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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屈 芳

每天上下班!路上经过一所小学

门口!总看到同学们欢呼雀跃!兴高

采烈地出入校门!真为他们幸福快乐

的童年而高兴"然而!有一件小事!引

起了我的注意#每天中午同学们在等

待开校门之前! 大家围聚在校门口!

有说有笑!吃着各种冰糕$水果和其

他零食!等到校门一开!大家蜂拥而

入!之后却见地上一片狼藉!纸屑$果

皮满地都是!风一刮!满大街乱飞"我

观察了一下!校门口两旁不到十米处

各有两个垃圾箱!但很少有学生主动

将手中的废弃物放到垃圾箱里!而是

随手一扔"

这使我想起了
!"

多年前! 我的

一位朋友参加一次%中美大学生夏令

营活动&!归来感慨最多的是#美国的

大学生无论野营还是远足!身后都不

留垃圾和废弃物'而中国学生则往往

走一路丢一路"那时%环保&对我们还

是个新鲜名词"

!"

年过去了!环境保

护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识!培养中小

学生的环保意识已经写进了%课程标

准&$教科书!然而现实生活中的这一

幕让我感叹# 培养学生的环保意识!

仍然任重而道远(

当我们学习这里或那里的先进

经验!引进国外的先进教学理念!在

软硬件上与国际接轨的同时! 能不

能也从我们身边的小事做起! 改变

我们固有的不良习惯! 把身边的环

保做好) 比如引导学生从身边的教

室 $校园 $街道去关注环保 !培养学

生首先保持自己脚下的三尺土地干

净卫生" 或许! 人们会说! 孩子还

小!君不见有些大人还没有%环保意

识&! 何必太苛刻孩子呢) 殊不知!

现在的大人就是因为过去没有从小

培养环保意识! 才导致了我们今天

见怪不怪的现象"很多事情%从娃娃

抓起&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培养孩子

的环保意识更应%时不我待&" 愿有

朝一日!我们的孩子身后不再是%一

片狼藉&(

!#

女儿中午放学回家! 耷拉着脸!一

改往日活蹦乱跳的欢愉"我正要询问"女

儿却一甩书包!开始流着泪向我诉说"

原来! 女儿上午在学校自荐当班

长遭到老师的拒绝"听完女儿的诉说!

我认为老师拒绝的理由和方式有些简

单欠妥"

老师和女儿的对话是这样的" 在

评选班干部的班会上! 女儿高举右手

被老师叫起" 女儿站起来坚定而大声

地说#$我推荐自己当班长% & 老师一

愣!脱口反问#$你连自己都管不住!还

想当班长' &学生哄堂大笑!女儿红着

脸手足无措!无地自容%女儿的勇气和

激情就这样被泼了一头冷水% 更糟的

是!课后女儿遭到了同学的奚落!成了

别的同学背后指点议论的对象%

这件事发生后! 我发现女儿发生

了一些变化% 她原本活泼开朗!现在!

一见老师同学就低着头!能躲则躲%在

家里跟我们说话也变得唯唯诺诺!有

什么要求总是试探性的! 不敢大大方

方地说出来% 这些变化引起了我的焦

虑和不安% 我要唤醒女儿的自信(

我选择从女儿自荐遭拒一事入

手!告诉女儿#$你真勇敢%全班只有你

一个人敢自荐! 爸妈都为有你这样一

个女儿感到骄傲% &我接着告诉女儿#

$你们老师也不是)圣人*!他和你们一

样也会说错话+做错事!爸爸觉得!老

师这一次对你说的话就欠考虑! 也不

公平"但话又说回来!这也说明你当班

长还真有一定的差距"爸妈相信!一次

的失败不算什么! 只要你严格要求自

己!积极努力!老师+同学总有一天会

对你,刮目相看-( &

为了帮女儿重建自信! 我和妻子

还实行.双休日女儿当家制&!借此做

了三件事/

第一是关注+强化女儿的优点%比

如#双休日洗衣+拖地+购物+会友等事

项从布置安排到检查验收都有意识地

交由女儿协调安排!我们大人执行%对

于好的表现!按日期记入.当家日记&!

