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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学前教育代表性专家
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研究所所长 霍力岩
华东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与特殊教育学院副院长 周 兢
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系教授 刘晶波
广西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系主任 侯莉敏
首都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院院长 王建平
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幼儿师范学院副院长 王 芳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前教育学院院长 尹坚勤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高丙成

园长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 尹陆明
中华女子学院附属实验幼儿园 胡 华
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幼儿师范学院附属幼儿园 朱 瑶
四川省成都市第三幼儿园 曾 琴
北京市西城区棉花胡同幼儿园 李建丽
湖北省武汉市实验幼儿园 何 磊
天津市河西区第一幼儿园 李 奇
中国科学院幼儿园 刘乐琼

理想之光照亮教育细节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素质教育调查（上）
■孙其华 本报记者 缪志聪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坐落在
无锡市惠山区， 面向该区近40万
人口招生， 三分之二的学生来自
乡镇， 生源基础具有一般县中的
典型特征。 置身于教育发达的苏
南地区， 锡山高中面临的升学考
试的竞争压力一点也不轻松。

但每天下午4点半， 这所学
校都会有一半学生走出教室， 打
篮球、 乒乓球、 瑜伽、 击剑等，
人潮涌动， 蔚为壮观。 西斜的阳
光照映青春的面孔， 校园生机勃
勃,氛围欢乐活泼。

高三学生马致远瞄准的是著
名高校的环境工程专业， 还曾致
函美国某州环境部官员探讨环境
问题， 但这丝毫不妨碍他喜欢打
羽毛球， 每天下午都雷打不动地
去挥上几拍。 “选修羽毛球课并
不是为了提升专业技能， 而是让
自己保持积极向上的生活状态。”
马致远说。

自主发展有了规划
近日， 锡山高中高三学生谢

超登上了“江苏省人民政府青少
年科技创新培源奖” 的领奖台。
这是江苏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的最高奖项， 2015年全省仅3项
科技创新成果荣获该奖项， 谢超
是全省高中生唯一代表。

自高一接触到自动化后， 这
个小伙子就迷上了这一行， 一有
空闲就去看书、 查资料。 经过无
数个不眠的日夜， 他写了4万余
字的论文， 研究出“基于航位推
算法定位与深度优先遍历的未知
环境遍历系统”。 “学校的平台
很多， 只要你感兴趣， 学校就支
持， 因此我高中3年可以不断到
实验室做实验、 跟计算机老师学
习计算机语言。” 谢超说。

这是令记者印象最深的一
点， 锡山高中对学生自我认知的

培养高度重视， 支持鼓励学生自我选
择人生方向， 并想方设法提供丰富、
有趣的平台———社团活动、 校本课
程、 体育项目等。 这些投入与高考成
绩无关， 但指向高远。

在锡山高中的艺术课上， 学生可
以选择微电影拍摄， 排演经典话剧，
还可以学跳街舞。 大多数人从高一开
始就不断接触、 体验到自己喜欢的专
业， 并不断尝试， 逐渐确定自己的梦
想和方向， 对未来的专业发展开始有
清醒的认识。

“高中教育有一个神圣的使命，
那就是帮学生认识自我、 规划人生。”
锡山高中校长唐江澎说， 锡山高中既
坚持理想， 又面向现实， 既对国家、
未来负责， 又对学生、 家庭负责，

“学生有了目标、 方向和理想， 才会
有潜能的激发和无限的可能”。

基于这一办学理念， 从高一开
始， 锡山高中就为学生提供了一整
套生涯规划流程。 学校高一年级主
任佟柠告诉记者， 其中包括一次生
涯规划活动“我的专业我做主”， 一
堂班会课“全面介绍各个专业”， 一
场优秀毕业生的宣讲会， “这些做
完之后， 我们才会对56门特色课程
进行介绍 ， 让学生有针对性地选
修”。

