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 彬

每个人的一生都会有许多转折点，而

最让我刻骨铭心的两个转折点，一次是父

亲的发火，一次是选择就读宁波市镇海区

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回忆拉到3年前。“左边防御塔还有两

个敌人，干掉他们，我们去敌方基地塔会

合！”游戏正玩得起劲，突然，蒙在头上的被

子被掀了起来，父亲狠狠地盯着我：“都快

中考了，你还有心思玩？”说着，他将我的手

机狠狠摔在地上。伴随着清脆的破碎声，

我的心也跌到了谷底。推开父亲，拉开门，

我一头扎进夜色里。

走在初冬的街上，冷风吹来，我打了个

寒噤，泪水夺眶而出。我的路在何方？我

该怎么办？我也想成为你们口中“别人家

的孩子”，可是对着一堆枯燥的物理公式、

数学公式，我真的提不起兴趣。你们有真

正了解过我的内心吗？

一个将就的中考分数和一次稀里糊涂

的专业报名，就这样，我进入了镇海职教中

心学前教育专业。我是周彬，那时，我发现

自己身上没有丝毫可取之处。

“讲故事要投入情感，你连自己都感

动不了，又怎么能让小朋友喜欢呢？”第一

节口语课上，我就吃了当头一棒。老师的

话让我一时找不着方向：学前教育真的是

我喜欢的吗？我以后真的要跟小朋友打

交道吗？

坐在钢琴前，看着眼前黑白交错的琴

键，我更困惑了。对我而言，一切都是零基

础。更让我无法忍受的是，周围人得知我

一个大男生学习学前教育专业，都投来了

异样的眼光。那段时间，我再次陷入迷茫。

改变，从一次观摩见习开始。

“老师，您的故事讲得真好听，以后您

还会来吗？”望着一双双渴望的眼睛，我的

内心泛起了波澜，我舍不得这些孩子。赴

幼儿园短短一周的见习结束了，但我却从

中找到了职业的价值感。谁不曾是个孩

子，谁又不期待在初入校园时碰到好的老

师？而一个好的幼儿园老师不仅要有娴熟

的理论知识，还要有十八般武艺傍身。

我下定决心要让自己成为这样的幼儿

园教师。为了让自己的普通话“字正腔

圆”，在放学回家的公交车上，我的耳机里

响起了普通话测试录音；为了让自己的表

情会说话，我每天对着镜子学习表情管理；

深知自己钢琴基本功薄弱，我每天坚持在

琴房加练一小时……

一切照旧，一切又仿佛在悄悄发生着

变化。“儿子，你的手机呢？”一天放学后，大

雨骤降。当母亲找到正在冒雨排队等公交

车的我时，我才意识到忘了带手机。曾经

沉迷手游的我居然一周都没有用手机。那

一刻，我想到父亲一年前生气的面孔，竟暗

暗地升起一股自豪之情。晚上，母亲破天

荒地发了一条朋友圈：“以前，我只关注孩

子的学习成绩，但现在我的想法改变了，只

要孩子找到方向，走到哪都不会差！”

