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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新闻

公益力量在教博会上崭露头角
■ 本报记者 王勇

四项创新成果获“SERVE奖”

为最大限度调动教育界、企
业界、公益界参与教育创新的主
动性和积极性，促进优秀教育创
新成果交流共享，从第二届教博
会开始，组委会特别设立优秀教
育创新“SERVE 奖”，从是否具有
系统的解决方案（S）、成功的实
践案例（E）、 明确的标准规则
（R）、正确的价值理念（V）、服务
教育现实（E）等方面对教育创新
成果进行评估。

本届“SERVE 奖” 评选从

2019 年 9 月初开始， 历时两个
月，分为初评、复评、征信调查、
终评四个阶段。 教博会组委会组
织专家针对提交的 2000 余项成
果进行了初评， 遴选出 1248 项
成果进入复评；委托中国教育科
学研究院组织具有高级职称的
专家近百人完成复评；为保证入
选成果材料的真实性和科学性，
本届“SERVE 奖”评选增加了征
信调查环节，以保证入选成果经
得起实践检验； 终评委员会，在
充分讨论的基础上进行投票，最
终评选出 34 项优秀教育创新成
果（包括 SERVE 奖、SERVE 提
名奖）。

在获奖的 34 项创新成果中
有 4 项来自于公益组织。

百草园乡村教育发展与促
进中心研发的“百草园基地———
乡村闲置资源的改造与利用”项
目，联动乡村力量共同改造“撤
点并校”后的当地闲置校舍或村
活动室， 打造特色“百草园基
地”， 在基地内建设远程多媒体
教育室、 乡村儿童校外活动室、
乡村民俗文化展览厅等，并开发
相应规定课程，利用当地资源充
分满足当地需求。

上海远周青少年发展指导
中心秉持“任重道远，周以渡人”
的理念，从治理与预防两方面解
决未成年犯罪问题。远周针对 14
岁以下及 14-17 岁犯罪情节较
轻的未成年人，设计了完整的涉
罪未成年服务体系，构建了完整
的三大阶段六大课程体系，让未
成年人对犯罪行为说“不”。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
提供了标准化的梦想中心素养
教育服务体系。 融合硬件学习空
间、软件课程内容和教师培训的
标准化“梦想中心素养教育服务
体系”，包括“梦想中心教室”“梦
想课程”“梦想领路人”“梦想盒
子”四个相互支持的教育公益产
品和服务， 真正做到赋能教育
者，让教育者成为终身学习者。

北京慈弘慈善基金会“乡村
师生赋能计划”依托《健康与幸
福》课程体系，通过多级进阶式
教师培训、 一对一教师陪伴、同

课异构、赛课等多类教师教研体
系促进乡村教师建设专业发展
共同体，从而推动“健康与幸福”
课程的落地实施，实现满足儿童
社会情感技能发展需求和乡村
教师专业成长需求的双重目标。

《中国教育创新成果评估报
告（2019）》显示，公益机构教育创
新成果尽管数量不多，但往往目
标更加聚焦， 服务内容更加明
确，品质很高。

需要更多来自教育界的认可

在申报“SERVE 奖”的同时，
不少公益组织还通过参展、举办
论坛等不同方式从机制、服务对
象、社会影响力的形成、具体内
涵等多角度、多形式进行了展示
和交流。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
主办了“跨界赋能，多方联动”社
会力量主题论坛。 基金会创始
人、理事长潘江雪介绍了基金会
打造的梦想课程。

潘江雪表示：“对我们最为
艰难的是作为一家民间公益机
构， 学校是否落实梦想课程，我

们是没有任何硬约束机制的，如
何能够调动老师的积极性？ 主要
是看校长和老师本人的意愿。 ”

孩子们的学生生涯需要老
师作为人生的领路人，但是一个
好的领路人需要什么？ 需要一个
适宜的教育生态。“各级政府的
深度参与，是我们的项目可持续
发挥影响力的重要保障。 ”潘江
雪强调。

目前，真爱梦想已经跟全国
252 个区县政府和教育局合作，

“这是社会力量推动教育创新和
变革的有效方式。 ”

能够达到真爱梦想这种与
教育系统合作水平的公益项目
并不多。

《中国教育创新成果评估报
告（2019）》显示，通过问卷调查对
往届成果参展方及参展地区教
育实践工作者进行抽样调查后
发现，53.9%的教育工作者表示其
所在工作地区“只有少数好学校
开始购买与教育创新相关的服
务”，还有 19.8%的教育工作者表
示“没听说过哪所学校购买过类
似服务”。

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一方

面是教育系统购买社会服务能
力有限；另一方面，则是公益机
构与教育系统之间的沟通交流
远远不够。

对于教育类的公益项目来
说， 与教育系统达成共识与合
作无疑是项目推进和快速发展
的必要条件。 如何才能做到这
一步？ 自身专业是必须的，让教
育界了解、 认可这种专业性同
样重要。

