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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田地区概况

和田地区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最南端,总面积 24.81

万平方公里,其中山地占 33.3%,沙漠戈壁占 63%，绿洲仅占

3.7%,且被沙漠和戈壁分割成大小不等的 300 多块,边境线

210 公里。

全地区辖 7 县 1 市,91 个乡镇、1398 个行政村,13 个街

道办事处,116 个社区。总人口 244.98 万人,有维吾尔、汉、

回、塔吉克等 22个民族,其中维吾尔族占 96.4%,汉族占 3.4%,

其他民族占 0.2%,是一个少数民族高度聚居的地区。

和田属干旱荒漠性气候,年均降水量只有 35 毫米,年均

蒸发量高达 2480 毫米,四季多风沙,每年浮尘天气 220 天以

上,其中浓浮尘(沙尘暴)天气在 60 天左右,月均降尘 117.6

吨/平方公里。境内有大小河流 36 条,年径流量 74亿立方米。

河流季节反差极大,夏季洪涝,秋冬严重干旱,春季极为缺

水,4-5 月来水量仅占全年的 7%。

和田现有 880 个贫困村、50.42 万贫困人口,占全疆贫困

人口的三分之一。贫困人口基数大民族结构单一,敌社情复

杂,“三期叠加”的特点短期内难以改变,反恐维稳任重道远,

历来是党中央、自治区党委高度关注的地区,是全国少数民

族人口最集中的地区之一,是全疆脱贫攻坚的主战场,是全

疆反分裂斗争的前沿阵地。

2016 年,全地区实现生产总值 236.33 亿元,增长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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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兵团)307.1 亿元,增长 17.5%;公共财政

预算收入 28.14 亿元,增长 13.1%;招商引资到位资金 65.37

亿元,增长 29.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7.59 亿元,增长

8.8%;,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466元,增长8.5%;农牧民

人均纯收入 7002 元，人均增收 904 元,增长 14.8%;城镇新增

就业 2.95 万人,增长 6.4%;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 56.86

万人次,增长 11.5%;城镇失业率控制在 4%以内;人口自然增

长率 15.79‰;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增幅 1.5%,控制在 3.5%以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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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田地区教育简介

目前，全地区共有各级各类学校 2117 所，在校学生 70.2

万名。其中：幼儿园 1265 所，在园幼儿 25.2 万名（其中：

少数民族学生 24.8 万名）、小学 686 所，在校生 28.5 万名

（其中：少数民族学生 28 万名）、初中 134 所，在校生 9.2

万名（其中：少数民族学生 9 万名）、高中 18 所，在校生 5

万名（其中：少数民族学生 4.8 万名）、中职 12 所，在校生

2.3 万名（全为少数民族学生）、特校 2 所，在校生 320 名（全

为少数民族学生）。全地区教职工 5.63 万名，其中：存量在

编教职工 3.1 万名，2017 年 9 月新增编制内专任教师 5918

名、临聘教师 1.4 万名，学前支教干部 2498 名，实习支教

大学生 2791 名，援疆教师 135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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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支教生活参考

实习支教是大学生提前了解社会、锻炼意志品质、提高

教学技能的良好途径，是从大学生身份到教师身份的重大转

折，实习生面临从衣食无忧到生活完全自理的巨大挑战，为

顺利完成实习工作，同学们要了解以下几方面的生活知识。

一、支教地区的地理位置及气候情况

和田地区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最南端，南枕喀喇昆仑

山，与西藏自治区相连，北部深入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与

阿克苏地区的阿瓦提县接壤，东部与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

且末县毗连，西南与印度、巴基斯坦实际控制线的克什米尔

地区毗邻，地形分布为山地面积占 33.3%，沙漠戈壁占 63%，

绿洲仅占 3.7%。属荒漠干旱性气候，春季多风沙，夏季炎热、

冬季寒冷，四季分明，降水稀少、蒸发量大，空气干燥。

二、衣服的准备

因实习支教时间为一个学期，跨度较长且支教地点昼夜

温差较大，同学们既要准备保暖的冬装还要准备清凉的夏

装，多带几套随身替换的贴身衣服。

衣服：棉衣，长裤，外套，长 T 恤等。

鞋子：运动鞋，单皮鞋等。（不宜穿凉鞋，尘土较大）

防紫外线、沙尘工具：太阳镜，围巾，遮阳帽等（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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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情况而定）。

