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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爸爸是在货运市场打工的，
我对市场的仓储货运管理很感兴趣，
您知道有这样的学校和专业吗？”“我
爸妈让我初中毕业就找个地方上班，
但我也不知道要学什么技术，您能帮
帮我吗？”

在这所独立设置的九年一贯制进
城务工人员子女学校里，每届毕业生
面对未来道路的选择时，总是呈现一
种困惑、迷茫、焦虑的状态。我们对
毕业生情况抽样调查后发现，外来务
工人员子女在初中毕业后 90%以上
留在了当地继续学习生活，而没有就
学或就业“出路”的孩子极易成为社
会不安定的隐患。

结合校情，我与同事们精心思
考、提炼，在秉承原来办学精神的基
础上，补充了“从生命走向生存，从
生存走向生活”的办学理念和“容短
促长，为做人奠基；以长融短，为梦
想引路”的办学精神，并从学校的自
身特点出发，提炼出“知识启迪智
慧，教育照亮人生；职业规划未来，
技能立足社会”的九年一贯制学校办
学思路。我们着手尝试设计一艘“三

转角一愿景”的理想学校航母：转角
一，实现学生观念从“去上学”到

“去学习”的转变；转角二，实现学
校教学从“求分数”到“求多能”的
转变；转角三，实现学校孩子从“求
学历”的单一追求到“学历与技能”
双赢的转变；一愿景，即让学校教育
在“有美好”和“有未来”的愿景中
看到教育的崇高，心存敦厚与美好之
情，走一条培养未来社会新人的教育
之路。

我们开始设计“普职融合、普职
衔接”校本课程，在学生学业水平存
在差异的基础上和学生对升学要求分
化的实际背景下，实施动态分层教
学，对于 20%要继续接受普通高中
教育的学生，重心放在中小衔接上；
对于 80%的学生，重心放在普职衔
接上。

如何进行普职衔接？学校将职业
规划课程前置到义务教育阶段，尝试
开设模板切割、学做杭州菜、毛线编
织、动漫制作等技能类校本课程。杭
城的西湖职高、开元商贸等学校均派
出教师来校为学生开课。同时，我们

将中学学段的职业教育启蒙与小学学
段的“百团课程”有机融合和无缝对
接，将职业教育启蒙在基础教育中渗
透。

我们还让每位学生在升学之前选
择两所心仪的职高，每所职高选择两
个向往的专业进行体验。初三学生在
学校的组织下，走进杭城各大职高实
训场地、体验场地、专业感受，学生
对未来职业的热情被激发了。

为了将更多中等职业教育学校的
资源引进来，努力实现毕业学生与中
等职业教育宽口径普职衔接和普职融
合，我带着学校内部课程规划、社团
建设、活动设计等普职衔接的方案，
拜访了杭城的各大职高校长。从最初
的在各大职高进校招生宣讲，到邀请
各大职高的职业导师到校为学生进行
职业生涯规划，再到如今学校自行开
展“职业讲堂”。政府部门以及各大
职高给了这些立志于成为“蓝领”精
英的孩子们响亮的回音：机会面前，
每个孩子都是平等的；有梦想的孩
子，也一定有机会让自己的人生更精
彩。你可以在书本里研究世界，也可

以动起手来改变世界。
我也开设了“职业讲堂”校长课

程，帮助孩子们做好职业规划，努力
让每个孩子充分发挥自身最大的潜
能，在未来选择符合自己兴趣的，适
合自己个性特点的，同时又能够满足

自身需求的职业，用自己的特长和优
势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

我相信，方向正确，进城务工人
员的孩子们可以飞得更高！

（作者系浙江省杭州市明珠实验
学校校长）

方向正确才飞得更高
洪建斌

叙事

4月 6日，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
介绍学校美育改革发展，并介绍今年学校
美育工作将从多个重点进一步加强。今年
一些地区将艺术加入了中考科目，作为强
化艺术教育的重点工作之一。在为学校美
育越来越受重视而欣喜的同时，不少人也
对借助中考来推进的方式产生异议。我刊
微信公众平台“第一缕阳光”（公众号：
alivesunshine）微友对此展开讨论。

@独墅湖学校顾晔：在学生核心素
养的建构中，艺术素养的培育不可缺失。
学校应该加强对艺术教育的重视程度，遵
循学生的天性和兴趣爱好，努力挖掘不同
的艺术课程和活动形式，激发学生对艺术
的兴趣。如果把艺术作为中考科目，无疑
能引起学校、学生、家长的重视，推动艺
术教育。但是，不要把艺术考试变成仅仅
是做一张试卷批一个分数，建议可以多维
评价，从而形成一个体现艺术水平的等
第。这符合培养学生综合素养的初衷。

