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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见证教育的无限可能……
Education Guide

奋进新征程 再上新台阶
2021年四川省两会特别报道

四川省自“十三五”时期实施产

学研用协同创新工程以来，对促进创

新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尤其是成

都、宜宾两地成效显著。但是，在产学

研用融合上也还存在法规政策不完

善、规模效益不高、创新发展成果不

多等问题，导致在一些重要领域里产

学研用融合不深、推进缓慢，科研成

果的本地转化不足。

我国“十四五”时期要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

新常态，牵住科技创新牛鼻子，加快

创新成果转化。在推进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国家战略实施的背景下，

如何以此为契机，促进两地产学研用

深度融合？在省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

上，省政协教育委员会提交了集体提

案，就此提出建议。

一是出台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产学研用融合的法规政策。要推

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学研用融

合发展，就要有适合的法规政策给予

引领和保障，为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划

出“能为”与“不能为”的红线（如推进

科研实体、职业院校混改的指导意见

等）。省政协教育委建议，川渝有关部

门应在国家现行法规政策框架内，结

合区域实际尽快协调一致，出台推动

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地方法规和激

励约束政策。

二是形成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产业协同发展格局。两地要从顶层设

计、政策供给、要素配置、利益协调方

面发力，促进两地产业融合发展。适

时发布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协

同发展规划、产业发展支持政策，补

短板、强优势，培育拳头产业，构建产

业协同发展机制，不断培育和引进能

够承接科技成果、创新成果转化的现

代产业企业。

三是建立两地产学研用人才培

养合作与常态化交流机制。大力支持

服务区域重点领域产业发展的高校、

科研院所建设，建立产学研用人才培

养合作与常态化交流机制，使双方在

产学研用人才培养、吸引留用和交流

使用方面深化合作、迭代升级。

四是建设两地各类产学研用融

合平台。川渝两地共同搭建支撑产业

发展的科技创新、应用创新、产教融

合服务平台，引领和鼓励两地院校、

科研院所、各类企业积极参与，实现

优质资源共享，充分发挥平台作用，

持续激发相关各方的创造性和主动

性。

五是构建两地产学研用协同创

新联盟体系。成立涉及具体领域的推

动两地产学研用融合的各类联盟，构

建起充分体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特色、涵盖重要领域、参与广泛的产

学研用协同创新联盟体系，有利于实

现以点带面、全面融合的区域经济发

展新格局。

为增强技术技能型人才吸引

力，我省制定实施了一系列激励措

施，举办三届“四川工匠杯”职业技

能大赛，2018年、2019年连续两年评

选和表彰来自全省各地的杰出工人

代表为“四川工匠”，不断优化环境

氛围。但是，大家认为，这些工作成

效大多只体现在“圈子内”，社会影

响力并不大，人民群众知晓职业技

能比赛、市（州）工匠和四川工匠评

选的寥寥无几。

为此，省政协教育委在省政协

十二届四次会议上提交集体提案，

建议设立“四川工匠日”，每年定期

开展社会影响力大、参与度高的技

术技能竞赛、工匠评选，集中一天来

召开表彰大会，向全社会宣扬工匠

作用和先进事迹，开展宣传周等系

列活动，提升技术技能人才的社会

认同度和影响力。

同时，要建立健全技术技能人

才评价激励机制，在落户、用人制度

和经济待遇等方面同等对待各类人

才，大力提升技术技能人才社会地

位和经济收入。要把工匠精神教育

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坚持把工匠精

神教育作为重要内容来安排部署，

强化从幼儿抓起、从观念抓起、从细

节抓起的教育思路，重视劳动教育

这个重要途径，把工匠精神融入各

层次、各阶段教育之中。

“刚刚期末考试完，孩子们的平均

成绩提高了 10 多分！”“我们学校的数

学平均分提高到了 85 分。”“平均分 60
分 以 上 的 科 目 从 3 个 增 加 到 7
个。”……1月30日，成都师范学院在西

昌举行“一对一”精准帮扶布拖县2020
年度总结会，布拖县的校长们纷纷向

成都师范学院的专家团队报喜。

“才半年时间，我们也没有想到会

有这么大的收获。”布拖县龙潭镇中心

校校长李正龙动情地说：“现在学生和

老师都更有信心了。”