支教地点风沙较大，紫外线较强不宜穿无袖衫、短裙、

短裤。由于风沙大、尘土多，建议大家最好不要带白色衣物。

三、药品及日用品的准备

1、药品

自己生病时的常用药要多带一些，感冒药、消炎药、止

泻药及樟脑球、花露水等防治蚊虫叮咬类药品必不可少，皮

炎平等皮肤抗过敏性药品也应适量备齐。

2、日用品

牙膏、牙刷、脸盆等日常用品均可在支教地点买到，保

湿性的擦脸油为常备用品，怕冷的同学可携带热水袋、暖手

宝等取暖用品。

四、尊重当地民族风俗习惯

实习支教地区具有其独特而浓厚的民族传统，实习支教

大学生应尊重这些传统风俗，了解并掌握这些传统可以较快

地融入当地社会生活，为今后的工作和学习提供方便。典型

的民族传统有：一是禁忌凝视，不要久盯少数民族群众或他

们身上的东西，在巴扎上不要看了好久而不买；二是饮食禁

忌，在饮食上新疆穆斯林禁食猪、狗、驴、骡肉和猛兽猛禽

的肉，忌食未经杀而自死的动物，也禁食所有动物的血，禁

止践踏食物。三是礼仪禁忌，忌踩餐布或从餐布跨过，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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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后要洗手，洗完手后不能乱甩手上的水珠，必须用毛巾擦

干，在屋内炕上坐下时，不能双腿伸直，脚底朝人。

五、加强民族团结

我国是多民族国家，新疆是多民族地区，实习支教的地

区是少数民族聚集区，学校也多是民族学校，同在一起实习

的同学由不同的民族组成，在日常的学习、生活、交往过程

中，我们一定要尊重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看到不同民族的

优点和长处，用一种宽容的心态区对待不同民族的老师和学

生。要坚决杜绝狭隘的民族观，牢记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

56 个民族谁也离不开谁，每个民族的成员都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民，各族儿女只有相互团结、相互帮助，才能共同进步。

实习支教过程中，有利于民族团结的话多说，有利于民族团

结的事多做，不有利于民族团结的话不说，不有利于民族团

结的事坚决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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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支教安全注意事项

一、暴恐

二、火灾

三、地震

四、燃气泄漏

五、触电

六、溺水

七、交通事故

八、食品安全

九、突发疾病

十、电梯安全

十一、网络安全

十二、政治安全

十三、交友

十四、诈骗（电信）

十五、偷盗

十六、抢劫

十七、传销

十八、性骚扰、性侵害

十九、人员密集场所

二十、意外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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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师范学院援疆支教学生

考勤制度

一、作息时间

1. 支教学生须严格遵守驻地的生活作息管理规定，集

体乘坐驻地提供的交通车辆往返支教学校和驻地，休息日出

行需履行请假手续，严禁私自外出。

2. 支教学生须严格遵守支教学校的工作作息时间，提

前 10 分钟到岗，进行课前准备，不得迟到、早退、无故缺

勤。

3.带队教师须配合驻地管理工作人员，于（北京时间）

每日晚 12:00 进行晚点名（开门见人）。

4. 支教学生如因病、因事请假外出，须严格遵守以下

请假制度。

二、请假制度

5. 支教学生如因病、因事无法按时到岗工作，须第一

时间向驻地带队教师请假，经批准后方可缺勤。

6. 支教学生休假期满须按规定履行销假或延期手续。

三、批假权限

7. 支教学生如因病无法按时到岗工作，请假 1 天以内，

且在驻地休息的，可由带队教师根据实际情况批假。

8. 支教学生如因病需至驻地所在县医院就诊，或因事

需外出，且请假 3 天以内的，须由带队教师向驻派所在县管

理部门汇报请示，经批准后予以批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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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支教学生如因病需至驻地所在县以外医院就诊，或