@苦丁茶飘香：美育加强是好事，
靠中高考推进，无形中又是给学生增加负
担，与美育初衷相悖。

@大师的学生：教育的目标是培养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我们
从这五个方面来评价教育质量是没有问题
的。对此，我有几点想法:第一，中考只是
评价的手段之一，不能把它当成是评价的
唯一手段，而忽视了对其他方面的加强和
关注。第二，中考评价本身要更加合理科
学，并主动、有效地向社会说明，以打消家
长的疑虑和担心。第三，要不断改变学校、
家庭、社会的观念，形成合力，循序渐进地
加强美育教育。

@S.M.ART：学校艺术教育是实施美
育的最主要的途径和内容。但是美育工作
如果一受到重视就要以理论考试的形式加
以呈现，并出现在我们的分数中，有可能会
与实施美育的初衷相背离。理想中的美育
是可以拯救人性的教育，让人在获取优美
情感的同时，还能心存敬畏之心。它可以
与德育、智育、体育互相促进。它是快乐情
感中的体验，就像美术生临摹大师作品，其
实远不是画像那么简单，他们在临摹的过
程中，实现了与大师的跨时空对话，感悟他
们用真挚情感表现的绘画语言，不仅在视
觉之美前心悦诚服，更在人性之美、通达之
美中变得精致、学会谦卑。我想，这就是我
们理想中的教育。

艺术列为中考科目
应谨慎推行

最近，笔者看到一则报道：某校
为办好“象棋校园”这一特色，长期
挤占其他活动的时间来开展与象棋有
关的活动。于是，有兴趣的学生成为
象棋“高手”，其他同学因长时间耳
濡目染、在象棋堆里摸爬滚打，也多
多少少能下几步棋。学校的特色凸
现，逐渐在当地小有名气。

这看来是好事，其实不一定。人是
形形色色的，人的兴趣爱好以及由此而
形成的特长也是各有不同，长期挤占其
他活动的时间来开展与象棋有关的活
动，只能满足部分学生的兴趣爱好，只
能让部分学生形成特长，而对其他学生
来说是不公平的，不符合“为了一切孩

子”的办学初衷。那些对象棋没有兴趣
的孩子别无选择，成天“被逼着”与高手
过招，无疑是在迷失自我“陪太子读
书”。他们一定有比下象棋更感兴趣、
更有天赋、更易形成特长的东西。如果
时间总是被象棋类活动挤占，那么这些
东西即便不被岁月湮没，也可能被推迟
开发。学生尤其是小孩子的一些兴趣
爱好在没有明朗之前，往往是隐藏着
的，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会被激发出
来。这个条件，我们学校就有责任来创
造。如果长期只开展某一类活动，就人
为地摒弃了让这类兴趣爱好迸发出来
的条件。一个有足球天赋的孩子，如果
始终没有机会接触足球，那就无法激起

其这方面的兴趣爱好，也就不可能在这
方面形成特长。

一个人的兴趣爱好是有限的，就
那么一个或几个，在几个兴趣爱好中，
又分为第一兴趣爱好和第二兴趣爱好
等，我们要尽可能激发出他们最有发
展性的那个兴趣爱好，从而形成特
长。如果长期只开展象棋类活动，那
些因长时间耳濡目染对其产生兴趣的
学生所形成的特长，一定没有他们的
第一特长更具发展性。

所以，一个学校只一味办好某一
个特色是有局限性的，它会湮没更多
学生的特长或同一个学生的其他特
长。一个学校最好的特色就是要让每

一个学生在“自然选择”中找对自己的
兴趣爱好，从而真正形成自己的特长，
而不是“被特长”。当然，并不是说那
些不会让你形成特长的东西一点儿也
不学，有些东西学一点也是有好处
的。比如对象棋不感兴趣的学生，不
必奢望成为象棋高手，但是学一点可
以增加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对游泳不
感兴趣的学生，不必奢望成为游泳健
将，但是学会游泳就增加了一种必要
的生存技能。

因此，我们在办特色学校时，千万
别忘了还要开齐开足其他诸多课程，
开展其他诸类活动。要让形形色色的
课程与活动，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

用不同方式去触动学生那个最具天赋
的细胞、去刺激那根最敏感的神经，去
唤醒那个可以形成特长的兴趣爱好，
去捕捉那个可能会形成特长的一闪而
过的灵感，去寻找大脑皮层中的那个
活跃区域，去维护和加强那个还不够
明朗的特长。在不同类型的课程与活
动中，每个孩子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
那一款或几款。我们学校就是要创造
条件、搭建平台让学生找对自己的兴
趣爱好、形成自己的特长。可以设想，
要是每个人都充分发挥出了自己的特
长，我们这个世界将是何等色彩斑斓！

(作者系四川省通江县烟溪乡中
心小学副校长)

仅办出一种特色是不够的
陈怀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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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全国教育工作者众筹一本书”

百万大奖百万大奖百万大奖百万大奖百万大奖百万大奖百万大奖百万大奖百万大奖百万大奖百万大奖百万大奖百万大奖百万大奖百万大奖百万大奖百万大奖百万大奖百万大奖百万大奖百万大奖百万大奖百万大奖百万大奖百万大奖百万大奖百万大奖百万大奖百万大奖百万大奖百万大奖征文活动启事
为努力推进教育改革发展，基于首届“全国教