理想的力量是无穷的， 让人苦苦
追寻并终有所成。 锡山高中并不讳言
升学率与分数， 但学生的自主发展能
力被看得更加重要。 多彩的校园丰富
了学生生命形态， 为学生的未来选择
提供无限多样的可能性。

在锡山高中， 唐江澎还特别强
调， 体验式学习诸如话剧展演等， 不
是特长生的才艺展示， 而是全体学生
参与的活动； 锡山高中的艺术项目不
争奖牌和第一， 而是要引起“更多学
生对艺术的兴趣和热爱”， 养成审美
的习惯， 培育美丽的心灵、 丰富的情
感， “充满激情， 有创意地生活”。
这一切， 都是为了加宽加厚学生自主
发展的基础。

（下转第三版）

素质教育的实践样本
■朱卫国

锡山高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首先是对教育理想的追寻和坚守。

一所学校的高度， 取决于办学
者对教育理想追求的程度。 锡山高
中把“对人生命的成全” 作为学校
的终极价值追求， 同时把这样的追
求落实到课程， 落实到学校教育的
每一个环节， 落实到学校工作的全
过程。

人的现代化是教育改革的价值
追求， 锡山高中的教育改革处处高
扬着人的旗帜。 他们紧扣教育现代
化的主题， 从人的现代化这一本质
出发， 努力为人的成长提供服务和
支撑。 这样的教育不仅在外在面貌

上体现了现代化的要求， 更在内涵
精神上具备了现代化的品质， 不仅
是在办人民满意的教育， 更是在办
对学生终身负责的教育。

其次是认准目标后坚持不懈的
行动。 以高中课改为例， 锡山高中
忠实执行普通高中课程方案， 坚持
开齐上好每一门课， 实现了课程标
准与日常教学有效衔接； 同时构建
并完善了与国家课程方案相配套的
学校课程体系， 初步建立了符合课
改方向、 具有江苏特点的“行政班
与教学班并行” 的选课走班教学制
度。 课改是这样， 其他很多工作也
是这样， 只有积极实践， 才能解决
各种矛盾和问题。 锡山高中的难能
可贵之处在于， 不是谈理想、 喊口

号， 而是把理想变成了现实， 用理想
之光照亮了教育的细节。

锡山高中的实践告诉我们， 教育
人要有自己的教育理想， 并且要一如
既往地坚守教育理想， 要有“咬定青
山不放松， 任尔东西南北风” 的韧
劲， 相信只要是科学的、 符合规律的
教育， 终将被社会所理解和接受， 也
终将获得高质量。 要把教育目标具体
化、 规范化， 避免泛泛而谈的假、
大、 空， 力求从实实在在的真、 小、
实做起。 锡山高中坚守教育理想， 坚
持不懈的追求为江苏基础教育提供了
实践样本， 但只有当一大批教育人坚
守教育理想， 追求科学， 不断探索规
律时， 才能真正引领社会营造出理想
教育的风气。

■短评

锡山高级中学学
生在技术课上制作航
模。 （资料图片）

教育部政府门户网站
正式改版上线

本报北京7月1日讯 （记者 焦新） 教育部政
府门户网站今天正式改版上线。 新版网站首页开设
“机构、 新闻、 公开、 服务、 互动、 文献” 6个频
道， 突出新闻宣传、 信息公开、 服务互动三大功
能， 风格简约清新， 力求体现教育特色。

欢迎社会各界人士继续关注关心网站建设， 如
有意见和建议， 可通过邮箱moe@moe.edu.cn和
电话010—66092315、 66093315反映。 网站将努
力提供及时全面的信息服务， 在促进政务公开、
推进依法行政、 接受公众监督等方面更好发挥作
用。

小公民为
大社会开“药方”
深圳市福田区小学生建议信获市长批示

本报讯（记者 刘盾） 近日， 广东省深圳市福
田区荔园小学北校区小学生给深圳市市长许勤写
信， 建议加快垃圾分类立法进程， 该信很快获得许
勤批示。 不久，《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和减量管理办
法》原则通过。

