不要到家
里，直接去茶社、咖啡厅聊天。”黄敏
说，而且现在老师课业压力较大，通常
一个班有50多个学生，每天备课、改作
业已花费很多精力。

相比之下，一些村、镇学校老师
多采取家访的方式。临高县博厚镇马

袅中心小学三年级班主任黄超云告诉
记者，他现在所教的班上一共有26个
学生，但因为不少家长不会使用微信，
只有一半的家长在微信群中。

“农村留守儿童多，有的学生平
时是爷爷奶奶照顾，家长不用微信，
电话也经常不接。孩子在学校的表

现他们一概不知，遇到这种情况就必
须到家家访。”黄超云说，今年班上有
个学生上课经常睡觉，每天作业也不
完成，后来去家里了解情况才知道，
学生每天放学就跑到小卖部看人打
牌，玩到很晚才回家，家访后对症下
药情况才得到好转。

手风琴“小王子”的音乐路
■ 本报记者 卫小林

2017年8月，在莫斯科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
举办的第三届勃兰登堡国际音乐比赛全球总决赛
中，海南华侨中学高一学生部晓阳夺得手风琴比
赛全球亚军。而在此之前的2016年7月，部晓阳
已在第15届中德柏林青少年艺术节手风琴比赛
上斩获全球冠军，书写了一个15岁海南少年的奇
妙音乐履历。

在读小学和初中阶段，部晓阳早已以帅气的
手风琴演奏活跃在校园文艺舞台上，多次获奖，并
在初中时被同学们称为手风琴“小王子”，但部晓
阳最感自豪的，还是在德国和俄罗斯获得的两项
国际手风琴比赛大奖。

2016年7月，部晓阳通过选拔，被海南省教
育厅选中，成为当年第15届中德柏林青少年艺术
节海南代表团唯一的手风琴选手，随中国代表团
赴柏林参加比赛与巡演。

艺术节有10个德国团队和13个中国团队，
共800多名中德青少年参加，举办了6场中德团
体交流演出；3项音乐比赛，包括钢琴、手风琴和
合唱；另外还上了4堂大师课，包括钢琴大师课、
手风琴大师课、合唱大师课和舞蹈大师课。

手风琴比赛学员最多，德国流行这门乐器不
说，仅中国去的手风琴选手就多达两百余名，其中
上海爱乐手风琴乐团就有114人参赛，“说老实
话，我当时心里也挺紧张，没见过这么大的场面
嘛，手心老是出汗！”部晓阳说，“但上台参赛的时
候，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只想着把自己平时学到
的演奏技法很好发挥出来就行了。结果出人意料
——我得了冠军。”

部晓阳夺冠后，当即被德国手风琴协会会长
沃尔夫岗授予全德手风琴协会荣誉会员徽章，德
国特罗辛根国立音乐学院两位手风琴教授为部
晓阳颁奖，部晓阳领奖的大幅照片也刊登在了当
年8月 5日出版的专业杂志《国际手风琴》上。
此外，部晓阳还以此战绩获得了2018年在奥地
利首都维也纳举行的世界手风琴大赛全球总决
赛入场券。

正是在德国收获的这项大奖，为部晓阳带来
了更多“好运”：2016年11月开幕的海南国际旅
游岛欢乐节要举办欧洲五国艺术家专场音乐会，
欧洲主办方事前直接向部晓阳发出邀请，希望他
参加在海口举办的这场演出，部晓阳当然欣喜参
演。也正是在这场音乐会的演出现场，因为部晓
阳的中国面孔在舞台上特别“显眼”，因而被第
三届勃兰登堡国际音乐比赛海南赛区组委会负
责人刘旻发现，当即邀请他参加海南赛区的选
拔。结果，部晓阳以海南赛区手风琴选拔第一名
的佳绩，冲进了2017年8月在莫斯科举办的第三
届勃兰登堡国际音乐比赛全球总决赛，并且最终
斩获了全球亚军。

