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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两不愁三
保障”突出问题，聚
焦三峡库区经济发
展，聚焦职业教育深
化改革，丰都职教中
心“高举党旗”跟党
走，用“五大行动”惠
民生。

在学校党总支
书记廖碧森眼中，需
要贴着帮、用心扶的
对象不仅是贫困户，
还有每一个渴望高
质量就业的学生、亟
待提升技术技能的
库区移民、需要扩大
生产内驱力的企业
行业，同时还应积极
对接社区街道、丰都
庙会的需求做好服
务。

这是教育应有
的责任和担当，让教
育在库区深处做深
做实，丰都职教中心
用行动积淀力量，用
爱心点燃梦想，演绎
着一幕又一幕教育
惠民的生动范例。

加大扶贫力度
送教下乡暖民心 控辍保学有力量

丰都县兴义镇坦铺村的贫困户黎丙权在养猪
的时候遇到了难题，由于不懂得疾病的预防，缺乏
科学管理的经验，养猪成本高、效益差，老黎对此
苦恼不堪。

“幸好有丰都职教中心的老师来给我们指导，
现在我成为了养猪能手。”黎丙权连声感叹，现在
的日子好过多了。

利用教育资源送教下乡为村民排忧解难的例
子在丰都职教中心不胜枚举。除此之外，该校多
次深入贫苦户家中耐心解读相关的扶贫政策、资
助政策等，解决他们生活中面临的实际困难，并从
精神上鼓舞贫困户，为他们增添脱贫信心。

更为重要的是，丰都职教中心还践行了多种
精准帮扶形式。

例如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加强技术指导和农
业知识培训、收购贫困户的农产品、给予贫困村物
资帮助、解决就业问题等。特别是多期实用技术
培训开展以来，坦铺村400名村民学到农业技术，
不少村民提升了增收能力实现了脱贫致富。

“每结对一户我们就多了一户亲戚，像帮助亲
人一样帮助他们，丰都职教中心这个大家庭才会
越来越温暖。”学校党总支书记廖碧森说，为推进
扶贫工作开展，学校还举行了“百日大会战”行动、

“扶贫日”活动、“主题党日活动”等，凝聚全校师生
和镇村的合力，以活动为载体结密帮扶责任网。

怀着“一个都不能少”的信念，丰都职教中心
同步做好校内帮扶，精准施策确保贫困生不辍学、
上好学。据悉，该校不仅积极解决贫困家庭子女
入学问题，设置勤工俭学岗位减轻贫困学生经济
负担，组织学校干部结对帮扶贫困学生，还在落实
资助政策的基础上额外对优秀贫困生给予生活补
助。

目前在该校就读的贫困家庭子女没有一个因
贫困而辍学。

做优移民培训
学知识学技术 移民脱贫致富有保障

在广州打工多年的三峡移民王刚回到丰都后
一直有些茫然，不知道该干什么。参与了花椒种
植和电子商务培训后，他学到了新技术和新知识，
现在不仅自己种花椒，还收购附近村民的花椒拿
到网上去卖，有时候一天就能卖300多元。

地处三峡库区的丰都职教中心一直承担着移
民培训这一民生工作。为进一步增强移民脱贫致

富的保障，该校抓好各类移民就业培训、劳务开发
培训等项目，不断加大培训力度，通过开办短期培
训班，通过送技术、送文化下乡镇、社区、企业，通
过请进来培训等方式开展移民培训。

同时学校还不断丰富培训“菜单”，开设了榨
菜加工技术、现代农业知识、化工工艺、山羊养殖、
肉牛养殖、花椒种植、计算机应用、电子商务等培
训课，这些培训课程实用性强，贴近移民发展需
求，深受移民喜欢。

有数据统计，2018年该校开展移民创业培训
50天、移民就业技能培训60天、移民岗位技能提
升培训50天、移民农村实用技术培训4天、新型农
民科技培训15天，累计培训3808人次，培训就业
率达到了100%。