在镇海职教中心的第一年，我重新找

回了自己。

高二那年，我加入了学校的中国舞社

团。“你要记住，舞蹈不仅仅是跳给别人看

的，更是对自己的一种认可。”教师徐雪群

一边帮我按摩因拉伸而瘀青的大腿，一边

鼓励我。然而，初进社团的我却像泄了气

的皮球：一个走路内八字、舞蹈零基础的

人，还能“草鸡变凤凰”么？徐雪群老师没

有放弃我，相反还在训练中“变本加厉”，手

把手地指导我。

3个月后，在宁波石化经济技术开发区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文艺汇演上，我们学

校推送的舞蹈《建设者》闪亮登场。在音乐

声中、聚光灯下，我瞬间融入情境。舞曲终

了，观众起身鼓掌。当观众得知我们是职

校的学生时，更是赞叹不已。那一刻，我才

真正体会到徐雪群老师那些话的内涵——

所有成长中付出的努力，都将为自我价值

增辉。

那之后，我变得更自信了。“鸿雁，天空

上，对对排成行；江水长，秋草黄，草原上琴

声忧伤。”伴随着雄浑的乐曲，我在聚光灯

下翻滚、跳跃。音乐声落，掌声雷动。我的

独舞《鸿雁》技压群雄，获得中国风专场舞

蹈比赛第一名。那天，距我进入中国舞社

团刚好半年。

50多个社团，每月的固定主题活动，学

校提供无数的平台和机会，让每个学生都

有出彩的机会；成长导师、微心愿、百名教

师访千家，老师们默默帮扶、全力挖掘，让

每个学生都能找到方向……在镇海职教中

心，我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幸福感。

钢琴八级、市音体美比赛一等奖、学校

技能节幼儿创编故事一等奖、学校文化艺

术节舞蹈比赛一等奖……在这里，我这只

“草鸡”真的变成了“凤凰”。

“一片蓝色的海，一双双前倾的手，一

句句饱含深情的别语，都化成我的心碎。”

在镇海区庆祝第35个教师节大会上，我领

舞的《大山支教》让许多人的眼眶湿润了。

饰演支教教师的角色，让我更深入地体会

到教师的付出和高尚，也更增强了从事这

个职业的信心和力量。

“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

我是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学生，曾经沉

迷游戏，曾经彷徨迷惘，如今坐在高三的教

室里，我镇定自若、充满希望。因为我知

道，在这个学校里，有这样一群老师，我的

象牙塔梦终会实现。

近日，东阳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木雕艺术专业的毕业生作
品展在中国木雕城展出。40名学生创作的150余幅作品涵盖
了木雕、剪纸、国画等艺术门类。据悉，这是该校木雕专业学生
首次在校外办展，以此接受市场的检验。图为木雕大师在现场
点评学生作品。 （本报通讯员 张锦花 摄）

学生毕业展校外学生毕业展校外““首秀首秀””

