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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
改革本科生实
验课， 建设面
向全体本科生
的开放式实验
大平台， “用
实 验 倒 逼 课
程， 用学生倒
逼老师， 用第
二课堂倒逼第
一课堂”， 提
升了教育教学
质量。

从“验证”走向“探究”
———浙江大学本科生实验课改革纪实

■本报记者 李功毅 唐景莉
通讯员 单泠 周炜

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教学实验楼
内, 有一间开放性实验室。 这间电机专
业的实验室是一个大平台， 从电机的设
计、制造到控制，都可以实现。 本科生只
要通过网上预约，随时可以来做实验。实
验室的设计者、 电气学院教师卢慧芬告
诉记者：“经常有研究生说，卢老师，现在
的本科生，让我们羡慕死了。 ”

让本科教学的实验从“验证” 走向
“探究”， 这是浙江大学面向全校的本科
教育教学改革。 为了推进这项改革，
本科生院准备金每年达600万元， 分到
各院系， 由院系自主支配。 改革启动
一年来， 全校实施的项目有274项。 学
校本科生院常务副院长陆国栋说：

“我们采用的方法是‘用实验倒逼课
程， 用学生倒逼老师， 用第二课堂倒
逼第一课堂’， 提升本科教育教学质
量， 这三招很管用。”

给学生一块闯荡的天地
这项面向全校的本科教学改革， 起

步于电气工程学院。
早在2006年， 电气学院针对创新

人才的培养模式进行探索， 成立了“爱
迪生班”， 把培养过程的改革重点之一
放在了开放性实验室建设上。

电气学院常务副院长韦巍说： “大
学生的困惑， 就是总在怀疑， ‘我学的

这些有什么用？’ 如果我们的培养过程
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就有可能消磨学生
的积极性。 探索性实验的好处就是给了
学生一块自己闯荡的天地。”

2007年， 电气学院实验管理系统
上线， 实验室24小时开放， 学生可以
自己决定什么时候去实验室、 自己决定
解决什么问题、 自己检验设计的对错。

管理平台建好之后， 虽然并不是十
分稳定， 但韦巍依然决定在全院推行，

“在使用中才能不断进步”。 全天候开放
的实验室， 深受学生欢迎。

这里必要的设备仪器和元器件一应
俱全， 学生们人手一卡， 进出实验室的
时间完全由自己安排。 想要完整地构建
一个实验系统， 不花工夫是不行的。 大
的实验项目， 一个学期的时间只能完成
1至2个。 实验室里， 经常有学生焊电
路焊到深夜， 用他们自己的话说， 就是
“辛苦但是很过瘾”。

学生走进教授的实验室
2013年， 浙大物理系学生吴宜家

和曹世民的研究论文发表在光学领域著
名期刊 《光学快报》 上。 杂志主编得知
论文的第一和第二作者都是大三学生
时， 连说“太好了”。 本科生发表论文
兴起的源头， 就在探索性实验课上。

浙江大学物理系有30位教授，研究
方向各不相同。按传统的做法，教授只上
班级的课，不管实验的课，但这个做法近
年被打破了。 2013年初，物理系成立了

实验课改革工作小组，成员有系领导、教
授和实验课教师，系里每年特设30万元
经费，支持实验课程“变脸”。

鲍德松是实验课改革工作小组成
员。 工作小组成立后， 鲍德松专门建
了一个实验课网站， 全系30位教授的
照片、 研究平台和方向的介绍都详细
地放在网上。 这样一来， 学生就可以
通过这个网页和教授联系， 寻找自己
的“加餐”。

2013年秋季的第一堂实验课上，
鲍德松向100名本科生宣布： 每名学生
要完成一项探究性实验， 课题可以找系
里30位教授商量， 实验可以进入教授
本人的实验室去做。 “我的主要职责就
是当好‘后勤部长’。”

吴宜家和曹世民发表在 《光学快
报》 上的论文就是这样做出来的———当
初， 正是赵道木教授在光学课上的一个
讨论题吸引了他们。 经过一个寒假， 当
他们带着计算成果找到赵道木时， 赵道
木要求他们通过实验来求证： “你们的
计算有模有样。 但是一个完整的、 漂亮
的科学研究， 必须要有可靠的实验能够
证实。”赵道木给他们“派”来一名博士生
做实验导师， 在实验操作上协助两位学
弟。 在实验室“捣鼓”了3个月后，酷似二
维码的光栅制作成功， 投射出预想的
“浙江大学” 4个大字。

“一步步走下来，已经知道科研是怎
么一回事了，需要提出问题，设计解决问
题的方案，理论演算、实验验证、撰写论

文，有一个完整的过程。最重要的是，我建立
了科研的信心。 ”吴宜家毫不掩饰自己的兴
奋，“也许对我们本科生来说，没有研究生的
科研压力， 反而能放开手脚大胆地去探索、
验证，现在，我已经在考虑下一篇论文了。 ”