予以表扬0做得不好的!则通过.下周

期许&的方式进行暗示!提出要求+给

定时间让女儿完成%

第二是制造感觉!重塑自信% 我和

妻子客串女儿的同学!请女儿在家里模

拟演讲 .我选我当班长&+.我当班长怎

么做&%这样坚持一段时间后!女儿为了

写出精彩+服人的演讲稿!养成了读书

的习惯!为了证明自己是一个有责任心

的人! 对我们安排她倒的生活垃圾!女

儿特别留心!纸篓一满就随手倒掉% 而

面对这些!我们也总是给予赞赏%

第三是创造机会!学会发掘%有时

买东西!我们让女儿自己去买0或者由

她去借东西+还东西%对女儿的信任渐

渐变成了动力! 女儿学会了动脑筋想

办法!学会了做事有头有尾%

女儿的自信心重塑了! 而原先那

个有点大大咧咧+ 丢三落四的小姑娘!

变得细心+体贴!能为他人着想了%我问

她#.如果再选班长!你敢不敢再自荐'&

她自信地回答#.我能行!我敢( &

!!

继近年来逐步免除农村孩子义务教育

学杂费后!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温家宝总

理明确表态$ 从今年秋季起全面免除城市

义务教育学杂费%毋庸置疑!这是一项惠及

民生的重大举措%

学杂费要"走了&!这很值得我们期待%

但是!学杂费免了以后!各地公众教育负担

是否会切实得到相应减轻'笔者觉得!还不

能如此掉以轻心%别忘了!总有那么一些挖

空心思(搞创收&的)财迷们&!此路不通!他

会"另辟蹊径&% 这不!据报载!吉林市迎宾

路某小学规定!学生在学校食堂订餐的!饭

菜由班主任打回统一在教室就餐* 而对于

从家里自行带饭来的学生! 则必须在教室

外面吃饭+由于学校并没有餐厅!孩子们无

奈拿着饭盒到处跑!操场,维修室,收发室

等地都成了孩子的就餐场所+

既然学校允许学生在教室就餐!那么!

对于所有孩子来说! 这应该是一项一视同

仁的权利+ 但是缘何自己带饭的孩子被强

行排除在教室外呢'笔者觉得!原因不外乎

是这些孩子没有在学校订餐! 涉及了某些

人的实际利益+ 而这么做的目的也只有一

个!学生都到我学校食堂来订餐!否则!你

就到教室外冻着,晒着去- 如此看来!学校

的做法是不折不扣的另类"霸王餐&+

话又说回来! 在哪里吃饭其实并不重

要!也不是个大问题+但问题的关键是!学校

的如此做法! 显然在颠覆基本的社会准则+

因为涉及某些人的切身利益!学校强制不订

餐的学生出去吃饭!是在无形中给孩子们培

养不公平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在孩子们的潜

意识中灌输不平等的畸形意识形态+当他们

像一群"另类&!在别的同学的注视中走出教

室!这些孩子的心里会留下什么阴影' 这显

然是更值得我们去关注和思考的+

教育公平不是一句空话!在我们对越来

越公平的教育拭目以待的同时!对类似"霸

王餐& 这样巧立名目的现象也必须提高警

惕!加以预防和杜绝!不要让利欲熏心的"霸

王餐&歪风熏染了孩子们幼小的心灵-

!#

据新华社报道!记者近日在青海$安徽

等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调研时发现! 一些中

小学校图书室藏书比例远远低于教育部门

规定的标准!课外读物严重缺乏!一些学校

甚至没有图书室"校园图书馆建设滞后!影

响了校园文化建设! 也阻碍了贫困地区中

小学生的素质教育"

人们常把图书馆比喻为知识的宝库!

