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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溪市教育局

慈 溪 日 报 社
主办

《规划》指出，在加快教
育高水平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
中，我市职业高中高素质技术
技能人才培养模式亟需优化，
产教融合程度亟待提升。“十
四五”时期，我市要围绕“到
2025年基本形成产教深度融
合、体系畅通完善、具有慈溪
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与培训新
样态”这一发展目标，以促进
产教深度融合为主线，以创新
改革体制机制为突破口，主动
适应慈溪经济社会转型发展需
求，形成与产业建设需求更加
契合的职业教育办学格局，全
面建立校企协同育人和协同创
新机制，大力培养崇尚劳动、
敬业守信、精益求精、敢于创
新的新时代技术技能人才，大
幅提升职业教育现代化水平。

举措一：完善现代
职业教育治理体系

深入推进职业教育治理现
代化，建立教育、人社等部门
定期协商工作机制，推进职业
教育统筹协调发展。落实相关
激励政策，推动职业教育由政
府举办为主向政府统筹管理、
社会多元参与办学的格局转
变。强化中职教育的基础性作
用，保持高中阶段教育职普比
大体相当，深化中高职一体化
办学，促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
育、终身教育融合发展，建成
与地方经济和民生相适应的现
代职业教育体系。

举措二：优化学校
布局与专业结构

全面提升中职学校基本办
学条件，优化中职学校布局。
引导对接我市“123”产业集
群，聚焦慈溪战略性新兴产
业和传统优势产业，动态调
整专业设置。整合优质职业
教育与行业企业资源，重点发
展智能家电、信息技术、建筑

技术、智能制造、数字商
业、新能源汽车、护理等专
业群，形成错位发展、特色
发展、内涵发展的中职教育
新格局。到2025年，建设8—
10个深度参与产教融合、校
企合作的产教融合型示范专业
（群）。

举措三：促进职教
与区域产业深度融合

精准对接区域产业发展，
制订与实施“专业服务产业三
年提升行动计划”。全面建立
行业企业深度参与校企合作
育人机制，构建服务新兴产
业需求的技术技能人才培养
体系。探索构建市级产教融
合型企业认证制度，培育和
认定一批市级产教融合型企
业，争创一批省级产教融合型
企业。鼓励行业企业与职业
学校合作共建高水平职业教
育公共实训基地，探索市场
化运营模式。到 2025年，培

育 1个在全国具有影响力的产
教融合联盟，建设 1—2个集
聚高素质人才和高新技术产业
的产教融合实践基地，建成
1—2 个装备水平国内一流、
产教深度融合的实习实训基
地，开发 2—3个产学合作协
同育人项目。

举措四：加快职业
学校内涵式发展

健全德技并修、工学结合
的育人机制，建立职业学校人
才培养方案公开制度，加强思
想政治与劳动教育。推动职业
学校“课堂革命”，构建以学
习者为中心、符合技术技能人
才培养特点的教学新模式，扭
转中职学校“重高考”“唯分
数”的不良倾向。深入推进中
高职一体化人才培养试点工
作，探索长学制、完全学分制
和弹性学制，构建学段衔接、
技能递进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
体系。全面推行现代学徒制和

企业新型学徒制，探索中国特色
学徒制，鼓励企业利用资本、技
术、知识、设施、设备和管理等
要素参与校企合作。推动更多职
业学校积极参与“1+X”证书制
度实施，提高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的行业企业认可度。推进职业教
育数字化转型，促进信息技术与
职业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到
2025年，建成 1—2所省高水平
中职学校及其 3—5个高水平专
业。

举措五：提升职业培
训与社会服务能力

落实职业学校实施学历教育
与培训并举的法定职责，支持和
规范职业培训，加强职业院校培
养培训工作一体化管理，建立绩
效激励机制。引导学校和龙头企
业联合建设 3—5个左右示范性
职工培训基地，推动学历教育和
职业培训相互融合、相互促进，
实现职业学校年培训人次达到在
校生规模的1.2倍以上。

职业教育：
升级产教融合 协同卓越发展

《慈溪市教育改革与发展“十四五”规划》解读八

“双减政策”实施以来，
浙江师范大学附属慈溪实验学
校创新开设劳动教育特色课程
——“通达香干”手工制作，
并结合地方特色宋家漕香干，
进行慈溪非遗文化传承。日
前，四年级的“弘通小工匠”
走进学校“通达香干”制作工
坊，在工作人员的帮助和指导
下，对经过 10多个小时、多
道工序制成的豆花，进行浇
模、压制、出白、卤制等制
作，体验到劳动的快乐，感悟
着传承的意义。