2013年， 有7篇以浙江大学物理系本
科生为第一作者的论文发表在国际顶尖学
术刊物上。 探究性实验平台的建立， 一方
面让学生走进了教授的实验室； 另一方面，
教授们也通过这一机制更早更多地接触到
具有创新潜质的“好苗子”。 物理系“长江
学者” 特聘教授袁辉球一开始带3名本科
生， 现在一口气带上了6名。 有的学生毕
业后直接被吸纳进袁辉球的实验室， 从事
极端条件下物性测量方面的实验研究。

文科学生也做探索性实验
人文科会科学的探索性实验怎么做？

以浙江大学管理学院为例， 学院的教学是
以课程组的方式运行的。 担任本科生现代
管理基础课的副教授陈随军说： “探索性
实验的作用， 就是让学生完成参与式教学
过程。” 每到秋季学期现代管理基础课程开
始两周后， 学生就分成了小组， 除了以小
组为单位开设讨论课外， 就是完成课程的

“大作业” 了。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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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启动校园足球四级联赛
建600所国家级足球特色校 完善足球特长生招生政策

本报包头10月12日讯 （记者
郝文婷） 内蒙古2014年“主席杯”
全区校园足球高中联赛暨青少年足
球锦标赛今天在包头市开赛， 此举
标志着内蒙古自治区校园足球四级
联赛正式启动， 全区校园足球小
学、 初中、 高校组邀请赛将相继开
赛。 本次大赛共有来自全区各盟市
29支高中参赛队， 600余名在校高
中生运动员参赛。

作为全国唯一足球工作试点省
份， 2014年内蒙古启动校园足球
“主席杯”、 “盟市长杯”、 “旗县
区长杯”、 “校长杯”、 “娜荷芽
杯” 四级联赛。 联赛将按照国家

级、 自治区级、 盟市级、 旗县级四
级纵向递进， 幼儿园、 小学、 初
中、 高中、 高校四级横向竞争， 5
人制、 7人制、 11人制分类提高的
原则， 纵横交错开展竞赛活动， 实
现校园足球联赛全覆盖， 营造班班
有队伍、 周周有比赛的浓厚氛围。

为保障校园足球的顺利实施和
科学发展， 自治区在建设600所国
家级足球特色学校的基础上， 将逐
级推广普及足球特色校建设， 逐步
形成国家、 自治区、 盟市、 旗县四
级特色学校全覆盖。 自治区还将启
动场地新建改建工作， 到2017年，
实现每个特色校至少拥有2名足球

教师或教练， 一块11人制标准场地。
同时， 全区将逐步完善小学、 初中、
高中、 大学足球特长生招生政策， 建
立足球后备人才认定标准及升学管理
制度， 扩大高校招收高水平足球运动
员的数量， 畅通足球特长生培养输送
通道， 逐步理顺以高校为龙头的大中
小学“一条龙” 足球梯队建设和运行
机制。

内蒙古还将制定小学班际、 初中
校际、 高中县际足球运动员流动政
策， 建立基于学生学籍管理系统的校
园足球信息管理服务系统。 逐步增加
建设足球高水平运动队学校数和招生
比例， 扩大体育类、 师范类院校的招

生规模； 在部分高校开设足球教育和
训练专业点， 招收运动员， 培养足球
教育师资， 并开展中小学足球教育课
程研究。

在师资保障方面， 自治区教育厅
将整合教育、 体育部门资源， 加大吸
收引进、 培养培训力度， 确保数量足
够、 质量合格的体育教师充实到校园
足球工作一线。 同时， 建议自治区编
办和人社部门能够根据学校实际需
要， 进一步核准并扩大体育教师尤其
是足球专业教师编制。 尽快开展教练
员、 裁判员等级培训工作， 并积极吸
引退役球员到学校任教。 引进国内外
优质资源， 按照中国足协的培训模

式， 分2年培训1200名教练、 600名
裁判。

此外， 自治区将逐步落实各项保
障措施， 促进教体深度结合， 逐步探
索运动员技术等级和学生运动员技术
水平评定的衔接， 以及校园足球与青
训体系的有机衔接。 到2017年， 建
立教育部门、 体育部门数据信息互联
共享的校园足球运动员注册和青训运
动员注册系统， 建立校园足球赛事管
理服务系统， 实现青少年足球人才、
赛事、 服务的统一管理， 构建完成基
于校园足球特色学校、 足球学校、 校
外教育场所、 青少年夏令营、 训练基
地相结合的足球人才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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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高职毕业生陈晓燕返乡创业
带领农户闯国际市场，将家乡枸杞销往海外

陈晓燕（左） 在车间里查看枸杞（10月10日摄）。
今年29岁的陈晓燕家住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燕子墩乡，