当我们步入图书馆的时候! 就会感到她是

那样的博大精深$那样的深邃神奇$那样的

富有魅力"图书室是学生学习的第二课堂!

是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主要阵地! 是他

们成长$成才的基地"

可是在一些地方$ 特别是一些农村中

小学校!图书室建设严重滞后!图书室藏书

不能满足学生的阅读需要! 甚至里面的许

多图书不适合学生阅读#一是过时图书多"

据报道!某县中学有学生
!"##

人!图书室

共有藏书
$

万多册" 但是记者在图书室看

到!这些藏书大部分是%文化大革命&时期

的旧书"而在该县的另一所学校!惟一一间

简陋的图书室里灰尘厚积 ! 柜内的书籍

$"%

竟是许多年前的科普扫盲读本"

二是图书室里的图书数量少且种类单

一!教辅图书多!难以吸引住学生求知的目

光"在&应试教育%的指挥棒下!学校有钱添

置新书!也往往优先考虑教辅书!而文学$

艺术$自然科学等培养学生综合素质!提高

学生能力!学生想借$想阅读的书籍甚少"

加上一些学校管理上也存在问题! 图书室

对学生的开放时间有限! 或者极少对学生

开放借阅!使学校图书室徒有其名"

造成这种不正常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

学校缺乏足够的资金配备图书"这些学校的

图书很多是由有关部门和单位捐赠的!捐助

的书籍大多是旧书!这些书籍远离学生的生

活!学生自然不感兴趣" 而学校即使利用有

限的资金购置一些图书!也往往只好挑便宜

急需的购买!顾了数量%顾不了质量&!顾了

%教辅书&顾不了%课外书&!适合学生阅读的

精品图书很少能走进这些学校的图书室"

笔者以为! 学校图书室需要及时进行

%磁盘清理&! 把不适合学生阅读的图书清理

出来"更为重要的是!有关部门要加大对农村

学校的投入力度!升级优化其学校图书室!丰

富校园藏书" 让农村学生读好书$好读书$书

读好应该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追求(

!#

农村学校图书室
也要!打假"

!

刘长铎

警惕这样的
!霸王餐"

家教随笔
!

张 ?

路过小学门口 女儿自荐当班长遭拒后

!

成开松这样教子

新职教!高就业率从哪儿来
***对一些职业学校的采访调查

在职业学校采访!"就业#两字是被校长们反复提及的一个关键词$ 有校长说!职业教育就是就业教育!评价一所职校优劣高低的最直接%最令人信服的标

准!就是&就业率#$

从另一方面说!虽然就业是学校工作的&最后一环#!但它与之前的教学方法%课程设置%培养模式%师资水平等诸多环节密不可分%环环相扣$ 由于

种种原因!这些环节在现阶段尚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正视这些问题%并加以克服与解决!就成了职业学校走上就业良性循环的必然选择$

高就业率从哪儿来' 有关部门在研究!一些学校也在积极探索$ 为此!记者走访了其中几家职校!看看他们给出的答案(((

.瞧! 这就是我们学生现在用的课

本% &在河南机电学校校长张震的办公

室! 他向记者展示了几本薄薄的大
"#

开册子%

张校长告诉记者!这些教材是学校

自编的#.职业学校的学生文化基础相

对薄弱!可长期以来!我们用的教材都

是动辄几百页的1大部头-!内容深奥+

知识老化!学生反映难懂!老师也觉得

难教% &

为了改变这一状况!该校报有关部

门批准后! 压缩了教材中的 .深奥&内

容!保留其实用性+增强其实践性%两年

下来!学生+老师都反映不错%

改变的不仅仅是课本!还有固有的

课程设置与教学模式! 张震将其称为

.分层次一体化教学&#.所谓,分层次-!

