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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孟向东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娟

9月 8日下午5点，阳光透过
窗户洒进教室，低年级的孩子们
已经放学回家。在南阳市卧龙区
安皋镇第三中心小学二年级的教
室里，年轻的女教师刘梦云正跟 7
岁的萱萱并肩坐在课桌前。

“写字不要慌，一定要写得横平
竖直！”“这个字的笔画不对，擦掉重
新写。”刘梦云认真地辅导着萱萱，“孩
子刚进入二年级，开学这几天我发现
她不能按时完成作业，所以让她留下来
单独辅导。”

刘梦云 2016 年来到这所位于安皋
镇余庄村的偏远小学。“按照咱区的规
定，所有新进老师都要在农村学校任教三
年。三年后进行综合考评，确定回城老师
名单。”安皋镇中心学校校长王邦祥告诉记
者。2019年，刘梦云在农村小学任教满三
年，综合考评位居全镇第二名，符合回城要
求，被南阳市区一所学校录用。

在离开学校的前一天，刘梦云趴在办
公桌上啜泣。三年前，她离开城市里的父
母来到农村，如今已深深爱上了这群可爱
的孩子。农村没有补习班和托教班，有时
候，家长会交代一句：“我们娃语文不好，你

多费点心。”刘梦云便会找时间给孩子辅
导，朴实的乡亲无以表达谢意，常让孩子把
家里种的一把蔬菜或者几枚新鲜鸡蛋带给
老师。虽然东西往往又被孩子带回了家，
但这却让刘梦云格外感动。

安皋镇第三中心小学校长王杨虽然舍
不得这位优秀教师离开，但还是劝道：“回
城里去吧，这样对你个人发展有好处，也能
照顾父母！”在众人劝说下，刘梦云收拾行
李回到南阳，然而就在开学后第三天，她又
带着行李出现在校园。她终究舍不得这里
的孩子们。

2020年 8月，一年一度的卧龙区“评选
优秀教师回城”工作又开始了，王杨在学校
传达了中心校会议精神：全镇从2017年参
加工作的 35名教师中评选出 10名优秀教
师回城区学校工作，机会只有一次。该校
顾雨、王迟、孟庆品 3名教师三年来成绩都
非常优秀，仅教学成绩一项就可以入围。
然而当天，王杨却收到了三条信息：“校长，
我自愿放弃推优，不参加评选。”“校长，我
自愿放弃，谢谢了。”“校长，我选择放弃，不
再考虑。”王杨的眼眶湿润了。

“我们放不下这里对知识充满着渴望
的孩子们；放不下父母外出务工的留守儿
童；放不下家庭生活困难的孩子们……农
村学校更需要我们！”三位老师说，她们愿
意把青春奉献在这里。③9

本报讯（记者 孟向东 刁良梓 通讯
员 杜福建）9月 9日，桐柏县庆祝教师节大
会上，一枚特制的“大钥匙”让今年的教师
节格外“拉风”。

县教体局党组书记王诗东从县长手
中接过“大钥匙”，“县里把 300 套住房整
体交给县教体局，按照已经敲定的分房方
案，我们将这些房子优先分配给偏远乡村
学校、尚无住房、生活困难的一线教师。”
王诗东说。

为切实解决农村教师住房问题，让农
村教师安心从教，2019年 9月，桐柏县启动
了农村教师住房建设项目，为农村教师建
设周转房 2077套，分 3期建设。首批 300
套房目前已符合交付条件，每套房面积在
90平方米到120平方米。

桐柏县教体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农村教师住房由政府代建，配套等费用由
政府出资，节省了不少费用，“教师住房每
平方米均价比周边优惠1200多元，一套房
就能为老师节省十余万元。”

一位在农村坚守十几年的教师高兴地
说：“这不单单是一套房，它温暖的是广大
教师的心，增强的是职业幸福感，我们一定
会加倍努力，为振兴老区教育作贡献。”

据了解，为给广大教师提供优越教学
环境，桐柏县还大幅度提高乡村教师补贴、
城市教师生活补贴、班主任补贴和优秀教
师奖励标准，持续改善教师待遇，吸引外地
人才来桐柏执教。据统计，仅今年以来，全
县就新增教师 542名，教师的年龄结构和
学科结构持续得到优化。③5