慈溪中职学校
举办首届劳动技能比赛

本报讯（通讯员 俞士强 黄百央）
将各种垃圾分门别类准确投入垃圾

箱、把 5 种绿植精心搭配组合成意趣

横生的盆栽……近日，2019年慈溪市

中等职业学校技能（才艺）大赛劳动

技能比赛在慈溪职业高级中学举行，

慈溪职高、宁波行知中等职业学校等

5所学校参加此次活动。这是慈溪首

次在全市中等职业学校开展劳动技

能竞赛。

比赛现场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

瓜果皮、碎玻璃、茶叶渣、锂电池等日常

生活废弃物品杂乱地堆在桌上，桌旁整

齐地摆放着标识有“有害垃圾”“可回收

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的四类垃

圾箱。随着“开始”的指令一响，选手们

迅速动手整理和归置垃圾。要在两分钟

内完成任务，选手们分类时必须做到既

快速又准确。

据悉，此次活动还突出了创意和审

美两大要求。废弃的垃圾如何实现资源

再利用，绿植如何搭配才更有美感和情

趣？这些都要考验学生的创造力和审美

水平。活动相关负责人表示，比赛旨在

弘扬劳动精神、培育劳动兴趣、锻炼劳动

技能，引领和促进中等职业学校创新劳

动教育开展方式，以劳育美，以劳创新，

让学生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积极的劳

动态度。

绍兴财经旅游学校：
“企业课堂”学真技

本报讯（通讯员 林 慧）近日，绍兴

财经旅游学校在与企业合作过程中，接

到一份婚车装饰订单，一堂基于真实订

单的“企业课堂”由此展开。

园林专业教师指导学生设计婚车装

饰方案；绍兴玫瑰花苑老板林春富指导

学生利用红玫瑰、粉玫瑰等主要花材和

尤加利、小米谷、山里红等配叶完成婚车

车头的装饰布置；语文教师韩华莉指导

学生进行作品的创意表达及阐述婚车装

饰的主题和寓意。

据悉，这次的“企业课堂”是一次全

新的教学尝试，通过课前小组合作完成

婚车车头装饰方案、课中实践操作、对接

客户阐述婚车装饰寓意等环节，调动了

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学生们基于真实的

项目，在专业教师、语文教师和企业师傅

“三师”的共同指导下，真切感受到专业

技能学习的重要性。

□张小云

2019年11月至12月，义乌市教育研

修院的80多名研训管理者又迎来了一年

一度的管理能力提升专题培训。各部门

兵分七路，分别前往杭州、宁波、绍兴、温

州、无锡等先进地区，同当地教育局、教师

培训机构的同行进行交流座谈，并走进部

分优质学校参观考察。3天行程满满的

异地研修，不仅开阔了视野，也吸收了先

进地区的许多优秀管理理念和经验，为义

乌市今后的研训和教学管理工作注入了

新活力。

义乌市教育研修院承担着全市1.4

万名教师的培训任务，每年研发并实施

的培训项目近450个。参训人数多、质

量要求高，如何做好项目管理，考验着各

位培训者的项目方案设计能力、教科研

水平和培训管理能力。作为一家研训一

体的省级示范性培训机构，近年来，义乌

市教育研修院始终将培训者能力提升放

在重要位置，不断探索提升培训者综合

素质和项目管理水平的路径，希望通过

打造一支理念先进、业务精湛的研训管

理者队伍，为义乌市教师的可持续发展

提供支持与保障。

分层分段，满足岗位实际需求
研修院共有培训者80余名，分散在

教研部、培训部、科研部和技术保障部4

个部门，承担着不同领域的培训管理任

务。近几年，研修院每年都会组织教研员

开展至少一次的异地研修。考虑到不同

学段、不同部门教研员的工作需求，2019

年的培训根据各部门参训者的工作重点，

分层设计了路线、形式和内容，精准定位

不同部门研训人员的需求，力求真正学有

所获。

为使教研部及时了解教育教学改革

发展中的最新动态和成果，学习省内一些

中小学课程改革的实践成效，教研部按小

学部、初中部、高中部3个组分别派往绍

兴、温州等地研修学习。

小学部考察了绍兴市柯桥区安昌中

心小学等3所小学，对这一学段的教研

工作进行了交流研讨，并与柯桥教师发

展中心的老师进行了座谈。初中部到绍

兴市柯桥区实验中学等3所中学参观访

问，通过观摩天天智慧课堂等课例，针对

教师专业成长、集体备课、教学改革分层

走班经验等问题进行了探讨。高中部在

温州市龙湾中学、乐清中学等学校进行

了教学考察，并同温州市教师教育院同

仁共同讨论了“中学教学变化与优化”等

问题。

大家通过交流教学改革的经验，对如

何破解课程改革中遇到的难题有了新思

路。培训结束后，高中部还以7000多字

考察报告的形式分享了温州教育的成功

经验，同时也提出了“义乌普高教育工作

者如何提高实践能力”的新思考。

培训部的工作重点是做好对先进培

训经验的引入与本土化吸收，在教师培训

方面拥有丰富经验的杭州、宁波两地，大

家通过同当地教师研训机构的对话交流，

学习了先进经验，共同探讨了教师专业成

长方面的困境及破解办法。

