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袁我国首次设立中职国
家奖学金遥 同年 12 月底袁教育部尧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了
2018要2019 学年度中等职业教育
国家奖学金获奖学生名单遥

国家给中职生的一份大礼
2019 年 9 月袁教育部尧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尧财政部制定叶中等
职业教育国家奖学金评审暂行办
法曳袁明确中职国家奖学金由中央财
政出资设立袁用于奖励中职学校渊含
技工学校冤 全日制在校学生中特别
优秀的学生遥每年奖励 2 万名学生袁
奖励标准为每生每年 6000 元遥

根据教育部网站公布的名单袁
全国 31 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及 5 个计划单列市袁 共有 19915
名中职学生获奖遥

此次中职国家奖学金的设立袁
强调对野优秀冶的奖励遥 根据评审暂
行办法袁由学校提出本校当年中职
国家奖学金获奖学生建议名单袁此
后还要经过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尧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及国家中
职奖学金评审委员会的评审遥

奖学金砸出野斜杠冶青少年
野文武双全冶是很多人对此次

获奖中职学生的评价遥 按照规定袁
申请奖学金的学生袁学习成绩排名
应位于年级同一专业前 5%遥 学习
成绩排名位于年级同一专业排名
未进前 5%袁但达到前 30%且在道德风尚尧专业技
能尧社会实践尧创新能力尧综合素质等方面表现特
别突出的袁也可申请国家奖学金遥

从各地举办的颁奖活动和获奖学生事迹介
绍看袁的确涌现出一大批知识与技能并重尧品学
兼优的学生袁甚至还有不少多才多艺的野斜杠冶青
少年袁展现了中职学子的出彩人生遥

姚江辉的同学尧 海宁职高学生张振海袁2019
年获得了巴塞罗那世界轮滑锦标赛青年男子组
1000 米的冠军遥 在训练占用大量时间的情况下袁
他弹性学习袁成绩保持中上等袁通过安全管理员
考试袁拿到了相应等级证书遥同时袁张振海还热心
公益袁先后到新疆沙雅县尧四川凉山州等地为当
地孩子免费教授轮滑技能袁被评为全国野最美中
职生冶袁入选浙江教育新闻年度人物遥

职业教育是发挥特长的沃土
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研究员姜

大源说院野中职是实体经济急需的一线青年劳动
者不可替代的培养基地遥 冶

贵州省黔南州龙里县中等职业学校校长王
应彬说院野在我们这里袁职业教育真正发挥着耶职
教一人袁就业一个袁脱贫一家爷的作用袁贵州耶对中
职厚爱一分爷袁中职内涵提升计划刚刚结束袁最新
出台的 叶贵州省职业教育兴黔富民行动计划曳中
提出将启动实施耶中职强基工程爷遥 冶
野现在袁随着国家职业教育改革顶层设计的变化袁
中职生也有了更大发展空间袁 不用再担心接受
耶断头爷教育遥冶王小林告诉记者袁浙江省正在进行
中本贯通人才培养探索遥而北京劲松职业高中学
生赖欣蕊袁则准备通过高职单招考试继续就读高
职遥 高靓

省教育厅专题部署全省教育系统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1 月 21 日袁省委教育工委尧省教育厅召开专题会议袁传达学习全国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和全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会议精神袁研究部署全省教育系统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遥 洪晴

教育部部署加强寒假期间校外培训机构管理工作
教育部办公厅日前印发叶关于加强寒假期间校外培训机构管理工作的通

知曳袁要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加强巡查监管力度袁联合市场监管尧公安尧消防等
部门袁在寒假前对行政区域内培训机构专门开展一次排查袁并在寒假期间不
定期重点巡查培训机构集中的热点区域袁 一旦发现培训机构无证无照经营尧
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尧超前超标培训尧加留作业等违规培训行为袁坚决予以严肃
查处遥

通知强调要严防培训机构卷钱跑路问题袁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联合市场
监管尧金融尧公安等部门袁加强对培训机构预收费的管理遥 同时袁加强对培训机
构资金使用情况的管控袁提前制定工作预案袁如发现培训机构资金流异常袁要
果断采取措施袁防止机构突然跑路袁伤害群众利益遥 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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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增启用金都大道部分路段电子监控抓拍设备的公告
为加强我市城区道路二轮车分道行驶管理,有效预防道路交通事故袁我大

队在金都大道部分路段新增启用电子监控抓拍设备袁对两轮车违反分道行驶
进行抓拍取证袁根据叶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曳第三十九条之规定袁
现公告如下院

一尧设置地点院金都大道市政府门口至英才学校路段机动车道遥
二尧抓拍违法行为及处罚依据院两轮摩托车渊含超标电动车冤未按分道

行驶遥 依据叶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曳第九十条尧叶江西省实施<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曳第八十五条第一项尧叶赣州市城市道
路车辆通行管理规定曳第四十条之规定袁处 100 元罚款记 2 分袁交通违法代
码院1208遥