本报讯（记者 周晓荷 史晓琪）9月 10
日上午，我省庆祝第三十六个教师节“出彩
河南人”2020最美教师发布仪式在省人民
会堂举行。11位优秀教师荣获“出彩河南
人”2020最美教师称号，3位远程辅导武汉
学生的优秀班主任被授予“出彩河南人”
2020最美教师特别奖。

获得“出彩河南人”2020最美教师称号
的分别是：濮阳市第五中学教师王红玉，济
源第一中学教师王晓琳，洛阳科技职业学院
教师麦陆南，郑州市第七高级中学教师何小
龙，河南工业大学教师尚宇红，南阳市宛城
区溧河乡第二初级中学教师胡金吾，河南省
实验小学教师贾福霞，河南大学教师黄志
昂、李霞夫妇，周口市淮阳中学教师彭群浩，
商丘市虞城县稍岗镇冯庄小学教师童长窝。

安阳市第六十三中学教师乔朝霞、新乡
市第一中学教师王三朝、开封市金明中学教
师王南在疫情形势严峻期间，义务远程辅导

感染新冠肺炎的武汉初三女
生欣欣的学习，他们作为“远
程辅导武汉学生的优秀班主
任团队”被授予“出彩河南人”
2020最美教师特别奖。

在抗疫过程中，我省中小学
涌现出一批优秀教师，把课堂从
线下搬到线上。据统计，全省共
有 1300余名教师录制 3544节新
课，总时长达1800小时，保障了全
省 1800 多万中小学生停课不停
学。发布仪式还对全省参与“名校
同步课堂”录制的教师团队给予特别
致敬。

“出彩河南人”2020 最美教师宣
传推介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委高校
工委、省教育厅、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河
南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已连续举办 6
届。③5

□本报记者 周晓荷

“欣欣，第一次离开家这么久，你得照顾
好自己，军训期间多饮食、多喝水。”

“乔妈妈，您说的我都知道，您就放心
吧！”

9月4日是武汉女孩欣欣开学军训的日
子。前一天，她拨通了河南老师乔朝霞的电
话。面对手机那头细碎的叮咛，欣欣脱口而
出的一声“妈妈”，让乔朝霞激动不已。

这是一段特别的师生缘。
今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肆虐荆楚大

地，武汉市第四十九初中初三女生欣欣因感
染新冠肺炎，进入武汉市青山区方舱医院治
疗，同时隔离治疗的还有她的父母和哥哥。

虽然身染疾病，又牵挂着家人，但欣欣仍
坚持备考：每晚10点半方舱医院关灯了，她
便在床头小台灯下埋头学习。这样的情景感
动了在方舱医院工作的河南医疗队队员，当
得知欣欣学习面临着困难时，他们向河南省
教育厅求助：能不能帮帮这个勤奋的孩子。

在省教育厅的号召下，众多省名班主任
工作室主持人行动起来。安阳市第六十三
中学的乔朝霞、新乡市第一中学的王三朝、
开封市金明中学的王南分别是语文、数学、
英语老师，教学经验丰富，三人一拍即合，一
个远程辅导武汉学生的优秀班主任团队迅
速建立起来。

从 2月 27日入方舱医院治疗到 3月 4
日治愈后搬进隔离点、从3月18日隔离观察
结束到5月 20日返校复课……这支来自中
原大地的班主任队伍“一路相随”。他们专
门设计了课程，制作了100多个专属课件、
心理减压视频、每日复习计划、笔记等，帮助
欣欣备战中考。