■摄影
全媒体记者 陆铭铭

通讯员 罗叶娜

小香干
大传承

本报讯 日前，浙江省第
八届壁球新秀赛在杭州举行，
全省近百名选手参加此次比
赛。文棋中学为全市唯一一所
参赛学校，共有8名学生经过
激烈比拼斩获喜人成绩：学生
王之奥荣获男子 B 组单打冠
军，其余7名学生分别获男子
B组单打赛第五名、第六名，
男子A组单打赛第三名、第四
名、第五名，女子B组单打赛
第四名、第七名。文棋中学壁
球少年的此次壁球大赛之行收
获颇丰，展示了学校壁球项目
的开展成果。

为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近年来，学校扎实开
展“三球一课”，将以壁球运
动为引领的特色教育打造成特
色品牌。2015年，学校引进
壁球这一体育特色项目，选拔

对壁球感兴趣及有壁球特长的学
生成立皓锋壁球队，并建设专业
的壁球馆，定期邀请壁球教练进
行专业指导。在体育运动领导小
组的带导下，皓锋壁球队实施严
格的管理制度和训练机制，每学
年分三阶段为每位队员制订壁球
训练计划，从体能训练、壁球动
作、壁球技能方面逐步提升队员
的壁球实力。

滴滴汗水换来鲜花与掌声。
在队员与教练的共同努力下，
文棋中学壁球项目硕果累累，
浙江电视台、宁波电视台、宁
波晚报等媒体多次进行报道。
学校于 2017年获评慈溪市壁球
业余训练点，球队小将在各级
各类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累
计在全国比赛中获 2 金 3 银 2
铜，在各类省级赛事中共获 14
金 16银 16铜，2019年还代表慈
溪参加宁波市全民运动会壁球
总决赛，包揽中学组男女前三
名。

文棋中学壁球项目显成果

一名队员斩获省赛冠军

慈溪市胜山镇实验幼儿园
坐落于杭州湾南岸，现有两个
园区：胜南园区位于胜南村，
创建于2011年8月，由原拔船
塘小学改建而成，是慈溪市学
前教育三年行动提升计划的首
批公办幼儿园；胜西园区位于
美丽的四灶浦江畔的江影新苑
（四灶浦拓疏工程拆迁安置
区），于 2015年 8月正式投入
使用，总占地面积 6107平方
米，建筑面积 5626 平方米，
绿化面积 1832平方米。两园
区共有 16 个班级、411 名幼
儿、75名教职员工。

近年来，幼儿园根据“遵
循天性，人文滋养，正向引
导，健康成长”的办学理念，
提出了“活力·阳光”教育品
牌，积极实践“斌”育人理

念，打造出各具特色的园区文
化，组建起一支师德高尚、理
念先进、素质优良、团结协作
的“活力·阳光”教师队伍，
培养出一批团结合作、坚强自
信、勇敢进取、善于交往的

“活力·阳光”幼儿。

一园双区
构建“斌”教育理念

一文一武，“斌”之一
字，凝炼了胜山镇实验幼儿园
一园双区的办园理念。

胜南园区戏曲文化氛围浓
厚，在教育教学中以传统戏曲
启蒙为主要方向，充分利用社
区文化资源，让戏曲走进幼儿
园，激发幼儿的戏曲兴趣，同
时借助绘本资源开设戏曲课
程，激发幼儿学习、体验和探
究戏曲的兴趣，将“四戏”
（戏学、戏游、戏生、戏演）
融入五大领域活动之中，让幼
儿感受美好的生活情趣。

胜西园区则以军旅品质
熏陶幼儿的成长，紧紧围绕
健康领域，利用社区资源，
将军旅主题融入到各类活动
之中，组织“军营伴成长”等
教学活动，积极开展军旅主题
活动。

为深入探索践行“斌”教
育理念，近两年，胜南园区还
积极挖掘本土资源，依托近在
咫尺的长三角市场群，如服

装、布料、水产、蔬果市场园
区，中国家电城、建材家居
城、电子商务城、轻纺布料城
等市场园区，以及因市场园区
建设涌入的工作者等，开发了
《长三角市场群落下财商课程
的开发与研究》《绘本中幼儿
多元表征观察与分析》等一系
列园所课程。而胜西园区以