2020年6月，教育厅针对凉山州未

摘帽县专项启动“一对一”精准帮扶提

升工程，成都师范学院作为承训院校之

一，对口帮扶布拖县。去年11月，四川省

政府批准布拖县、金阳县、昭觉县等7县

退出贫困县序列，该工程仍继续实施，

成都师范学院的专家团队也没有止步，

继续奔走在布拖县的大山深处。

以周为单位推进帮扶

从成都到西昌有430多公里，从西

昌到布拖县又有110多公里，而即使到

了布拖县城，离最远的合井乡中心校

还有80多公里。光是从距离来看，哪怕

成都师范学院的专家一大早从成都出

发，最快也要晚上八九点钟才能到达

目的地。

“半年多时间里，我们组织了近 50
批次的调研、送教、培训等线上线下活

动，共有专家近200人次走进布拖县的

各个校园，为当地教育发展献智献

策。”成都师范学院教师培训管理中心

主任李德树告诉记者。

2020年7月，成都师范学院的专家

团队第一次来到布拖县，一行 29 人分

赴交际河片区9所学校实地调研。当年

9月，成都师范学院协同教育部专家组

成员进一步诊断当地学校情况；10月，

学院“一对一”精准帮扶布拖县项目进

入全面实施阶段，各种教育教学培训

活动陆续开展，并在接下来的两个月

持续推进。

“按照‘半年见效，一年达标，两年

固本’的总体工作思路，我们以周为单

位推进帮扶工作。”李德树2020年下半

年的行程，排得满满当当，在他看来，

学校是举全校之力来支持这项工作。

凉山州“一对一”精准帮扶提升工

程启动后，成都师范学院随即成立项

目领导小组，学校党委书记和校长挂

帅任组长。在具体帮扶过程中，学校更

是充分利用校内专家资源，教育学院、

音乐学院、体育学院等院系都直接由

书记、院长带队赴布拖县开展帮扶。

与此同时，该院也积极与教育部

专家组对接，并协同成都市玉林小学、

成都高新滨河学校等6所优质中小学，

形成强大的帮扶合力。

合井乡中心校是离布拖县城最远

的学校之一，看着成都师范学院的专家

们翻山越岭来到学校，布拖县教师发展

中心主任廖加平感慨：“这么多、这么好

的专家，能从省上赶来讲示范课，还是

合井乡中心校建校以来的第一次。”

突破难点狠抓课堂教学

在第一次前往布拖县的调研中，

成都师范学院专家组发放了 600 余份

问卷，访谈教师、学生及其家长、乡镇

干部 150 余人次。在翔实摸底后，专家

组发现，学校管理效能不高、教师教学

技能单一、学生基础薄弱……都是摆

在眼前的难题。

如何打破当地教育发展困局，真

正帮到实处，是成都师范学院的专家

们必须思考的问题。

“课堂教学不仅是提高教学质量

的关键，也是一所学校运行的核心环

节。”成都师范学院“一对一”精准帮扶

布拖县项目首席专家、教授郭平说：

“基于当地学校的实际情况，在前期的

帮扶工作中，我们把课堂教学作为一

个狠抓的着力点。”

为提升当地教师的教学水平，成

都师范学院采用同课异构、说课议课、

教研活动、专题研讨、专题参与式活动

等多种方式，为布拖县交际河片区的

一线教师助力。

听说龙潭镇中心校教师胡正英要

外出上展示课，成都师范学院教授熊

艳和成都市实验小学正高级教师张速

利用自己的国庆假期，到布拖县为她

现场指导。“从初稿到修改稿再到设计

稿，两位专家老师帮着我一遍遍打

磨。”胡正英回忆，“最后我感觉自己都

换了一个人似的。”

国庆过后，胡正英站上展示课的

讲台，将《妈妈睡了》一课声情并茂地

呈现出来，获得一致好评。回到学校

后，她还常常给同校的其他老师支招。

“半年来，改变最大的就是教师们

的观念。”合井乡中心校校长保机老米

谈道：“以前老师们在学校更多就是说

教，现在大家也都意识到了课堂要由

教师为中心转变为以学生为主体。”

除了新观念，新的卫生习惯、新的

课外兴趣活动……很多布拖县交际河

片区的孩子们以前并不知晓的事物，

渐渐出现在了他们面前。

“除了课堂教学，我们还着力于校

长的管理能力提升、学生的生活习惯

培养、学校特色发展等各个方面。”郭

平说，“希望能形成好的氛围，为学校

发展构筑良好的教育生态。”

更好地托举教育“希望”

“你们长大后想做什么？想不想去

山外面的世界看一看？”成都师范学院

副教授阳雪梅在一次送教的课间，被龙

潭镇中心校的一群学生围住，孩子们热

情地回答她的问题。阳雪梅忍不住感

慨：“孩子们的眼神里有光，有梦！”

成都市玉林小学教师燕丽在包谷

坪中心校上数学示范课，下课之后，一

名学生拉住她，悄悄地说：“谢谢老师，

这一节课上我第一次找到了自信！”这

让燕丽热泪盈眶。

交际河中学去年有了自己的合唱

队，一次编排结束后，学生拉着即将上

车返程的老师，真诚地说：“老师，不要

走，请再多留几天。”

…………

在帮扶过程中，动人的瞬间常常

发生，帮扶专家们一致感受到：布拖的

孩子们，都有着对未来的憧憬。

这学期期末考试结束后，学生的

成绩明显提升，这让布拖县交际河片

区的师生们尤为高兴。“成绩并不是我

们帮扶的最终目的。”李德树说，“我们

更希望看到的是当地老师和同学们因

此而树立起来的自信心。”

将帮扶的交际河片区打造成教师

发展的示范区，以点带面推动区域教

育的整体发展，这是成都师范学院的

帮扶蓝图。因此，除了帮扶片区内的 9
所学校外，成都师范学院还指导了布

拖县“十四五”教育发展规划的编制、

县级教师发展中心的建立健全等工

作，承担引领县域教育发展的重任。

“都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在李德树看来，“我们的帮扶原则也将

逐渐由‘成师做，布拖学’转变为‘布拖

做，成师帮’，积极发挥布拖教育行政

的主体作用和片区学校主阵地作用。”

接下来，“一对一”精准帮扶提升工

程还将继续推进，成都师范学院的专家

们也将继续行走在精准帮扶的路上。有

了半年多的扎实基础，李德树现在有了

底气，“希望能早日实现布拖孩子从‘有

学上’到‘上好学’的重大转折，更好地

托举起民族地区的教育梦想。”

建议设立“四川工匠日”

本报记者 倪秀 整理

“孩子们眼神里有光、有梦！”
——成都师范学院“一对一”精准帮扶布拖县教育见成效

■ 本报记者 葛仁鑫 文/图

成都师范学院专家阳雪梅和龙潭镇中心校的孩子们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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