乔朝霞今年带初三毕业班，她让班里学
生和欣欣结成“学习联盟”，分享学霸笔记、
加油视频……这位武汉姑娘成了乔朝霞班
中的一员。

同样带毕业班，还要负责年级事务的王
三朝，为欣欣时刻准备着，那边一发来问题，
这边就立即细致讲授。

王南则把英语课各单元的对话、重点句
子和课文，以一句英语一句译文的形式录制
好视频，方便欣欣随时听随时记。

几个月时间，三位老师将爱无私地献给
这位陌生的女孩，用实际行动在中原大地守
望着荆楚大地。

欣欣成绩提高了，心情更开朗了，师生
情谊越来越深厚。

“我虽不是你们学校的学生，但你们给
我的爱却比给自己的学生还多。”5月20日，
欣欣返校复课当天，她穿上了许久未穿的校
服，摆出了“心”的造型，向河南老师们深情
告白。

现在，欣欣已被当地一所高中学校录
取，目前正在军训。虽然一段非常时期的线
上辅导已经结束，但这段跨越两省的师生情
缘仍在延续。③6

“农村学校更需要我们”

桐柏县首批300套农村教师周转房交付

“一把钥匙”蹿红教师节

2020“最美教师”揭晓
14位优秀教师上榜

最美“天团”为荆楚女孩隔空授课
——记远程辅导武汉学生的优秀班主任团队

□王绿扬

如何把一所民办高校打造成高技
术领域原始创新平台？如何解决经济
社会发展的科技问题，实现技术转移和
成果转化？如何破除校企合作“坚
冰”……这些问题是黄河科技学院这所
应用技术大学转型发展的原始驱动力
之一。

创新引领、产教融合、校地校企合
作……确定了这样的理念，从科研定位
到合作机制，从平台搭建再到成果转
化，黄河科技学院重新系统谋划学校教
学科研框架，探索出了一条产教融合创
新发展的新路径。

应用优先 科研走下“神坛”

深化产教融合，是推动教育优先发
展、人才引领发展、产业创新发展、经济
高质量发展相互贯通、相互协同、相互
促进的战略性举措。

以问题为发端，面向企业、社会需
求；以应用为导向，服务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这样的定位与理念在黄河科技学

院早已深入人心。
洛阳一家兽药有限公司是我省一

家大型兽药企业，过去习惯舍近求远与
上海、北京等地的科研院所合作进行研
发攻关，如今却在“家门口”尝到了甜
头。

“两年前，我们开始承接公司研究
部门的一些项目。随着对我们的研发
能力认可，企业逐渐将兽药的分析、分
离和提纯项目都转移到这里。”学校纳
米功能材料研究所副所长郭建介绍，如
今，研究所的纳米金产品服务于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等全国相关
领域的高校科研院所；研究所孵化的医
药公司先后为国内外20余家药物研发
企业提供分子的设计、合成、分析、分离
等服务。

在黄河科技学院，做科研再不是
“关起门来做学问”，再不是论文累牍、
纸上谈兵。

围绕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文化创
意、智慧农业等主导产业和战略型新兴
产业，学校全方位推进科技成果转化与
产业化，推进高新技术企业和战略性新

兴产业培育。学校16个研发中心全部
实现技术产业化，孵化了河南晟翔医药
有限公司、美国升阳医药公司、河南奥
孚森高分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等一批
高新技术企业。

人才强校
打造“双师双能型”师资队伍

教育与实际脱节，人才培养难以
匹配企业需求，一直是摆在地方高校
面前的难题。而“双师型”教师队伍建
设，则是破解产教融合困局的关键所
在。

在黄河科技学院，许多老师都有
着“双重身份”：他们既是教师，也是工
程师、律师、会计师……学校坚持外引
内培，致力于打造一支“双师双能型”
教师队伍，确保产教融合顺利推进。

外部“引进来”做“增量”。学校打
破教师和技师的界限，积极引进柳冠
中、何晓佑、张福昌等近百位艺术设计
大师、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成立名
师工作室，通过工厂式院校、院校式工
厂有机融合。目前，学校聘请企业优

秀专业技术和管理人才 89人担任行
业导师。

对内盘活现有的“存量”。每年学
校都会选送专任教师到复旦大学、汉威
电子科技等高校和企业进行实践锻炼
和挂职，了解行业发展最新动态。每名
教师的年终考核和职称评定，实践经历
都是重头戏；想要当选专业带头人和骨
干教师，“双师双能”成了必要条件。目
前，学校专任教师中“双师双能型”教师
812人，占教师总人数的53.95%。

