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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韩宇雯） 记
者近日从市教育局了解到，为进一
步提升校外培训机构治理能力，
促进我市校外培训机构诚信办
学、规范发展，全市校外培训机
构信用等级评估工作将于2021年
起实施。

评估指标满分100分，包括
办学条件、办学质量、学校管
理、规范办学、社会服务等五项内
容。凡办学满2年及以上，连续2
个年度检查结果合格，自评70分
及以上的培训机构均可自愿申报。
市教育局每年对初评或提升信用等
级的培训机构开展一次评估，通过
评估的培训机构将被授予余姚市
校外培训机构星级诚信办学单位

称号。
信用等级采用分项累计百分

制由低到高依次评定，评定结果
实施动态管理，分为三星级、四
星级和五星级三档，评定分值70
分至79分（含）为三星级，80分
以上至89分（含）为四星级，90
分以上为五星级，自 2021 年开
始，评定结果有效期为五年。对于
已获评2019—2020年相应星级的
培训机构，有效期延至2023年。
评星后如发现培训机构有违规办
学行为、不符合相应等级要求
的，采取降星或摘星方式进行处
理。

按照“属地管理”和“谁主
管、谁负责”的原则，市教育局对

申报等级的培训机构进行评估。四
星等级及以下的，由市教育局根据
评分情况进行直接评定；申报五星
等级的，市教育局初评后向宁波市
教育局推荐参评五星等级的培训机
构，由宁波市教育局或委托第三方
组织复查和认定。市教育局将对评
定结果进行公示，对公示无异议的
培训机构，由市教育局负责发文公
布。

市教育局要求，要思想重视，
精心组织。对于新一轮的培训机构
信用等级评估工作，各培训机构在
思想上要高度重视，结合“信用宁
波”建设，加强宣传教育，把开展
评估工作作为加强和促进培训机构
信用建设、规范发展的重要举措。

同时，要按照评估指标内容，严格
把关，规范程序，公平公正地做好
评估工作。

要以评促建，提升内涵。各
培训机构要积极参与评估工作，
把自评、申报、评估等过程作为
完善各项制度、提高办学水平、
提升社会声誉的良好契机，认真
全面对照评估指标体系，不断改
进日常管理，促进自身规范健康
发展。

要示范引领，发挥效应。获
评星级的培训机构要自觉维护星级
荣誉，进一步规范办学、诚信办
学，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在行业
内起到示范引领作用，为树立良好
的行业形象作出积极贡献。

校外培训机构
信用等级评估明年起实施

■本报通讯员 吴淑飞

红墙黛瓦，绿草茵茵，日前，
宁波市中小学名班主任工作室第四
次联合活动在市姚江中学举行。宁
波市徐小红名班主任工作室、王飞
名班主任工作室、石晓为名班主任
工作室、沈文龙名班主任工作室、
吕霞飞名班主任工作室的成员们相
聚在这里，聆听全国知名教育专家
李镇西教授的教育故事，与名家名
师一起探寻爱心教育的真谛。

报告厅的屏幕展示着每一位教
师不停追问的问题：究竟什么是好
的教育？李镇西教授的回答是：好
的校园就是好的教育！那么，怎样
的校园才是好的校园？李镇西教授
的回答是：儿童视角。在场教师欣
赏着一帧帧儿童视角下的美丽校
园，心里逐渐清晰明朗：原来，教
育的真谛从来都不曾改变过……校
园是教育的载体，而老师是教育的
实践者，在李镇西教授看来，好的
老师就是好的教育。怎样的老师才
是好的老师呢？李镇西教授的回答
是：被学生依恋的老师！

“感谢李老师对我们的关心，
感恩李老师对年轻教师的厚爱！聆
听讲座后，我们更加懂得身为教师

要尊重孩子，读懂孩子，心中有孩
子才是最好的教育！您的语言幽默
风趣，会场常常响起雷鸣般的掌
声；您的歌声甜美舒畅，让人体会
到满满的幸福和快乐。更感人的
是，近三小时的报告一气呵成，李
老师没喝一口水！再次真诚地对李
老师说声‘谢谢’！”宁波市徐小红
名班主任工作室领衔人徐小红发自
内心地感慨。

“什么是好的教育”专题讲座
结束后，来自宁波市初中名班主任
工作室的9位年轻班主任纷纷上台
讲述自己的教育故事。

《孩子，你慢慢来》的讲述者
是鄞州区特教中心教师蒋岚。蒋老
师班上的男孩小潘喜欢发呆，眼神
不敢与人直视，总是不停地吃东
西，别人做游戏，他在吃；别人做
手工，他在吃。蒋岚和她的同事们
通过多种努力，最终帮助小潘从只
会吃蛋糕到尝试做蛋糕，从只会采
花到会种花，从不认识教室到会和
同伴一起坐公交车，从不敢与人直
视到愿意并开心地参与集体活动，
而且能大方地抬起头，对老师露出
笑脸。