三尧启用时间院2020 年 2 月 2 日 0 时
瑞金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2020 年 1 月 24 日

关于恢复瑞金中心城区大货车夜间通行的公告
为进一步提升我市道路交通管理服务工作袁保护桥梁安全袁维护道路交通安全尧

畅通尧有序袁调整瑞金中心城区渊瑞金大道以内冤大货车限行措施袁依据叶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曳第三十九条之规定袁现公告如下院

一尧恢复大货车夜间时段渊21:00-次日 07:00冤可以通行中心城区渊金都大道彩虹
桥尧红都大道瑞金大桥除外冤袁其余时段禁止大货车驶入中心城区遥

二尧城市配送尧工程施工等大货车需要进入中心城区的袁可向公安局交管大队申
办野大货车临时通行许可冶袁并按指定的时间和线路通行遥

三尧对违反规定的 ,城区电子监控自动抓拍袁并根据叶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曳第九十条尧叶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曳第八十七
条第一项之规定袁处 200 元罚款记 3 分渊交通违法代码院1344冤遥

四尧实施时间院2020 年 2 月 2 日 0 时起
瑞金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2020 年 1 月 24 日

进入新时代袁 随着人民群众享
受公平优质教育需求的日益迫切尧
立德树人目标任务的逐步清晰袁研
究把握师德师风建设的系统性尧整
体性尧协同性及其内在规律性袁就显
得愈发重要遥 此次出台的叶关于加强
和改进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的意
见曳将尊重规律作为重要原则袁让师
德师风建设置于教育规律之下尧置
于人才成长发展规律之下袁 并与此
前出台的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
理办法尧 新时代教师职业行为十项
准则一起袁 构成完备的师德师风建
设制度体系袁 为基层推进师德师风
建设指明目标路径袁提供实践依据遥
基层教育部门和学校在贯彻落实
叶意见曳的过程中袁应该按照文件研

制的基本原则和主要精神袁 充分把
握教育规律尧职业发展规律尧师德师
风建设规律袁 切实担起教师思想政
治建设和专业化成长以及师德建设
生态营造的重任遥

尊重教师成长发展规律袁 强化
教师职业道德建设遥 师者本身即是
教育袁 教师的首要成长应为职业道
德的成长遥 习近平总书记对教师提
出 野三个传播者冶野三个塑造者冶野四
个引路人冶野四有好老师冶 等一系列
具体要求袁 其核心就是明确教师职
业道德的基本标准遥 叶意见曳充分尊
重教师成长规律袁 进一步明确教师
职业道德建设的基本路径遥 一是立
足课堂这个主要阵地遥 叶意见曳明确
要求广大教师充分发挥课堂主渠道

作用袁 真正做到以心育心尧 以德育
德尧以人格育人格袁最终实现在教育
教学中提升师德素养的目标遥 我们
将教育和引导教师敬畏教育教学规
律袁摒弃尧修正不当的教育认知与行
为袁寻求野解惑前置冶的教学之道袁不
断向课堂教学革命的深处探索袁野让
教育成为教育冶野让课堂成为课堂冶袁
在学生管理尧 教育教学上真正为学
生着想袁 真正符合教育教学规律和
青少年成长规律袁切实回答好野怎样
培养人冶的问题遥 二是强化典型这个
榜样示范遥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
没有英雄袁 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
没有先锋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院榜样
的力量是无穷的遥 我们将按照 叶意
见曳要求袁不仅自觉学习卫兴华尧于
漪尧高铭暄等时代楷模袁更要注重发
现和宣传基层学校一线教师中的先
进代表和典型袁通过各种宣传方式袁
用身边人感动身边人袁 真正让教书
育人典型立起来尧亮起来尧学起来遥
三是划出底线这个雷池禁区遥 野心有
所戒袁方能行有所界冶遥 叶意见曳既注
重高位引领袁又划定底线要求袁教育
引导教师坚守底线袁不越野红线冶袁同
时明确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曳尧
新时代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等系
列文件是师德建设的纲领性文件遥
我们将认真学习有关法律法规袁心
存敬畏尧心有敬仰袁坚决贯彻野法定
职责必须为尧法无授权不可为冶的法
治思维袁推动师德建设走上常态化尧
规范化尧法治化轨道遥 陈欣

绎为促进家校教育融
合袁 提高学生家长家庭教
育能力袁 促进学生健康成
长袁 井冈山小学积极组织
全体教师开展 野万师访万
家冶活动遥 在家访过程中袁
教师们对学生的假期学习
进行了具体的指导袁 并强
调了假期孩子的饮食尧交
通等安全问题遥 廖丹丹

绎农历新年来临之际袁
瑞金二中全体干部分组到
退休教师家慰问袁 给他们
送去慰问金和新年的美好
祝福袁 祝愿他们都能安享
晚年遥 燕玲

让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回归教育本质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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