解决就业难题
“组合拳”打通就业“最后一公里”

又值一年一度的毕业季，丰都职教中心大部
分毕业生都已找到满意的工作。

今年毕业的学生谭欣说：“此前已经在学校联
系的企业里实习了很长一段时间，积累了一定的
工作经历，所以找工作一点也不难。”近3年来，丰
都职教中心毕业生就业率达99%，就业稳定率达
到81.7%。从该校走出的毕业生中不乏公司经理、
技术顾问，还有的毕业生已经创办了自己的公司，
规模还不小。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对此廖碧森谈到，让学
生掌握一技之长、学会一门技能，就能脱贫一个家
庭、带动一方经济，因此要高度重视学生的实习就
业工作，通过“组合拳”的形式为学生高质量就业
打通“最后一公里”。

一方面，丰都职教中心深入企业调研，为学生
联系优秀企业提供实习平台，包括上海通用五菱
重庆分公司、重庆力帆实业集团等优秀的市内外
企业；另一方面，学校将学生实习各个环节纳入考
核范畴，确保了实习工作顺利进行。同时学校还
不断完善就业体系，对学生的就业指导和培训贯
穿入学到毕业的全过程。

特别是每年的企业模拟招聘会，大大提高了
学生的职业素养和就业竞争力。

助推产业发展
对接经济发展需求深化产教融合

职业教育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
才，他们是企业、行业、产业发展的“第一资源”，因
此职业院校深化产教融合也成为经济发展的“助
推器”。

积极对接经济发展的需求，丰都职教中心先
从专业上“动刀”。通过淘汰旧专业、优化好专业、
增加新专业，如今该校已开设建筑工程施工、建筑
装饰工程技术、电子电器应用与维修、电子技术应
用、计算机应用、数字媒体艺术设计、影视后期制

作、旅游管理、酒店运营与管理、汽车制造与检修、
汽车营销等多个专业，这些专业都与当前经济发
展需求“匹配吻合”。

同时学校还打好“合作牌”深化产教融合，与
不少企业合作开设APP界面设计制作班、网站美
工班、品牌汽车美容装饰班、新能源汽车班、工业
机器人专业班、建筑信息模型班等，甚至与新加坡
长航海运公司合作开设海员海乘班……

这样的“定制培养”直接为企业精准提供了人
力资源，同时也帮助学生掌握了企业最需要的技
术技能，合作育人，直接带动学生、企业、学校三方
受益。

升级民生服务
用中职学生风采点亮丰都大城之美

自丰都职教中心青年志愿者协会成立以来，
志愿者们带着爱心深入到社区、街道开展“四点
半”课堂活动100多次，服务留守儿童4000多人
次。同时他们还走进福利院开展敬老爱老活动，
为几百名空巢老人带去欢乐和温暖。

心系城市民生，心系城市发展，丰都职教中心
勇挑责任和担当。

多年来，该校坚持参加丰都县政府举办的庙
会活动，为八方游客做好服务的同时积极传承弘
扬丰都传统文化。无论是重庆春晚丰都会场、南
天湖滑雪场开幕式，还是丰都县“书记晒文旅”视
频拍摄中，都能一睹该校师生的风采。

不断升级民生服务，丰都职教中心还组织“国
旗班”参加团县委、县教委的出旗活动，组织“礼仪
服务队”参加团县委、县文旅委等单位的礼仪志愿
服务活动，组织相关专业学生协助国土局、环保
局、县建委完成宅基地测量、“全国第二次污染源
普查项目”全县调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项目测量
等工作。

“办好职业教育不仅仅是帮学生成长成才，为
企业积蓄发展动能，还应为城乡发展创造更多民
生幸福。”廖碧森介绍，今年学校以党建工作为统
揽，以“五大行动”为载体，继续强化脱贫攻坚技能
培训，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不断提
升职业教育的社会服务力。