宁海县潘天寿中学教师胡瑛分
享的故事是 《柔软，也是一种力

量》。人高马大的主人公小羽上课
迟到不说，还大摇大摆地进教室，
把书包“啪”一声扔在座位上，甚
至将钢笔尖对着老师。胡瑛立马转
变教育策略，联系家长，联系孩子
的小学老师，最后抛去所有的教育
技巧，用师爱感化学生。

宁波教育学院副教授陈全英评
析道：“师爱不仅仅是一种情感，
还是一种专业能力，包含了尊重、

理解、接纳学生，专业的认识、读
懂学生和严格要求学生三个层次。”

宁波外国语学校教师陈桑桑带
来的教育故事是 《被温暖着成
长》，讲述了一个学生从在教室捣
蛋、寝室捣蛋、实验室捣蛋到能清
理废纸、给时钟更换电池、修尺
子、找卫生工具、给绿植浇水等。
这位学生一点一滴的变化源自于年
轻美丽的陈老师春风化雨，教导有

方。
慈溪实验中学教师吕新辉分享

的故事是 《小马奔腾——从1500
米跑到百日冲刺》。故事中的小马
身体瘦弱，每次受了委屈就到操场
借跑步来发泄情绪。吕老师给小马
制定了校运会长跑“三年计划”，
第一年顺利完赛，第二年力争中
游，第三年跑了全校第二！中考
时，吕老师再次为小马制定计划，
他从年级350名一路追赶，最终顺
利考入慈溪市重点高中。

陆埠镇初级中学教师王小烨带
来的故事是《你感到“缺位”，我
给你“留位”》。班里的小刘同学
从一开始不愿意参加集体大合唱到
后来和大家一起出现在表演舞台
上，充分感受到自己在集体中的存
在感，这是王老师教育智慧和师爱
的体现。

宁波市第七中学教师林琼媛讲
述的是 《私人定制——爱玩的阳
阳》。阳阳从来不会主动表现自
己，连老师的劝说也像是打在棉花
上的拳头，让人深感无力。一次偶
然的机会，林老师没收了阳阳的漫
画本，并以此为契机对阳阳进行

“私人定制”的转化教育。
宁海县茶院乡初级中学教师叶

秀强带来的故事是《一路迷茫，一
路成长》。叶老师的迷茫来自他对
教育方法的不断探究和教育理念的
深入思考，年年带初三的他写下了
一段段带着思考的文字。

市姚江中学优秀班主任黄飞萍
带来的故事是 《“飞翼班”的发
型》。黄老师传递的教育理念是青
春的美好不在于外在修饰，而是内
在成长。在立规矩之前，要先帮助
孩子们懂得规矩的好处，这是她的
高明之处。

余姚市名班主任曹淑飞分享的
故事是 《暖语沟通，润心育人》。
从教路上，曹老师对于自己的教育
实践不断思考和研究，领悟到教师
的话可以伤到孩子，留下伤痕，也
可以慰藉孩子受伤的心，使伤痕愈
合。教育应该充满温度，暖语才有
好沟通，润心才能育好人。

一句句言犹在耳，一帧帧久久
不忘。浙江省名师名校长工作站李
涛教授评价说：“‘做有温度的教
育’体现了老师对学生的人文体
恤，教育的细节决定着教育的成
败。”她鼓励老师们用敏锐的眼光
观察学生身上的特点，书写出一个
又一个的精彩故事，使教育的真谛
落地生根。

聆听名家教育故事 探寻爱心教育真谛
——记宁波市中小学名班主任工作室第四次联合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张燕峰 记
者 韩宇雯）在刚刚过去的2020
年全国职校技能大赛改革试点赛宁
波市选拔赛中，余姚技师学院
（筹）学生参加智能家居安装与维
护、汽车机电维修、汽车车身修复
和工业机器人安装调试4个赛项并
获得佳绩。其中，智能家居安装与
维护、汽车机电维修获全市第二
名，汽车车身修复获全市第三名。
在全国人工智能应用技术技能大赛
浙江省选拔赛中，该校学生也揽获
浙江省第三名的优异成绩。

这些参赛者都是余姚技师学院
（筹）技能竞赛集训队成员。他们
放弃节假日休息时间，投入专业技
能实践；他们心怀梦想，时刻诠释
着工匠精神，相信身怀技艺就能赢
得未来。经过一次次比赛的洗礼，
他们逐渐成长为技能突出、能力全
面的优秀选手。