正是认识到这一点，部分教
育类的公益组织开始积极参与
教博会，以展示自身的专业性。

“我们去年就参加了教博
会，不少学校通过教博会找到我
们合作。 ”山东省扶贫开发基金
会教育扶贫部部长杨婷婷表示，
今年他们带来了“快乐童年合唱
团”项目，并专门举办了项目介
绍会， 向参加教博会的校长、老
师进行了专门推介。

但总体来说，参与到教博会
中的公益组织与其他类型的机
构相比还是远远不够的，作为一
个整体，教育类公益组织需要投
入更大力量参与到教育行业的
各类活动中。

� � 近日， 教育部等 14 家部门
联合印发了《职业院校全面开展
职业培训 促进就业创业行动计
划》（以下简称《行动计划》）。

《行动计划》提出，到 2022
年，职业院校面向社会广泛开展
职业培训， 培训理念更加先进，
培训层次更加完善，培训课程资
源更加丰富，培训类型与形式更
加多样；政府引导、行业参与、校
企合作的多方协同培训机制基
本建立，培训能力和服务就业创
业能力显著增强；职业院校成为
开展职业培训的重要阵地，学历
教育与培训并举并重的职业教
育办学格局基本形成。 具体目标

包括：
1.职业院校年承担补贴性培

训达到较大规模； 开展各类职业
培训年均达到 5000万人次以上。

2.重点培育一批校企深度合
作共建的高水平实训基地、创业
孵化器和企业大学。

3. 建设一大批面向重点人
群、 学习内容和形式灵活多样的
培训资源库， 开发遴选一大批重
点领域的典型培训项目， 培养一
大批能够同时承担学历教育和培
训任务的教师，适应“双岗”需要
的教师占专业课教师总数 60%。

《行动计划》重点从广泛开
展企业职工技能培训、积极开展

面向重点人群的就业创业培训、
大力开展失业人员再就业培训、
做好职业指导和就业服务、推进
培训资源建设和模式改革、加强
培训师资队伍建设、支持多方合
作共建培训实训基地、完善职业
院校开展培训的激励政策、健全
参训人员的支持鼓励政策和建
立培训评价与考核机制等十个
方面提出了具体行动措施。

《行动计划》提出，鼓励职业
院校联合行业组织、大型企业组
建职工培训集团，发挥各方资源
优势， 共同开展补贴性培训、中
小微企业职工培训和市场化社
会培训。

鼓励职业院校积极开发面
向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农民
工、去产能分流职工、建档立卡
贫困劳动力、残疾人等重点人群
的就业创业培训项目。 支持职业
院校承担春潮行动、 雨露计划、
求学圆梦计划等政府组织的和
工青妇等群团组织开展的培训
任务。

支持职业院校对接当地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及工青妇
等群团组织， 面向长期失业青
年、农村留守妇女、大龄失业人
员等，开发周期短、需求大、易就
业的培训项目。 职业院校要大力
开展家政、养老、护工、育婴、电

商、快递、手工等领域初级技能
培训， 使失业人员掌握一技之
长。 支持职业院校承担巾帼家政
服务培训任务。

全面落实职业培训补贴、生
活费补贴政策，确保符合条件的
参训人员应享尽享。 加快推进
“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
证书”（简称 1+X 证书）制度试点
工作，鼓励参训人员获取职业技
能等级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 依
托职业教育国家“学分银行”试
点，对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等所体
现的培训成果进行登记和储存，
计入个人学习账号，为学习成果
认定、积累与转换奠定基础。

我国职业培训将达到年均 5000万人次以上

� � 11 月 20 日至 23 日， 第五
届中国教育创新成果公益博览
会（以下简称“教博会 ”）在珠海
举办。 教博会以“汇聚·碰撞·变
革： 教育创新提升中国力量”为
主题 ，聚焦核心素养 ，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

在教博会上， 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教育创新研究院发布的 《中
国 教 育 创 新 成 果 评 估 报 告
（2019）》显示，第五届教博会总计
收到了来自全国 32 个省市自治
区的 1856 项申报成果，其中来自
公益机构创新成果占比 3.4%。

尽管在申报的创新成果中
占比最低，但在最终入围教博会
最高奖 “SERVE 奖 ”的 34 项创
新成果中，由公益机构研发的有
4 项 ，占比达到了 11.76%，显示
出公益机构在教育创新中的巨
大动能。

为了进一步凸显社会力量
在教育创新中的作用，本届教博
会还专门设立“社会力量参与教
育创新论坛 ”系列 ，作为教博会
向全国推荐的三大系列主论坛
活动之一。

“激发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
教育创新热情，动员全社会跨界
合作形成合力，引领教育创新方
向， 增强我国教育创新实力，一
直是教博会着力追求的目标之
一。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创
新研究院院长刘坚表示。

教博会现场

■ 本报记者 王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