就是将学生按文化基础高低分为三个

层次!因材施教0,一体化-!就是将专业

理论课与实践课融为一体!以改变职校

长期以来,学用分离-的状况% &

以前!河南机电学校和大多数中

职学校一样 ! 实践课是放在每学期

末 ! 抽出一两个星期进实验室集中

上% 学生在漫长的理论学习中不能及

时进行实践操作0而理论课与实践课

老师不是同一人!又容易造成理论与

实践教学上的脱节%

对此!机械工程系的王庆海老师

深有感触#.我是教数控的!以前是纯

理论课老师% 我发现!一些机械原理

在课堂上怎么讲有的学生也听不明

白% ,一体化-教学后!理论+实践课都

由我一人负责 ! 而且常常上午学理

论 !下午就进实验室了 !课堂上学生

弄不懂的东西 ! 一接触车床实际操

作!就总能迎刃而解% &

王老师笑称! 以前他一学期难得

去趟实验室0现在!他每星期至少要去

两三次% 而自从和学生一起上实践课

后! 他的课堂教学更能 .摸准学生的

脉&了!学生也不再抱怨他的课枯燥+

难懂%

去年
$

月! 河南机电学校又将德

国的.双元制&教学模式引进该校% 他

们与德国企业签订了合作培养学生合

同!.双元制& 班完全按照德方要求培

训管理! 老师也由德国企业授权的实

训师来教学% 张震说!他希望以此为契

机!带动整个学校的教学改革%

而在另一所民办高职院校222郑

州交通职业学院! 已从去年开始打破

原先设计好的教学计划! 身体力行国

家提倡的.工学交替&3

去年
%

月! 该院车辆工程系的二

年级学生周孝飞和
#&&

多名同学一

起! 开始了去郑州宇通集团有限公司

为期一学期的.顶岗实习&" 而按惯例!

职业学校学生的实习期应该在第三年

也即最后一年"

该院副院长张昶琳告诉记者!在

他们看来! 二年级学生实行 .工学交

替&一举数得#

.一是减轻校内实训基地 4实验

室5的压力% 现在很多职校都存在学

生多+ 实训基地不够用且设备老化的

状况!让学生直接到企业实习!可以给

校内实训基地,减压-%

.二是和企业,零距离-接触!能够提

高学生的核心竞争力%企业的管理模式+

人际环境+ 先进技能等都是校内实训基

地所不可能学到的0 而学生在实习过程

中出现的不足与问题! 还可以在接下来

的校园学习+生活中加以弥补+提高!这

也正是,工学交替-制度的优势之一%

.三是促进了对老师实践技能的培

养%每次学生去顶岗实习都有管理老师

带队!而且!这些老师也需下到企业亲

自操作! 这样轮流派管理老师去企业!

对他们的实践技能是一个很大的提高%

.四也是一项实用的助学举措%顶岗

实习有工资! 职校学生很多家庭并不宽

裕!正好可以解决其一部分生活费用% &

在.宇通&实习
'

个月后!再回到校

园!周孝飞说他变了#.本来自我感觉不

错!直接接触到企业!才发现自己原来

懂的只是皮毛!以前对自己的学习也太

放松!眼界不开阔% ,宇通-给我打开了

一扇新的窗口!现在的我更珍惜校园学

习环境了!我会更努力+更勤奋( &

从教学模式革新中来

作为郑州交通职业学院的就业指

导中心主任! 仇正锋每年都要和同事

们一起! 定期定点进行毕业生回访和

用人单位调研! 捕捉单位这几年需要

哪方面人才'需求量多大'然后据此写

出调研报告! 为学校拟订新的教研方

案提供参考%

.我们是民办院校! 也许正因为

此!我们的专业设置更注重社会需求!

因为就业率就是我们的,生命线-% &

仇正锋告诉记者%

#&&!