2008年， 她从天津交通职业学院国际贸易专业毕业后， 先后在
天津一家货运代理公司和宁夏一家枸杞公司任职， 负责枸杞及
其衍生品的出口业务和商检保险工作。

2012年底， 陈晓燕回到家乡， 带着4年里积累的经验和东
拼西凑的30万元资金， 创立了惠农区杞红枸杞专业合作社， 带
领当地农户共同开发家乡枸杞。 由于熟悉国际贸易业务流程而
且精通英语， 陈晓燕通过国内外免费的电子商务平台进行推
介， 很快取得了国外订单。

在陈晓燕的带动下， 合作社的有机枸杞已经从燕子墩乡辐
射到周边乡镇， 带动了更多农户进行种植。 今年合作社的国外
订单预计达到600吨， 销售额将突破5000万元。 陈晓燕说， 下
一步她将借助电商大力开拓国内市场， 让家乡枸杞成为叫得响
的品牌。

新华社记者 李然 摄

北京改革市属高校科研评价机制

晋升奖励与学术项目松绑
本报讯 （记者 施剑松） 记者日前获悉， 北

京市属高校将迎来一轮科研评价机制改革， 以科
研质量为导向， 防止片面地将学术项目、 学术成
果与职称评定、 职务晋升等挂钩。

一段时间以来， 一些学校教师的职称评定与
科研项目多少直接挂钩， 导致一些专心教学的大
学教师面临“没项目—不能晋职—被转岗” 的尴
尬境地。 此次改革正是为了破解这一难题。

北京市属高校的科研评价考核机制改革还包
括按照学术发展和科学研究的规律， 逐步建立一
套有效促进和形成优良学风的评价体系。 此外，
北京将在市属高校科研工作者参加的项目申报、
奖励评选、 职称评聘、 导师遴选等活动中实行学
术诚信承诺， 并将学术成果公示。

南京63所中小学参与试点

体育设施面向社会开放
本报讯 （记者 缪志聪） 近日， 南京市印发

通知， 要求具备开放体育场地条件的学校逐步向
社区居民试点开放。 目前， 全市已有63所中小学
实施了开放工作。

据介绍， 从今年9月起， 南京市要求玄武、秦
淮、建邺、鼓楼四区每个街道， 选择一所具备开放
条件且周边居民需求较高的中小学体育设施向社
会公众试点开放， 市属学校参与试点工作。 试点
街道 （社区） 根据学校室外体育设施承载能力对
居民办证开放， 社会体育辅导员深入社区指导锻
炼人群科学锻炼。 学校室内体育馆及设施可试点
有偿预约开放， 直接面向学校周边的中小学生、
社区居民、 社会团体组织和单位开放。

山东支持民办本科高校发展

19个专业各获200万资金
本报讯 （记者 张兴华） 近日， 山东省下发

通知公布2014年民办本科高校优势特色专业支持
计划获资助专业名单， 决定对山东英才学院物流
管理等8所民办高校的19个本科专业给予支持，
每个专业获得一次性拨付资金200万元。

据介绍， 该计划自今年开始实施， 连续3年
每年遴选20个专业， 3年共遴选60个社会声誉
好、 示范带动作用强的优势特色专业， 或具有良
好成长性且适应社会需要的专业予以集中支持。

近年来， 山东省重视对民办高校的政策支
持， 相继研究出台高等教育名校建设工程实施意
见， 开展民办本科高等教育特色名校建设工作。

佳木斯14名在职教师
违规办班补课被查处

本报讯 （记者 曹曦） 日前， 黑龙江省佳木
斯市纪委监察局对查处全市14名在职教师办班
补课典型案件进行情况通报， 佳木斯市第十九中
学初三年级英语教师李金茹等14名违规违纪在
职教师被查处。 市、 县两级教育主管部门对违规
办班负有领导责任的学校及其负责人分别进行了
责任追究。

通报指出， 各级党委、 政府、 纪委及教育主
管部门要对乱办班、 乱补课的问题， 坚持不懈地
开展专项治理。 对心存侥幸、 唯利是图， 不收敛
不收手、 顶风违纪的， 无论是谁， 绝不姑息迁
就、 绝不搞下不为例， 必须从严从重查处。 对影
响恶劣的典型案件要严格实施问责机制， 严肃追
究学校领导和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领导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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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出台特殊教育提升计划实施方案

确保九成残疾儿童“有学上”
本报讯 （记者 王英桂） 日前， 青海省教育

厅、 省发改委等部门联合制定 《青海省特殊教育
提升计划实施方案》， 将从学前教育、 义务教育、
高中教育以及高等教育四个不同阶段实施特殊教
育。 到2016年， 青海90%的视力、 听力、 智力
残疾儿童少年都可入学接受义务教育。

根据实施方案， 从今年起， 青海将把“残疾
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 增设为义务教育均衡
发展一票否决的重要评价指标， 新建、 改建一批
特殊教育学校； 开展特殊教育教师、 校长5年一
周期不少于360学时的全员培训； 建立健全特殊
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2014年全省义务教育阶段
特殊教育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标准提高到4000
元， 2015年达到6000元； 增设孤独症专业教育
部， 开展孤独症儿童教育工作试点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