据悉，该校党总支将继续发挥总揽全局的核
心作用，突出问题导向，创新扶贫路径，充分用职
业教育优势增强扶贫对象的“造血功能”，全体党
员干部也会继续做到真扶贫、扶真贫、真脱贫，让
扶贫对象有更多的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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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教育扶贫在库区做深做实丰都职教中心

学校与兴龙镇大岩树村联合开展支部主题党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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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促进幼儿发
展作为课程改革和
建设的根本目标。”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
科学学院虞永平教
授这样提到。作为
重庆市示范幼儿园，
巴南区鱼洞幼儿园
依据《3~6 岁儿童学
习与发展指南》（以
下简称《指南》）立足
当前的幼儿园课程
改革趋势，充分尊重
幼儿的身心发展规
律和学习特点，结合

“颗颗星星亮晶晶”
的办园理念，构建了
基于幼儿问题的自
主探究课程——以
幼儿的兴趣、问题为
导向，通过支持幼儿
体验、探索，在不断
地发现问题、解决问
题的过程中建构新
课程，促使幼儿园教
育活动多样化、生活
化、游戏化，培养“会
问、会想、会探究、会
表现”的“四会”幼
儿。

幼儿兴趣引发课程主题

雨后，幼儿园小操场旁的菜园子深
深地吸引着一群“小不点”走近一看，原
来他们正围着几个小泥坑，兴奋地在聊
着什么。突然，“啪——”一个孩子跳到
了泥坑里，踩得泥水四溅。接着，另外
几个孩子也跳了进去，大家玩得不亦乐
乎，衣服上、裤子上甚至脸上全是泥。
看见孩子们如此喜欢玩泥，老师们带着
孩子挖来一大块泥投放到教室里的美
工区，就这样一个追随幼儿兴趣又适合
他们年龄的课程《玩泥巴》开始了。

从发现孩子在操场上乐此不疲地
玩泥巴，到结合他们的这一兴趣，从中
筛选适合他们年龄特点又趣味十足的
课程内容：寻找泥、观察泥、挖泥、筛泥、
捏泥人等，让小班幼儿在玩中去体验、
去探究。在中大班，教师更多地是通过
倾听、观察、访谈等方法收集幼儿感兴
趣的问题，然后分析、评估或者幼儿自
主投票，决定课程主题。如大班的张开
箭老师每天都会认真倾听孩子们的谈
话，收集他们感兴趣的话题，然后张贴
到问题墙上，孩子们通过讨论、投票，最
终产生了“探秘自行车”这一主题。

“我们开发并构建基于幼儿问题的
自主探究课程，就是以幼儿问题、兴趣、
发展目标为核心，尊重幼儿天性，给幼
儿充足的自主探索空间，满足他们的发
展需求，通过孩子们的新问题和新发现
生成他们感兴趣的活动，引发他们不断
去自主探究，以培养幼儿的积极主动、
认真专注、持续探究、合作创造的学习
品质。”鱼洞幼儿园园长肖丽娜介绍说。

幼儿讨论参与课程计划

一天午饭后，孩子们像往常一样端
着小板凳在走廊上聊天。瑶瑶说：“我
昨天去看电影了，里面有个灰姑娘，她
好漂亮！”心秦说：“我也去看了电影，我
最喜欢聪明的阿凡提，他还有一头毛
驴”悦悦说：“我喜欢里面的古力仙！”不

一会儿，越来越多的宝贝加入了电影的
话题，有的还兴奋地表演起电影里的情
节。

好的课程要跟随孩子们的兴趣和
脚步，因为他们的主动参与决定着课程
发展。“电影”主题课程中，刘丽娜老师
和孩子们开展讨论和投票活动，确定了
电影这一主题。“电影都有些什么秘
密？”“关于电影，你还想知道些什么？”

“电影是用平板拍出来的吗？”“为什么
有的电影是画出来的？有的电影是叔
叔阿姨演的？”“怎么有的电影只有黑
白，有的电影又有很多漂亮的颜色？”孩
子们对电影越发着迷，越着迷对电影的
问题也就越多。由此孩子们的课程计
划产生了——看电影、参观电影院、参
访拍摄基地、观看拍摄过程、尝试合作