福田区教育局局长田洪明介绍说，该区推进“社
会主义公民素养教育”课程，用中小学生喜闻乐见、
知行合一的德育方式，培养学生们的研究能力、行动
能力、理性思考能力与责任担当能力。

“如果你爸爸在学校门口摆摊， 但他卖的却是
‘三无’食品，危害学生健康。 可不让他摆摊了，家里
生计难以保障，你怎么办？ ”在福田区园岭小学就校
门口乱摆乱卖现象举行的模拟听证会上， 福田区城
管执法队听证员兰小涛向四年级学生抛出难题。

该校四（3）班学生瞿蔚思考两分钟后说：“我会
让爸爸别卖‘三无’食品，保障食品安全卫生。我还会
建议政府降低门槛，让爸爸能开店合法经营。 ”

福田区还用辩论赛的方式开展中小学公民素养
教育。 该区教育局德育指导中心主任胡思宣说， 公
民素养教育教师还引导孩子开展小组合作学习， 以
及模拟仲裁、 模拟法庭等活动， “这变革了德育教
育模式， 从单向的灌输式教育， 变为让学生在行动
中主动学习”。

荔园小学等学校学生还深入社会调研公共问
题， 并推动问题解决。

荔园小学北校区四 （5） 班开设公民素养教育
课， 将“垃圾分类造福人类” 确定为公共问题进行
调研。 随后， 该班学生被分为问题、 法规、 方案、
行动等4个小组， 分组寻找对深圳的垃圾分类减量
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方案。

经过约一个学期的调研， 孩子们认为实施垃圾
分类要依靠政府大力推动，他们就给许勤写信。在信
中学生们反映：“深圳市目前对垃圾究竟如何分类及
具体责任没有出台相关的法律规定， 这样不仅导致
市民无所适从，而且不能对违法行为进行惩处。 ”

许勤在批示中对小学生们表示感谢， 请该市分
管领导和市城管局阅读处理该信件。 记者了解到，
深圳市政府常务会议近日已原则通过了 《深圳市生
活垃圾分类和减量管理办法》， 将于今年8月实施。

去年， 福田区景秀小学四 （5） 班学生的 《关
于改善景田北学校片区交通安全环境的一封建议
信》 也曾得到许勤批示。 许勤请深圳市分管市领导
及交警局研究解决学生们反映的问题， 并结合全市
交通政策制定和秩序整治提出了意见。

据了解， 3年来， “社会主义公民素养教育”
课程累计覆盖福田区49所学校约3万名学生。 这些
学生在确定公共问题后， 通过查找资料、 上街发放
调查问卷、 向专家请教、 向政府相关部门工作人员
咨询等方式， 归纳出多种解决方案， 并将它们反馈
到学校、 社区以及政府职能部门， 争取解决问题。

另有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国外著名大学学者， 略。

场火花四射的“高端跨界对话”（与企业家、科技人）

场重量级专家“主题报告”

余场全国一流幼儿园“实战经验分享会”

余家特色幼儿园“现场观摩”

近 名幼儿园园长、 骨干教师“同行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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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今年国培
聚焦乡村教师
计划培训中小学、幼儿园教师7万余人

本报乌鲁木齐7月1日讯 （记者 蒋夫尔） 记
者今天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厅了解到， 2015
年， 新疆“国培计划” 项目经费达到8200万元，
计划培训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7万余人。 此次培训
对象将重点聚焦乡村教师， 旨在全面提升乡村教师
整体素质。 据悉， 新疆将综合运用集中面授、 网络
研修、 送教下乡、 现场实践相结合的混合式培训，
对教师开展两年的周期性培训， 持续提升教师专业
能力。