同时，学校还拥有中国工程院院
士、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教
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国家级教学成
果奖获得者、国家和省级教学名师等
荣誉的教师160余人。

搭建平台 校地校企协同创新

在黄河科技学院工学部，每天都有
学生在完成基础课程之后，来到学校创
客工厂的实训车间，通过电脑设计、仿
真模拟、数控操作来制作钢压阀门和轴
心。这是学校与河南西工机电设备有
限公司合作开发的数控实验室项目。

公司驻黄河科技学院教育培训经
理薛海波介绍，目前公司已经将部分研
发功能转移到了校内，让企业员工与教
师、学生共同进行实训教学、科研创新
攻关、产品加工工艺改进，实现校企无
缝对接。

培养与社会、与企业“零距离”接触
的毕业生，是黄河科技学院多年来践行
的人才培养方式。实践中，学校坚持以
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企业需求侧相统一
为目的，持续深化产教融合，不断加强
校地、校企、校校、校所合作。

校地合作，提供协同创新发展动
力。与二七区政府在校内共建中小微
企业服务中心，有关部门每周集中办
公，提供工商、税务等一站式服务；与郑
州市知识产权局联合设立服务站，为创
新创业项目和企业提供知识产权服务；
市、区人社部门协助发布大学生创业项
目招募，为入园项目提供创业咨询、项
目推介、社会保障等服务。

校企合作，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

引进一批高层次人才和科研团队，与企
业共建研发中心，联合开展技术攻关和
人才培养；与华为公司、中关村软件园、
黎明重工等企业和园区合力打造高品
质产业基地；积极引企入校，共同推进
文化共建、人才共育、项目共研，拓展育
人的广度和深度。

链接资源，搭建高层次科技平台。
整合国际国内知名高校、企业和科研院
所资源，河南省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研
发基地、重点实验室、国际联合实验室
等50余个高层次科技平台纷纷落地。

“产教融合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助
推器’。”黄河科技学院院长杨雪梅表
示，深化产教融合，有助于促进教育链、
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有机衔接，
有助于吸引更多社会主体创新创业，有
助于拓展高校与企业的发展空间，最终
实现各方共建共享共赢。

如今，一个立足区域的高技术领域
创新平台已经显露雏形，黄河科技学院
产教融合已进入良性发展的快车道。

黄河科技学院：产教融合驶入“快车道”

聚焦应用技术类型示范校建设·经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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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将课堂搬到

线上，远程辅导武汉学生；

主动放弃回城机会，甘愿留在农村做一

名普通的乡村教师……他们是众多普通

教师中的一员，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决战脱贫攻坚之年，不忘立德树

人初心，把课堂当阵地，用爱心和智

慧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点亮万千孩

子的人生梦想，展现了当代人民教

师的高尚师德和责任担当。②46

99月月 1010日日，，一场别开生面的传统一场别开生面的传统““束脩礼束脩礼””
在洛阳理工学院在洛阳理工学院举行举行，，学生们用这种方式向老学生们用这种方式向老
师们表达节日祝福师们表达节日祝福。。⑨⑨33 张光辉张光辉 赵燕昌赵燕昌 摄摄

99月月 88日日，，汝阳县柏树乡表彰汝阳县柏树乡表彰
一批优秀教师一批优秀教师。。⑨⑨33 康红军康红军 摄摄

99 月月 1010 日日，，教师节当天教师节当天，，焦作市焦作市
解放区第一幼儿园的孩子们将自己制解放区第一幼儿园的孩子们将自己制
作的作的花束送给老师花束送给老师。。⑨⑨33 李良贵李良贵 摄摄

99月月 99日日，，永城市第一市直幼儿园举行主题活永城市第一市直幼儿园举行主题活
动动，，孩子们通过手工制作礼物孩子们通过手工制作礼物、、诗歌朗诵诗歌朗诵、、绘画等方绘画等方
式式，，表达对老师的敬爱之情表达对老师的敬爱之情。。⑨⑨33 王铮王铮 孙海峰孙海峰 摄摄

四名教师放弃回城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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