“放手游戏”为抓手，开启一
场“把游戏权利还给儿童”的

“真游戏革命”，并通过每周游
戏案例分享、每月不定期园本
教研的开展，为“斌”教育的
课程改革奠定了基础。

幼儿园课程改革是当前学
前教育领域面临的重要课题。
后续，胜山镇实验幼儿园将继
续开拓创新，推动两园区课程
之间渗透式、合作式、主题式
的融合，通过构建结构完整、
内容丰富的园所课程体系，让
孩子们真正能文能武，使

“斌”教育成为幼儿园的教育
品牌，令“斌”教育课程成为
幼儿园一张靓丽的名片。

活力阳光
打造阳光团队

唐朝史学家吴兢曾说：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
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
幼儿园的长足发展离不开全体
教师的共同努力。近年来，胜
山镇实验幼儿园坚持以“活

力·阳光”为主线，结合园所特
色大胆实践，致力于组建一支师
德高尚、理念先进、素质优良、
具有团队精神的创新型、实干型
师资队伍。把改善教育行为变为
教师自主发展的内在要求，增强
教科研活力，不断提高教师科研
能力，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健全
与教师个性特长相匹配的自主发
展机制，抓两头、带中间、外引
内培，扩大幼儿园及市级骨干教
师队伍。

开展富有创意的师德活动。
幼儿园每月开展“活力·阳光教
师”评比活动，以发挥优秀教师
的榜样引领作用；积极举办“幸
福有约”教师座谈会，倾听教师
的意见及建议，搭建各种平台助
力教师成长；撰写师德承诺书、
发布师德倡议书，倡导教师严格
自我要求，营造风清气正的教育
生态；记录“幸福故事、感动故
事”，引导教师发现、体验工作
中的点滴幸福；举办“好书伴我
成长”教师论坛，浓郁教师读
书氛围，提升教师自身素养；
聚焦“家长心目中的好教师”
标准中的两难问题组织辩论，
让教师在辩论中学会换位、多角
度地思考问题，学习与家长沟通
的技巧。

重视教师成长与梯队建设。
幼儿园把教师的培训纳入幼儿园

“活力·阳光教师”培养项目当
中，以“领先的教育理念，扎实
的教育素养，良好的教学艺术，
先进的教育技术”为教师发展目

标，建立健全教师自主发展的机
制，促进教师的主动发展。与园
长和教师一同分析自己在团队发
展中的优势与不足，并寻找突破
口。教师根据幼儿园的三年发展
规划，制定自己的个人三年发展
规划，并定期进行自评，对自己
的规划进行调整，从而促使教师
的专业知识、专业素养、专业技
能得到全方面提升。

此外，幼儿园还积极倡导
“个人求发展，大局当为重”，不
强调“我”，总要说“我们”，教
师间形成相互欣赏包容、互为衬
托补台的紧密关系，推动日常教
育教学工作有序开展。这融洽团
结的工作氛围，不仅增强了教师
的工作热情，还提升了教师的团
队凝聚力，焕发出蓬勃向上的生
命力。

近三年来，幼儿园教师获慈
溪市级及以上奖项达 70 多人
次，在慈溪市青年教师教学基本
功操练比武中荣获多个一三等
奖；2018年、2019年连续两年
在慈溪市教育局组织的“玩出创
意，建构精彩”六一专题活动中
荣获一等奖并获优秀教师指导
奖；在慈溪市优质课比赛、慈溪
市青年教师教学能力竞赛中荣获
一二三等奖；在慈溪市第二届保
育员技能比武等评比中荣获二三
等奖。教师论文在宁波市“甬江
杯”主题论文比赛中获一三等
奖，多次获慈溪市教研室、慈溪
市学前教育学会论文评比一二三
等奖。课程故事获慈溪市二三等

奖。教育督导工作案例获慈溪市
二等奖；指导幼儿参评慈溪市六
一绘画展评获一二等奖；慈溪
教育科研杂志对幼儿园办学模
式《一园双区、“斌”教育的课
程架构与实践研究》进行专题
刊登，多个课题在宁波市、慈溪
市荣获二三等奖，较好达成了幼
儿园三年发展规划中的师资培养
目标。