2015年， 自治区“国培计划” 项目将坚持以
提高教师培训质量为核心， 逐步推动建立自治区、
县市两级教师培训团队， 不断整合各级教师培训资
源， 充分发挥各级教师培训机构在教师培训中的作
用， 形成教师培训的合作体系， 实现以县市培训机
构为主体、 推动教师培训常态化的目标。

项目结束后， 自治区教育厅将综合工作成效，
对项目县市实行年度末位淘汰， 比例原则上不低于
10%， 重点评估培训支持服务体系建设、 本地教师
培训团队建设、 教师网络研修社区建设、 区域与校
本研修运行机制建设等工作。

哈工大：研究生面试全部“结构化”
告别“人情分”“出身歧视” 学生和家长满意度90%以上

本报讯 （刘忠奎 记者 曹
曦） “结果很激动， 过程很难忘。”
近日， 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设计制
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大四学生杨锐，
接到硕士研究生录取消息的瞬间发
出感慨。

让杨锐难以忘怀的是结构化面
试的经历，尽管已成过去，可那一场
别开生面的面试却已深深植入他的
记忆。 杨锐和今年参加面试的2500
名考生一样， 成为哈工大硕士研究
生结构化面试的积极点赞者。

哈工大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硕士
研究生复试工作的改革。 2007年，
该校机电学院在全校率先进行结构

化面试试点， 副院长赵学增是师生
眼里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为了在面试的公平与合理之间
寻求最佳方案， 赵学增由流水生产
线联想到用考试线进行面试。 “就
像在流水生产线上拣选产品一样。”
赵学增打了个比方， 考生被分成若
干小组 （若干考试线）， 在一条考
试线上经过多个不同环节相同考题
的考核和统一打分， 进而达到公平
合理地选拔优秀人才的目的。

“忐忑、 兴奋。” 杨锐打开记忆
的闸门， 回放了面试的关键环节。
他说， 面试的程序设计科学、 严
谨， 没有任何漏洞。 每组4名考生

和2位考官都是随机抽取的， 沟通
能力测试是面试的第一个环节， 1
分钟自述后， 考官对他的学业经历
简单提问。 规定时间内， 杨锐又对
一篇关于机械工程领域的近千字短
文进行陈述。 “高度概括、 归纳与
总结， 这有一定难度。 ”杨锐说，完
成了与第一个环节程序相同的外语
交流、逻辑思维、工程实践问题的几
个环节能力考核后， 他和考生们如
同经历了一次洗礼。“工程实践问题
环节的题型最具价值， 确实能够全
面考核考生对专业知识的活学活用
和创新能力， 没有固定答案， 能够
充分检验我们的综合能力”。

传统面试存在随意性比较大、 对
能力考核针对性不强、 面试成绩区分
度不高等问题， 而结构化面试试题考
核内容更加科学、 合理、 全面， 实施
过程更加规范， 面试结果更加客观、
公平与有效， 更容易被考生接受。 经
过多年的试水改革与实践， 2015年，
哈工大在全校全面推广结构化面试。

“考前手机等通讯设备都被统一
存放到一起； 考生的有效信息都被隐
去， 避免了打人情分的现象； 面试全
程都有录像和录音； 面试过程中前后
考生没有任何交流， 更没有抄题机
会， 就连上厕所都有引导员陪同。”
报考计算机学院的考生孔祥浩说。

结构化面试公平、公正、科学、合
理，考生们再也不用担忧“人情分”“出
身歧视”“部分发挥失常”的问题，据不
完全统计， 学生和家长对于结构化面
试满意度达到90%以上。

满意的不仅仅是考生和家长， 通
过问卷调查， 导师、 学科、 考务管理
者也都给结构化面试打了高分， 对结
构化面试较高的工作效度与信度给予
充分肯定。“我们还将继续下大力气深
化结构化面试改革与实践， 使其更公
平、科学、有效、合理，将其打造成中国
高校硕士研究生复试改革的品牌。”充
分的事实让赵学增和各学院对结构化
面试的未来充满信心。

（具体名单详见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