育工作者众筹一本书”百万大奖征文活动的成功举
办，中国教育报、神州佳教（北京）信息服务股份
有限公司发起第二届“全国教育工作者众筹一本
书”百万大奖征文活动，旨在搭建国内首家多元化
教育服务平台，全面提升广大教育从业者的职业成
就感、自豪感和幸福感，通过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
分析技术，为广大中国家长和孩子、教育培训机
构、教师及教育行业其他从业者提供优质服务，创
造核心价值。

为确保本次活动顺利实施推进，现制定活动实
施方案如下：

一、活动概述

（一） 主办单位
中国教育报
神州佳教 （北京） 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二） 活动时间
2016年4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

（三） 参赛对象
全国教育从业者

（四） 活动流程
1.稿件征集和官网活动栏目编委邀聘 （每月1日至30/31

日，共7个参赛月）
2. 网民/读者投票 （投稿日起至次月 30/31 日，网民/读

者为参赛作品点评即完成投票）
3. 专家年度合议评审 （2016 年 12 月 1 日-2016 年 12 月

20日）
4. 第二届“全国教育工作者众筹一本书”官网活动栏目

编委名单和获奖教师名单公布 （2016年12月31日前）

二、活动征集

（一） 有奖征文
1.文章类型
1） 学科学习方法
2） 升学考试指导

3） 艺体培养建议
4） 家风家道倡导
5） 国学国粹传承
6） 家校互动共建
7） 进言爸爸妈妈
2.投稿细则
1） 标题：突出文章和核心。一般不超过20个字。
2） 题目自拟，字数限制800字-2000字。

（二） 官网活动栏目编委邀聘
1.参赛流程
登录活动官网 （tougao.edu-china.com），点击“申请

栏目编委”即可参赛。
2.栏目科研经费
申请栏目编委成功后，该栏目关注人数达到 200 人以

上，并完成每月栏目活跃要求，每月择优 100 名月度优秀编
委，奖励 500 元-2000 元栏目科研经费。月度优秀编委参与
年度评选，参与出书活动。

三、奖项设置

1.月度奖
一等奖：1 名/月 （东南亚七日游/5000 元稿费+荣誉证

书）
二等奖：3 名/月 （国内旅游城市七日游/3000 元稿费+

荣誉证书）
三等奖：30 名/月 （新款智能手机一部/1000 元稿费+荣

誉证书）
2.年度奖
特等奖：3 名 （欧美国家七日游/10000 元稿费+荣誉证

书）
贡献奖：500 名 （根据参赛作者排行榜前 500 名，颁发

荣誉证书，200元荣誉礼包。）
优秀组织奖若干名 （学校/机构/个人）：组织参赛教师

50人及以上，奖励1000元奖金+荣誉证书。
★说明：
1） 栏目编委和投稿作者共同参与奖项评选，主办方有

权根据作品入围情况适当调整最终获奖人数。
2） 月度奖从当月参赛作品中评选，评论分数不得低于

1000分 （每位网民/读者的评论分数为10分）。
3） 年度奖从所有参赛作品中评选，特等奖作品评论分

数不得低于2000分 （每位网民/读者的评论分数为10分）。
4） 获奖参赛者名单在 《中国教育报》 刊登。
5） 获奖作品原文/节选择优在 《中国教育报》 发布。
6） 参与出书的作品由专家评审从月度奖和年度奖中评

出。
7） 旅游奖品将安排在2017年暑假出行。

四、参赛须知

1. 稿件必须紧扣教育主题进行写作，严禁抄袭，凡是被
认定抄袭均被取消评选资格。栏目编委贡献文章内容可整合
网络资源，参与奖品评选文章须为原创作品。

2. 网友如发现获奖征文有违反法律法规、内容真实性、
一稿多投等情况，可通过电子邮件将意见发送到活动邮箱
tougao@edu-china.com，如情况经查属实，我们将取消违
规作品评奖资格。欢迎广大网民监督！

3. 本次征文全部作品，主办方有权进行整理、修改、删
减、评奖、出版和在自有媒体或合作媒体上使用，作者一经
投稿，即视同接受本条款。

4. 参赛作者应文责自负，主办方不承担包括 （不限于）
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著作权、商标权等纠纷而产生的
法律责任，如出现上述纠纷，主办方保留取消其参赛资格及
追回奖项的权利。

5. 凡提交参赛作品的作者，均被主办方视为同意并遵守
以上各条规定。

6. 任何媒体转载，将标明作者和出处，本活动最终解释
权归主办方。

五、福利

分享活动信息也有奖啦！只要您关注“神州佳教订阅
号”微信账号，将本次活动分享至朋友圈，并将截图及您的
神州佳教注册名称发至“神州佳教订阅号”官方微信，就
有机会获得 200 元幸运礼包 1 份或上海迪斯尼门票 1 张等奖
品！奖品每月随机抽取 100 名，动动手指就有奖品哦，快来
转发吧!

活动官网二维码

神州佳教订阅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