因事需赴驻地所在县以外地区办理，且请假超过 3天以上的，

须由带队教师及驻地所在县管理部门向和田地区教育局和

学生所属高校相关负责人汇报，经批准后予以批假并报备。

四、考勤登记

10. 支教学生须以驻地学校和宿舍为单位，建立考勤登

记簿，由学生负责人和带队教师负责考勤登记管理。

11. 驻派所在县管理干部须定期查阅考勤登记情况。

五、外出管理

12. 支教学生在每个工作日工作时间内，原则上不得离

开工作单位；每日下班后，和周末公休日期间，原则上不得

擅自离开驻地单独外出活动，如遇特殊情况，须第一时间向

带队教师及驻地所在县管理部门汇报。

13. 支教学生在休息时间如需外出，须组成五人以上

（含五人）团队，并由至少一名带队教师随队结伴出行，且

须于每日（北京时间）晚 11:50 前返回驻地。

14. 各驻地根据实际工作和生活情况，可由驻地所在县

管理干部牵头制定公休（节假）日的集体外出制度。

15. 支教学生可根据实际情况参加驻地组织的外出活

动。

六、其他事项

16. 各驻地可根据实际工作和生活需要，结合本制度制

定更为详细的考勤管理规定。

17. 考勤结果可作为期末评优的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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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本制度未尽事宜，由带队教师和驻地所在县管理干

部按相关要求和管理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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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师范学院援疆支教学生

党团建设及班级建设制度

一、学生党建

1. 各支教驻地须根据学生党员数量，结合实际工作需

要成立实习支教大学生临时党支部，有条件的驻地可在党支

部下成立临时党小组。

2. 原则上由驻地所在县管理干部或带队管理干部任临

时党支部书记，支部委员由其他带队教师和学生党员组成。

3. 各党支部须积极带领和指导实习支教大学生深入开

展政治理论学习，充分发挥思想引领和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

用，服务广大支教学生。

二、学生团建

4. 各支教驻地须成立学生临时团支部。

5. 临时团支部设立团支部书记一名、组织委员一名、

宣传委员一名。

6. 临时团支部须在临时党支部的带领下，深入开展共

青团建设，充分发挥共青团引领青年、凝聚青年、教育青年、

服务青年的作用。

三、班级建设

7. 各支教驻地须成立支教班级，由带队教师担任班主

任，并组织选拔班级委员。

8. 班级须紧密配合团支部，在党支部的带领下开展班

级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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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习制度

9. 临时党支部和临时团支部须认真组织支教师生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并定期开展政治理论学习。

10. 临时党支部须认真开展组织生活，原则上每两周不

少于一次。

11. 临时团支部须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团日活动，原则

上每两周不少于一次。

12. 班级须在班主任带领下积极组织开展班会，原则上

每两周不少于一次。班会根据实际需要可与团日活动相结

合。

五、工作宣传

13. 各临时党支部、临时团支部和班级须认真记录各项

工作及活动的开展情况，并定期通过工作简报、新媒体平台

等宣传载体将活动成果及时向淮南师范学院进行宣传汇报。

六、其他事宜

14. 各驻地可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在驻地所在县管理干

部和带队教师的指导下，制定详细的党团、班级建设管理制

度，并积极开展相关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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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师范学院援疆支教学生

学习及例会制度

一、例会

1. 支教驻地须由带队教师组织开展每周一次的例会，

由支教学生向带队教师汇报教学工作、思想动态及生活学习

情况。

2. 驻地所在县管理干部须每两周组织本县驻地带队教

师召开一次例会，交流各驻地的教学管理工作经验，及时了

解支教学生的日常生活和思想动态。

二、自学

3. 支教学生须在驻地带队教师的指导下利用课余时间

认真开展教育学、心理学及教学课程设计等内容的自学，定

期撰写自学报告。

4. 支教学生须利用业余时间根据所属高校的课程安

排，自主修读相关课程，并将学习计划和学习进度定期向所

属高校教学部门汇报。

三、集体学习

5. 各支教驻地须由带队教师根据实际情况，就学生的

教学技能、教学管理、思想建设、党团建设、生活技能等方

面组织开展集体学习，并及时记录和汇报学习成果。

6. 集体学习原则上每两周不少于一次。

7. 支教学生在自学和集体学习的基础上，须每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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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日志，撰写支教日记和周记。

四、工作宣传

8. 各支教驻地须在带队教师的指导下，定期通过文字、

图片、音视频、新媒体等方式编辑工作简报，对支教学生的

教学工作、思想动态、组织生活进行宣传报道。

9. 驻地所在县管理干部须定期将工作简报报送淮南师

范学院相关管理部门。

五、其他事宜

10. 各驻地可根据实际工作情况制定更为详细的学习、

例会和宣传制度。

11. 本制度未尽事宜由带队教师和驻地所在县管理干

部按相关要求和管理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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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教日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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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教日记(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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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教日记(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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