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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月 26日上午，台州职业
技术学院玉环分院授牌仪式在中等职
业技术学校举行。市委书记、市长吴
才平和台州职业技术学院院长章伟为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玉环分院的成立授
牌，台州职业技术学院玉环分院院长
项喧和市教育局局长陈海鸣接牌。台
州市教育局党委委员林鉴兵，市领导
杨良强、胡载彬、王超共同见证了这一
时刻。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玉环分院将在
明年开始正式招生，标志着我市将开

始拥有高等院校，玉环学子可以在家
门口圆大学梦。

随着台州职业技术学院玉环分院
的成立，院地双方将围绕人才培养、科
技研发、社会服务、文化传承等领域开
展广泛合作，协同提升产业从业人员
的综合素质和科研水平，为玉环加快
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打造工业强市注
入新动力。

授牌仪式后，举行了玉环职业教育
发展研讨会。会议以“推动玉环职业教
育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旨在能深度剖析

当前职业教育变革的特征和趋势，积极
探讨在台州职业技术学院玉环分院成立
的背景下，如何进行专业建设和产教融
合，共同谋划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策
略路径，奋力开创玉环职业教育工作的
新局面。

会上，台州职业技术学院、嘉兴南
洋职业技术学院、浙江长征职业技术学
院、横店影视美术学院、温州职业技术学
院、嘉兴学院等高校领导为玉环职业教
育问诊把脉，献言献策，分享智慧。

近年来，玉环实施职业教育质量

提升行动，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推
动职业教育学校与省内外高校、企业
开展“校院合作”“校企合作”等方面作
了大量有效的探索和实践。

据悉，投资 13亿元启动玉环市中
等职技校迁建工程，预计 2021年 9月
全面投用，建成后可容纳 6900名学生
就读。

本次玉环职业教育发展研讨会由
陈海鸣局长主持，我市行业协会负责
人、企业代表、成技校校长等参加会
议。 （褚长勇 潘阳滨）

在家门口就能上大学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玉环分院正式成立

本报讯 今年，我市高考在台州市9
个县（市、区）中实现了4个第一：全市一
段率第一；清华、北大录取总数第一；复
旦、交大录取总数第一；玉环中学在台
州市同类学校一段上线率第一。

8月15日下午，市委副书记阮聪颖
带队来到玉环中学，对 13名 2019年高
考优秀学子进行表彰慰问。同时，被
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录取的朱宇辰
（北京大学）、陈可欣（北京大学）、郭礼
荣（清华大学）3位优秀学子分别接受
浙江硕源教育基金会颁发的“英才
奖”，奖金每人各2万元，被复旦大学和
上海交通大学录取的潘隆楠、潘浩楠
等10位优秀学子分别接受玉环上海商
会颁发的“浦江奖学金”，奖金每人各5
千元。市领导杨良强、胡载彬、王超、
吴玲芝参加颁奖仪式和座谈会。

今年，我市高考再创新高。一段
上线人数547人（不含艺体、三位一体、
自主招生），比 2018年增加 27人，一段
上线率为 28.49%，连续五年位居台州
市第一，实现“五连增”。其中，玉环中
学一段率达到80.5%，上线率连续三年
超过 80%，连续四年居台州市各校首
位，实现“四连冠”。

二段分数线方面，二段上线人数
为 989人，二段率为 53.46%，玉环中学
464人上线，二段率为99.6%；楚门中学
446人上线，二段率为88.5%；玉城中学
390人上线，二段率为 77.23%；坎门中

学 40人上线，二段率为 23.3%；实验学
校39人上线，二段率为19.17%。

截至8月初，全市各高中名校录取
情况也随之出炉。

玉环中学有 100多名学生被名校
录取，再创历史新高。其中，清华大
学、北京大学3人，复旦大学、上海交通
大学 10人，中国科技大学 3人，浙江大
学 19人，中国人民大学 2人，北京航空
航天大学 1人，中国政法大学 2人，中
国人民公安大学 1人，武汉大学 1人，