示范辐射
胜山幼教共赢共长

作为一所镇公办园，胜山镇
实验幼儿园还担负着全镇幼儿园

的辅导职能。为助力全镇学前教
育事业平稳有序发展，幼儿园长
期秉承“一园促多园，园园都发
展”的辅导理念，积极承担起引
领、培训、指导、监督的责任，
如2021年全镇1所幼儿园通过浙
江省二级宁波市四星幼儿园创
建，2所幼儿园通过浙江省二级
宁波市三星幼儿园创建。目前，
胜山镇5所幼儿园均升为省等级
幼儿园，其中4所幼儿园为浙江
省二级幼儿园。2013年，胜山
镇创建成为宁波市学前教育示范
镇。2015年—2019年，胜山镇
实验幼儿园在慈溪市辅导园工作
考核中连续五年被评为优秀级。

未来，胜山实幼人将用热
情、实干，继续践行“干一行，
爱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的
职业初心，一步一个脚印走好内
涵式发展之路，不断提升幼儿园
保教质量，以独具特色的学前教
育品牌，为每个“活力·阳光”
幼儿撑起一片成长的蓝天。

活力阳光 滋养童心
——慈溪市胜山镇实验幼儿园办学侧记

荣誉榜
浙江省示范型放心餐饮
单位

浙江省二级宁波市
四星级幼儿园

宁波市现代化达纲
幼儿园

宁波市4A级平安校园
慈溪市文明单位
慈溪市师德师风示范
学校

慈溪市第三批清风校园
慈溪市教育教学示范园
慈溪幼儿园教师专业
发展培训实践基地

慈溪市优秀教研组

在中秋国庆庆祝活动中，中班小朋友表演戏曲《刘海砍樵》，
欢庆祖国母亲的生日。

本报讯 劳动创造未来，
技能成就梦想，日前，我市举
办了第十六届中等职业学校技
能大赛劳动赛项，全市5所中
职学校的 13支队伍 52名选手
共聚锦堂职高，同台竞技展现
劳动教育的新成果。

在国家弘扬“劳动光荣、
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
风尚背景下，近年来，我市职
业学校师生充分挖掘专业领域
的劳动教育元素，坚持以劳树
德、以劳增智、以劳强体、以
劳创新，开辟劳动教育的新路
径。此次劳动技能比赛围绕衣
食住行，设有行李箱收纳、饺
子制作、微景观制作、垃圾分
类4个竞赛项目，旨在提升学

生的生活劳动技能。
经过抽签分组，行李箱收纳

项目率先进行。在短短十分钟
内，参赛选手将混乱摆放的 20
余件物品快速归置，整齐地放入
行李箱内。垃圾分类项目考验选
手的相关知识与变废为宝的创
意，选手们在限定2分钟内对现
场提供的 50件卡片垃圾和 50件
实物垃圾进行分类，随后利用可
回收垃圾进行创意制作，最后呈
现了一个个兼具创新性、实用性
和艺术性的作品。微景观项目融
合环保主题，选手们发挥创意，
利用沙石、植物等元素，在玻璃
球、玻璃杯内制作出可赏可玩的
微景观。饺子制作是此次比赛的
新项目，比赛现场选手们从和面
开始，揉面、擀皮、包馅，各式
各样的水饺在一双双巧手中诞
生。

劳动创造未来 技能成就梦想

52名中职学生
同台比拼劳动技能

■全媒体记者 陆铭铭
通讯员 施靓

■全媒体记者 陆铭铭
通讯员 黄百央 罗婷

■全媒体记者 陆铭铭
通讯员 华琼

■全媒体记者 陆铭铭
通讯员 姚秧利

本报讯 为进一步促进保
教融合，提升幼儿在园生活的
保教质量，本学期起，市实验
幼儿园开始实施班务管理例会
制，全园16个班级每班3名保
教人员均参与其中。

班级例会每周定期进行，

保教人员围绕教育教学、班级环
境、幼儿健康、生活护理及其他
班级整体建设的各项工作进行商
议沟通。每回例会围绕“上周工作
小结”“本周情况分析”“下周工作
要点”等三项内容重点进行。通
过常态化的班务例会，市实验幼
儿园进一步实现了班级工作人员思
想统一、口径统一、策略统一，
从实质上全面提升保教融合力。

市实验幼儿园
唱响班务管理“三部曲”

■全媒体记者 陆铭铭
通讯员 华宴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