汽车机电维修赛项是基于汽车
维修企业常见维修项目而设立的，
由汽车故障诊断、汽车定期维护、
车轮定位、发动机机械拆装4个子
项目组成，比赛内容多，时间跨度
长，竞赛难度大，十分考验学生的
维修基本功。本次宁波选拔赛的比
赛内容于赛前一周发布，该校学生
庞伟在焦建和吴凯两位老师的指导
下，沉着冷静，在各子项目比赛中
发挥出色，锻炼了自己的场上应变
能力，为接下来的宁波技能大赛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

汽车车身修复赛项的比赛内容
包括门板修复和组合件切割、拼接
与焊接，向金勇同学从高一入学起
开始接触钣金项目，两年来，经过
刘艳飞和杨彤两位老师的悉心指
导，向金勇从高一比赛时的不知所
措到现在的冷静应对，此次试点赛
更是不畏强手、胆大心细，在门板

修复项目中有了亮眼的表现。
刘恒照、董科楠、刘成富参加

智能家居安装与维护赛项，他们的
任务是智能控制现代家居设备，包
括设备安装方案、程序结构设计、
安装与编程。比赛当天，三位参赛
者从早上8点开始进赛场，一直到
第二天凌晨才完成所有评比，这是
对选手专业技艺和体能的双重考
验。

除了学生在技能赛场上展示风
采，余姚技师学院（筹）教师也通
过各类技能比赛中提升自我。其
中，马高峰和张奕超两位老师组队
参加由省人社厅举办的浙江省“人
工智能应用技能”比赛，获得教师
组一等奖，接下来，他们将代表浙
江省参加全国赛；卢波老师参加第
一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浙江省“电
工技术”项目选拔赛，取得第二名
的优异成绩。从获得宁波市选拔赛
第一名，随后一路突围至省赛，其
间，卢波老师展示了其扎实的专业
操作技能；蔡碧健老师在第一届全
国职业技能大赛浙江省“电子技
术”项目选拔赛中摘得第三名，他
坚持理论和实践教学并重，前期在
全国说课大赛、指导学生竞赛中均
取得不俗的成绩。

据了解，余姚技师学院（筹）
坚持以赛促学，以大赛为抓手，组
织学生训练，培养技能大赛优秀选
手；坚持以赛促教，以技能大赛
促进教学模式的创新和教学水平
的提升；坚持以赛促改，通过比赛
及时了解掌握行业企业的新技术
和新要求，不断提升办学特色和办
学水平。“让学生学有所长、有技傍
身，为企业培养更多‘用得上、留得
下、有发展’的高素质技能工匠型人
才，我们永不懈怠！”该校负责人表
示。

余姚技师学院（筹）：

国赛宁波选拔赛获佳绩

本报讯（记者 韩宇雯）省教
育考试院日前发布消息，本周起，
民航招飞在全省范围内陆续展开，
中国民航大学、中国民用航空飞行
学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航
空航天大学飞行技术专业招生简
章现已发布。有志向逐梦蓝天的同
学，可留意相关条件和具体安排。

中国民航大学在我省的自招预
选初检时间为11月12日、13日，
校企合作招飞初选时间为11月21
日、22日，经报名、预选初检、
体检鉴定、确认有效招飞申请及民
用航空背景调查后，合格者在填报
高考志愿时报考中国民航大学飞行
技术专业。该专业为中国国际航空

公司、中国东方航空公司、中国南
方航空公司等委托培养单位订单式
培养飞行员。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招收
应、往届高中毕业生，培养方向为
中国东方航空公司、长龙航空公司
飞行员及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飞
行教师，宁波地区的初检时间为
11月14日。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航空
航天大学招收 2021 年高中毕业
生，宁波地区考生的报名初选时间
为11月21日、22日。两校飞行技
术专业均采用订单式培养，毕业后
进入航空公司从事民航飞行员职
业。

志在蓝天的同学请关注——

2021民航招飞陆续展开

图为李镇西教授作“什么是好的教育”专题讲座。

筑牢校园安全筑牢校园安全““防火墙防火墙””

①①

②② ③③

11 月 9 日是全国第 29 个消
防安全宣传日。连日来，我市各
中小学、幼儿园开展形式多样的
消防安全宣传和综合应急演练活
动，增强师生的消防安全意识和
紧急避险逃生能力。

图①为迪尼斯幼儿园的小朋
友变身小小消防员，用儿歌宣传
消防知识。 通讯员 王毅摄

图②为泗门镇中心小学紧急
消防疏散演练现场。

通讯员 谢烨 戴铁燚摄
图③为梁辉小学学生正在快

速有序撤离“火灾”现场。
通讯员 姚华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