厦门大学 3人，南京大学 1人，四川大
学 1人，南开大学 1人，中山大学 1人，
湖南大学2人，山东大学5人。

楚门中学学生中，华东师范大学1
人，华东理工大学1人，上海大学1人，哈
尔滨师范大学1人，海南大学1人，西安
外国语大学1人，华东师范大学1人。

玉城中学学生中，四川大学 1人，
北京化工大学 2 人，中国地质大学 1
人，华南农业大学1人、上海体育大学1
人，石河子大学1人。

坎门中学学生中，天津美院 1人，
浙江财经大学1人。

实验学校学生中，宁波大学1人，中
国计量大学1人，中国美术学院1人。

天道酬勤，春华秋实。在此，向取
得优异成绩的学子表示热烈的祝贺！
向付出辛勤努力的教职员工致以崇高
的敬意！同时也衷心感谢市委、市政
府领导的重视和肯定！感谢各位家长
及社会各界人士对教育的关心和支
持！ （齐婉宁 潘阳滨）

13名优秀学子荣获“英才奖”“浦江奖学金”

今年玉环高考交出一份亮丽的成绩单

本报讯 日前，一场别开生面的英
语教学交流会在玉环市举行。

来自欧洲首个“一带一路”研究中
心——匈牙利罗兰大学的知名“洋教
师”，上门为玉环市的中学英语教师们
开展教学培训。

这场培训缘于玉环与欧洲首个
“一带一路”研究中心签订的一纸协
议。今年6月初，在匈牙利罗兰大学中
国关系部主任、“一带一路”研究中心
副主任、玉环籍华侨叶秋月博士和玉
环侨务部门的共同牵线下，玉环市教
育局、玉环教师进修学校与匈牙利罗
兰大学“一带一路”研究中心正式签订
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匈牙利罗兰大
学“一带一路”研究中心将定期外派学
校专家到玉环，开展中学英语教师综
合素养提升常态化培训，着力培养教

师教学研究能力，努力造就具有国际
视野的英语名师。

当天，来自玉环各学校的 30多名
中学英语教师，被分为5组围坐在圆桌
旁，两名“洋教师”从我是谁、如何教等
方面引入，轮流上讲台进行全英文授
课。课堂上，英语教师们有的用笔记
录要点，有的积极回答问题……课堂
氛围格外活跃。

此次教学培训为期5天，罗兰大学
“一带一路”研究中心特派中东欧教师
培训专家、罗兰大学两位英语系教授
来玉环授课，一位侧重教学方法，另一
位侧重词汇和文化。

“东方的课堂注重老师教授学生
知识，而西方则更注重于独立、批判性
思考，现在我们想作出些许改变，将两
种课堂特点融合，让老师们都有所感

悟。”其中一位教授是纽约人，定居匈
牙利25年，这是他第一次来中国，他说
能为玉环的英语教师们培训让他感到
十分荣幸。

张蓉娟是玉环实验中学的一名英
语教师，从教20多年来，她参加过不少
培训。“这是玉环第一次邀请国外教授
来上课，全英文授课对我们英语老师
来说是一次很好的锻炼。”张蓉娟笑着
说。

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乘
着“一带一路”的东风，近年来，玉环高
度重视教师培训，深入开展“致远计
划”。3年来共有31位教师（校长）参加
海外、境外研修，15位参加国外访学交
流，为“走出去”积累了经验。此次与
罗兰大学合作，则是“请进来”的有益
探索。

“罗兰大学成立了‘一带一路’研
究中心后，我们就在中匈两国教育文
化方面不断创新合作方式。印象中国
内有很多教师培训，但每年能出国访
学交流的教师少之又少，所以在侨务
等部门的牵线下，我就想到把外教请
进‘家门’。”玉环海外乡贤叶秋月表
示，目前河北等地的中学也有意向与
他们合作办班，她想以玉环为试点，借

“一带一路”东风，将优质的国外师资
不断“输送”进来，逐步将中外合作的
教师培训模式推向全国。

据悉，匈牙利罗兰大学“一带一
路”研究中心成立于 2016年 10月，是
海外首个专门从事“一带一路”研究的
机构。该中心专门组建了“丝路研究
小组”，重点研究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
政治、经济、文化等。（曹思思 潘阳滨）

玉环“牵手”欧洲首个“一带一路”研究中心

请“洋教师”上门授课

本报讯 消防设施怎么查？“守门人”怎么做？食堂
卫生怎么管？

近日，市教育局正式发布《玉环市中小学幼儿园风
险防范体系》“1+3”规范管理图解丛册。

这是我省首部地方性学校安全管理规范图解丛
册，明确规范了校园消防安全、食堂卫生、保安履职等
日常管理工作。

我市教育行业标准“1+3”安全管理规范图解是根
据《消防法》、《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
《浙江省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防范工作实施细则》等法规
条例进行编图设计，历时近6个月。