年!调研后他们发现!焊接

技术类人才紧缺!当年秋季!学院就

新增了汽车工艺与焊接专业% 去年他

们又调查到!新兴的.汽车美容后服

务&不断升温!经过调整!相关专业适

时增加了这方面的课时内容%

在河南经贸职业学院!.双师&制

培训和老师们的自我加压! 成为该院

适应社会需求+ 转变教学模式与理念

的一项重要内容%

技术科学系副主任边勋原是一家

企业的副总!

#&&"

年来到该院教文秘

专业后! 每一年的暑假都过得异常忙

碌#

#&&'

年暑假去青岛参加大学语文

培训0

#&&(

年暑假去南通参加高等教

育基础课教学培训0

#&&!

年暑假学驾

驶0

#&&$

年深入农村调研0今年又准备

报名参加高级商务文秘证书考试% 他

说#.职教发展日新月异!就像大浪推着

我向前!要不落伍!不充实自己咋行' &

目前! 该院有
!&)

的教师通过参

加培训+考证等!获得了.双师&资格%

而在很多职业学校!学生毕业找工

作时也不再仅仅只拿着一张.毕业证&%

河南机电学校要求! 毕业生除了

有毕业证! 还必须有本专业的初级或

中级职业技能鉴定证书0

河南经贸职业学院要求! 学生在

毕业前要拿到计算机+英语+普通话这

三项技能证书! 还要参加本专业的从

业资格证书考试0

郑州交通职业学院的课程设置里

不仅有专业课!还有书法课+专业英语

课+礼仪课+心理辅导课等!以提高学生

综合素质!加重学生就业时的.砝码&%

从适应社会需求中来

要想让职业学校的毕业生成为企

业抢着要的.香饽饽&!就必须及时掌握

企业需求!甚至为企业.量身订造&222

校企合作+双赢发展!已经成为越来越

多职业学校与企业的共识%

早在上世纪末! 河南经贸职业学

院就开始与郑州丰乐园以及省会一些

大型商业企业.联姻&!这些企业成为

学生的学习实训基地! 学校根据企业

要求开展.订单&教育%如今!该院与全

国
#&&

多个企业+ 院校建立了合作关

系! 这些单位为该院
'&)

的学生提供

了实习岗位! 该院毕业生中有约
*()

来到这些合作单位工作%

在郑州交通职业学院! 一年级下

学期或二年级的学生经过企业选拔!进

入 .奇瑞班&+.宇通班&+.长通班&+.顺

丰班& 66这些以企业名称命名的班

级均属于.订单培养&制!企业定期来校

对学生进行培训!学生到企业.顶岗实

习&!毕业后成为相应企业的员工3 据

了解! 该院二年级学生中
#&)

都是订

单培养!有的企业!如奇瑞集团!还参

与该班教学计划和课程的制定! 订单

培养成为该院的一个鲜明特色3

正在永媒集团实习的河南机电

学校
&(

级学生马东森! 实习仅四个

月后!就享受到了该集团的正式工待

遇3 他和同在永媒实习的
#&

名同学

已经与企业签订了内部协议!一旦毕

业就将成为该集团的正式员工3 .这

些天!来我们学校招工的知名企业几

乎天天都有!其中不少是为我们提供

过,顶岗实习-的老关系3 &该校招生

就业办主任米学治说3

张震认为!实践证明!脱离了企业

的职业学校是没有竞争力的! 一些有

发达企业的地方! 企业甚至能带动当

地职业教育的发展7兴旺"

在该校建设中的新校区!张震专门

辟出了一片产教结合园区! 实施他的

.引企入校&方案#.我们无偿提供给企业

地皮0企业将其生产线引进来!并允诺

成为我校学生的顶岗实习基地" &他觉

得!.引企入校&让学生在学校就能实现

与企业的.零距离&!又便于学校对顶岗

实习学生的管理!还能实现教学与实践

的.无缝衔接&!.若真成功了!无论对教

学改革还是学生就业! 都是一个新突

破" &

!#

+米学治 摄,

从与企业!双赢"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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