拍电影。多次的实地参访丰富了孩子
们的经验，大家在不断地讨论中梳理和
调整课程计划，层层递进，深入开展了
《超级闪电电影工厂》主题探究课程。

鱼洞幼儿园的课程摒弃了教师预
设、幼儿被动接受的传统模式，引发幼
儿主动成为课程计划的发起者、参与
者、实施者，让幼儿真正成为课程的主
人。

幼儿多途径体验课程

“轻轨怎样倒车？”“轻轨怎么过大
桥？”……关于轻轨，孩子们有很多好奇
和疑问。接下来，分组合作，分别探寻
车头、车厢、轨道的构造和功能以及工
作人员的职责。大家在合作中调查、记

录结果。实地参访后，孩子们将调查结
果、新问题以及新发现进行小组汇报、
分享和交流。接下来的日子，孩子们每
天会早早地来到幼儿园，自主选择区
域，小组共同合作设计当天的探究计
划，商量需要探究的内容，需要什么材
料，怎么探究。结束时，小组总结“今天
的收获是什么？”“在探究过程中，遇到
的困难是怎么解决的？”为了收集到更
多的有效课程资源，邀请家长对课程的
实施提出诸多建议，同时征集在轨道公
司上班的家长，利用家长助教活动，为
孩子们讲解轻轨的更多专业知识，使课
程更丰富。

在中班的自主探究课程《嘿！小
面》中，刘淋淋老师从孩子的问题出发，
如“面条是怎么做出来的？”“都有哪些

面条？”“为什么有的面条宽，有的面条
窄？”带着这些问题，和孩子们一起到超
市、市场进行观察，并收集各种各样的
面条：细长的水面、宽宽的面块、厚厚的
刀削面、五颜六色的蔬菜面等，举办了

“面条博览会”。孩子们通过自主阅读、
实地参访、上网查询、与家长交流，了解
并讨论梳理出制作面条的步骤和方法，
绘制出步骤图。接下来，制作面条开始
了，和面、擀面、切面、搓面、晒面、煮面、
调味、品面，把面条加工厂、面摊搬到了
教室。

鱼洞幼儿园的自主探究课程运用
灵活多样的实施途径，将孩子们的课堂
转移到大自然、社区、家庭……让活动
形式丰富多变，让幼儿更主动、更灵动。

鱼洞幼儿园的自主探究课程立足
本土化、生活化，还开发并构建了一系
列的园本课程：《好玩的水》《甜甜的糖
果》《哇、鹅卵石》《豆芽生长记》《机器
人》《瞧，桥》《影子的秘密》《探秘自行
车》《奇妙的蛋》《布的旅行》《重庆小吃》
《重庆火锅》……激发起幼儿对身边事
物的浓厚兴趣，让幼儿在积极探索、大
胆体验、主动合作、持续探究中不断发
现问题、解决问题，从而形成终身受益
的学习品质。教师也从关注幼儿的“学
什么”向“怎么学”转变，从重视幼儿的

“学习结果”向“学习过程”转变，真正成
为幼儿自主学习的观察者、支持者、引
导者，实现了以“幼儿为主体”的课程改
革。

据了解，为开发建构基于幼儿问题
的自主探究课程体系，鱼洞幼儿园从本
土出发，因园制宜，选择适宜的课程实
施路径和方式，在不断地发现问题、解
决问题的过程中，培养孩子自主探究的
精神。接下来，鱼洞幼儿园将继续追随
幼儿的经验与发展，不断总结课程建设
实践的经验，系统地计划和组织多种形
式、生动有效的教育活动，让孩子们置
身于课程当中，尽享童年的快乐。

何霜 张骞月
图片由巴南区鱼洞幼儿园提供

让孩子站在活动正中央
——解读巴南区鱼洞幼儿园自主探究课程

孩子们快乐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