在市公安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消防救援大队
等部门通力合作、严格审核指导下，编制完成了《校园
安全风险防控清单汇编》和《消防管理规范图解》、《保
安管理规范图解》、《食堂管理规范图解》等丛册。

据初步统计，我市已发放 6000余册市教育行业标
准“1+3”安全管理规范图解至全市各大中小学幼儿园。

拿到《保安管理规范图解》，城关中心小学保安李
健发饶有兴趣地阅读。他说，图解手册里详细写到保
安日常工作着装、校内巡逻规范动作、警械器材的使用
等内容，还配了说明图，细节详尽，一目了然，简单易
懂，平时也会拿出来多看看、多学习。

“校园食品安全，责任重于泰山。”玉城中学食堂工
作人员张桥表示，今后将充分利用《食堂管理规范图
解》，挖掘问题隐患，整改落实到位，做到不留死角盲
区，做好校园食品安全保障工作。

市教育局安全监督管理科负责人吴德章表示，通
过规范图解，使学校主体责任、岗位责任落实更加清晰
化，安全管理更加具体化、制度化、规范化，同时也使学
校关键岗位人员能够对标对图、精准施策，扎实推进校
园风险防护体系建设，日常安全管理做到防范于先、有
理可依，一定程度上弥补校园安全隐患排查专业人员
力量不足问题。 (张莺莺 刘斌辉)

校园安全有章可循
市教育局编印浙江首部地方

性学校安全管理规范图解丛册

本报讯 9月12日下午，全
市教育系统“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在市教
师进修学校召开。参加本次
会议的人员有：教育局机关、
教研室全体人员；各市属学
校、中小学、成技校、公办幼儿
园校（园）长、书记；民办学校
联合党委及下属支部书记；还
有市委主题教育巡回指导组
领导、市财政局二级调研员郭
显银同志。

会上，市教育局党委书
记、局长陈海鸣传达学习了全
市主题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并
部署教育系统主题教育工
作。他指出，要立足更高站
位，充分认识主题教育的重大
意义。一是要充分认识到，开
展主题教育是推进全面从严
治党向纵深发展的重要抓
手。二是要充分认识到，开展
主题教育是加快推进教育优
质均衡发展的实际需要。三
是要充分认识到，开展主题教
育是激发党员干部干事创业
的内生动力。

陈海鸣强调，要准确把握
精神，坚决落实主题教育的任
务要求。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在这个时刻开展这次
主题教育，意义重大，影响深
远。全市教育系统各级党组
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准确把
握主题教育的内容和要求，牢
牢把握主题教育总要求，广泛
动员部署、深入学习研讨、紧
密联系实际、解决实际问题。
一是要加强组织学习，二是要
认真查摆整改，三是要推进中
心工作。

最后，陈海鸣要求校长书
记要精心组织领导，切实提高
主题教育的效果质量。要抓
好“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
问题、整改落实”各个环节，以
认真负责、严谨细致的态度和
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
推动主题教育扎实开展、取得
实效。

市委主题教育巡回指导
组领导、市财政局二级调研员
郭显银同志对教育系统“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
动提出了三方面的意见。一
是要瞄准目标要求，推动主题
教育活动落地落实落细。二
是突出抓好工作部署，以主题
教育活动凝聚教育高质量发
展强大动力。三是力戒形式
主义，以更好的作风达到更好
的活动效果。

会议由市教育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梁永红主
持。 （丁国华）

又讯 全市各级各类学校在基层党支部的组织安
排下，分别以单独召开、联合召开等多种形式有效落实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如海山学校与
城关中心小学联合召开动员会，玉城培训机构联合党
支部、坎门学前教育联合党支部等均以党支部为主体
组织成员单位联合部署主题教育工作。市教育局党委
成立巡查指导组，局机关党员干部深入基层学校进行
一对一、全覆盖巡查指导。截止9月15日下午，全市教
育系统89个学校党支部如期完成主题教育动员部署工
作，高质量推动主题教育往心里走、往实处抓，全覆盖
实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程子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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