教育科研部立足于教师教育课题的

落地实践、技术保障，此次培训特别安排

了科研部全体成员参加“2019年长三角

城市群教育科研无锡论坛”。通过聆听主

题报告、参与分论坛等活动，教研员们收

获了高品质教育的新经验。

教育技术部门和职教部、幼教组的教

研员赴台州玉环、温州洞头两地，考察并

学习了教育信息化、教学改革的专业技

能。作为支持和保障的办公室、后勤人员

赴余姚市教师进修学校、余姚市梦麟中学

等，学习创新管理思路和方法，为开创后

勤管理新局面做好准备。

参与式研修，注重实践能力培养
义乌市教育研修院培训者团队整体

素质高，汇聚了一批能引领学科队伍发展

的各学科带头人，但是对于“如何精准施

训”还不够专业。一直以来存在着培训内

容把握不到位，培训方式老套单一等问

题。为此，研修院不断探索提升培训者实

践和应用能力的办法。借助本次培训，组

织方又一次将培训者的“参与度”放在重

要位置，选择一些能够激发培训者自主性

与参与性的内容和方式，最大限度尊重他

们的经验与智慧，而不局限于专家讲、参

训者听。

培训的各个环节都设置有独立的主

题，每段考察都留出了充裕的时间让培训

者进行充分讨论。在杭州市西湖区教育

发展研究院，针对“如何完善教师培训制

度”，双方进行了热烈的研讨，大家畅所欲

言，收获满满。“教师业务考核如何更合理

有效？校本研修工作有哪些激励性的方

案？研训管理主抓哪些方面？”针对这些

非常实际又棘手的问题，培训者与杭州市

余杭区教育学院的领导进行了深度对

话。甚至在赶赴目的地的旅途中，大家也

在不断分享自己的研训经验和考察感受，

体验着参与式研修的魅力。

近年来，义乌市教育研修院提出并践

行“兴学习与研究之风，行指导与示范之

实，示合作与创新之范”的学院文化，希望

通过涵育培训、研训文化，让研训者在良

好的导向和示范下成长。同时，参与式研

训的理念也一直贯穿其中——倡导教研

员上下水课，通过“先学先研、同教同研、

同台竞技”等形式做好引领示范，带动教

师成长；推行每周一训，通过全员专题培

训、分部门研训、承担讲座、业务交流等形

式开展有效的培训。

为调动大家的工作主动性与积极性，

研修院还编撰推出展示研修院各线研训

工作情况的“研训动态”。各部门人人参

与，大家在“动态”中晒工作，晒总结，互学

互进，共享智慧。研修院每年还定期举办

学术交流活动和读书交流活动，不断推动

教师专业素养和综合素质的提升。

固强补弱，助推教育信息化水平提升
一直以来，教育技术保障部以引领和

促进义乌市教育信息化发展为目标，大力

推进教育信息化，全面发展教育现代化。

面对“互联网+”、人工智能带给教育的变

革，教师的教育理念和能力能否紧跟技术

发展，成为未来最大的挑战。目前义乌市

教育信息化存在哪些问题？如何促进信

息技术与学科教学的深度融合？教育技

术保障部带着这些的问题，将专题研修安

排在了温州、台州等教育信息化成果突出

的地区。

在玉环城关第一初级中学，保障部的

成员们观摩了信息化课堂，听取了校园信

息化建设专题报告，并同教育技术中心的

有关负责人进行了深度交流。在温州市

洞头区教育装备与信息化管理中心，大家

通过微报告、交流研讨等形式，学习同行

的先进经验，不断优化引领教育信息化和

教学改革的专业技能，提高教育教学管理

指导能力和水平。研修结束之后，技术保

障部还针对义乌的教育信息化发展路径，

提出了“加强领导，统筹推进；增加投入，

经费保障；重点配备，树立标杆；深化应

用，融合创新”等观点，希望加快义乌市区

域教育数据平台，整合各类应用，促进其

与物联网、大数据协同作用，推进教育管

理减负增效。

针对院内教师年龄偏大、信息应用

技术能力较差、培训管理能力欠强等问

题，近年来，义乌市教育研修院先后组织

55名中、小、幼等各学段教研员赴华东师

范大学，分别开展了为期一周的培训者

管理能力提升专题培训和信息技术应用

能力提升培训，帮助他们紧跟瞬息万变

的时代，在研训中不断植入教育信息化

理念，提升培训管理能力，促进信息技术

与学科教学的深度融合，全面提高教育

教学质量。

义乌市教育研修院是一所融教研、培

训、科研、技术保障为一体的教学业务管

理机构。面对义乌市教师人数多，非在编

教师多、层次多、类别多，培训需求不一，

学校要求不同的实际情况，研修院整合内

部各部门、名师名校长等资源，分层分类

协同研发培训项目，同时，着力在“做密管

理制度，做真培训实施，做实集群辐射”上

下功夫，营造“多功能、大服务”的教师教

育新环境，拓展“专题化、互动型”的教师

教育全梯队，建设“多维度、广渠道”的教

师教育大资源，积极探索教师教育治理之

“义乌路径”，为不同层次教师创造最合适

的培训平台，为不同发展水平学校提供最

优质的培训服务。

内淬外炼强队伍 己立立人助提升
——义乌市教育研修院教师研训管理者专题培训侧记

终于，我活成了想要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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