移动互联网时代——

有了微信群还要家访吗？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一个班一个微信群，一看到老师发的信息就立刻回复，天天下班看老师发的要求，这已成为不少家长的真实写照。
学生在校的学习成长离不开家长的参与，家长、老师的沟通不仅是学校教育的延伸，也是教育的一种补充。然而，随着通讯的发

展，利用电话、短信、QQ、微信已成为老师和家长日常最重要的沟通方式，传统的进家门式的家访则越来越少。
互联网时代的家访，有了“在线聊”，“进家门”还有必要吗？

发通知、布置作业、反映学生在
校表现情况……过去需要老师逐条
发送的信息，现在通过在群里发布，
所有家长立马知道，自然受到欢迎。
微信群的实时沟通虽然拉近了距离，
但也增加了矛盾，这也是不少老师、
家长的体会。

家住海口的廖先生讲述了自己

的亲身经历。廖先生的儿子今年上五
年级，有一天他发现儿子回家后满脸
是伤，询问得知是被班里一个男生打
了。廖先生和妻子当时非常气愤，直
接把儿子受伤的图片发到班级微信群
中。图片发出后，得到班里很多家长
附和，很多家长都说自己的孩子也被
这个男生打过。最后廖先生一个人的

抱怨发酵为所有家长的义愤填膺。
采访中，很多老师认为，廖先生

的这种行为是欠考虑的，容易引起老
师反感。老师们认为，班级微信群其
实是一个公共场所，家长应该注意自
己的言论。在老师并不了解情况的
前提下，家长就将图片发到群里，引
起其他家长附和，这是给老师施加压

力，逼着老师解决问题。“建议家长
遇到这样的情况，还是先私下和老师
交流，如果家长认为老师没有处理
好，再采取其他做法。”黄敏说。

廖先生说，自从经历打人事件
后，他和老师交流变得诚惶诚恐，发
信息前都要深思熟虑一番，生怕得罪
了老师。

互联网时代，传统家访到底有没
有必要？在微信群中，家长和老师到
底应该怎么沟通？多年被评为优秀
班主任的彭老师给记者分享了她的
心得。

已经走向管理岗位的彭老师曾
经有多年当小学班主任的经历，她不
仅教出了很多优秀的学生，也和很多
家长成为了好朋友。

彭老师表示，即使是在互联网时
代，传统进门式家访仍不能被微信取
代。“特别是对于小学生而言，老师的形
象是很高大的。如果一个平时50人

‘共享’的老师，能被学生‘独享’一阵
子，这对于学生来说是莫大的鼓励。”

“如果现在有班主任，在课业压
力如此大的情况下，仍能对有需求的
家庭进行家访，我认为是师德的一种

体现。”彭老师说，她每次开家长会的
时候，都会说如果有家长欢迎她去家
访的，可以发短信给她。“通常经济条
件特别好或者特别差的家庭不愿意
老师去家里，家访也要在家长需要和
欢迎的前提下。”

彭老师也表示，无论是面对面的
交流还是微信群中的交流，老师、家
长都要充分信任，有同理心，这样才

能成为帮助孩子成长的“战友”，而不
是“敌人”。“班级微信群是一个信息
交流的地方，家长不要把它当成解决
问题的场所，解决问题最好还是私下
沟通或者面对面交流。换位思考一
下，如果时不时有家长在微信群中指
责老师，老师肯定会有情绪。另外，
老师也要注意家长的感受，微信群要
以表扬为主。”彭老师说。

“进家门”家访城乡差别大

“在线聊”易引发沟通不畅

交流双方要有同理心

⬅省旅游学校学生进行倒酒操作训练。
本组照片均由本报记者 张茂 摄

部晓阳在演奏手风琴。
达人名片
姓名：部晓阳
就读学校：海南华侨中学

⬆海口市旅游职业学校学生在上高尔夫球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