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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一个长线活，不可
能早上栽了树，下午就乘凉。”
日前，“地方高校转型发展与新
工科建设研讨会”在常州工学院
举行。会上，江苏省教育厅副厅
长王成斌颇有感慨，教育只是嵌
入在整个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
统，我们要跳出教育看教育。

如何抓住新工科建设的契
机，助推地方高校转型发展？怎
样面对社会对高素质工科人才的
需求，助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来自中国高教学会、江苏省教育
厅、教育部高教司理工处以及
60 余所高校的专家学者齐聚一
堂，问道“新工科”与地方转型
发展。

注解新工科建设的“时
代内涵”

当前，我国正由工业大国向
工业强国阔步迈进，工程教育与
产业发展紧密联系、相互支撑。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加速进
行，新工科的探索与实践正成为
教育和产业圈共同研究的重点。
今年，从“复旦共识”到“天大
行动”再到“北京指南”，新工科
建设的鼓点正急。

新型工业化对工科专业的发
展提出了新要求。今年上半年，
教育部颁发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关于开展新工科研究与实践的通
知》， 将 新 工 科 归 纳 为 “ 五 个
新”：工程教育的新理念、学科
专业的新结构、人才培养的新模
式、教育教学的新质量、分类发
展的新体系。

“与传统的工科相比新工科
更强调学科的实用性、交叉性与
综合性，着力培养能够适应甚至
引领未来工程需求的人才。”在
常州工学院党委书记王建明看
来，当下的新经济对人才提出新
的目标定位与需求，也为新工科
提供了契机，新经济的发展呼唤

新工科。
地方高校在新工科建设过程

中大胆实践，探索学科专业设置
管理的新范式。常州工学院在

“以五大发展理念推进学校转型升
级”的基础上，注入新工科建设
新要素，构建“贯彻一个宗旨、
聚焦两个服务、确立三种类型、
致力四个协同、着力五个支持”
的新工科人才培养新体系，培养
江苏新经济、新产业急需人才。

厘清新工程教育的“高
校担当”

近些年，我国的工程教育迅
猛发展，并形成了世界上最大规
模的工程教育体系。2016年，全
国工科在校生约占高校学生总数
的三分之一。但国内工程教育依
旧“大而不强”。工科人才培养的
目标模糊，教育与产业脱节严
重，尤其是高质量工科人才紧缺
的现象普遍存在。

“地方高校应以新工科建设
为契机，建设一批贴近地方产业
需求的高水平创新型理工科大
学。面向未来布局新兴工科专
业，工程科技人员必须具备更高
的创新创业能力和跨界整合能
力，建立更多样化和个性化的工
程教育培养模式。”中国高教学会
副会长张大良指出，地方高校应加
快培养当前新经济发展急需人才，
主动布局面向未来技术和产业的新
专业，着力推进新工科建设。

“新工科的核心使命就是培
养伟大的工程师。”南京工业大
学副校长张进明认为，工程师的
培养要树立价值取向、强化基
础、注重设计思维、适应当前人
工智能发展、符合 《华盛顿协
议》 对工程教育提出的要求。

不同层次的高校应立足自
身，精准定位自己在新工科建设
中的目标和方向。东南大学副校
长金保昇认为，研究型大学工程

学科应当培养学生工程创新能
力，要确立“面向全体学生、全
面融入专业、贯穿育人全程、贯
通课内课外、早期开放引导、螺
旋递进上升”指导思想，在内容
上要注重理论与实践融合、基础
与前沿融合、专题与系列融合、
课内与课外融合，在教学安排上
要突出早期引导、循序渐进、综
合设计、探索创新等。

“专业建设必须面向业界，深
化产教融合、积极开展校企合作、
协同育人。”在常熟理工学院副校
长张根华看来，应用型高校要积
极推动反向重构课程体系、注重
层次化、模块化课程体系构建、
实现课程链与产业链的对接，推

动工程教育改革与发展。

瞄准创新型发展的“智
慧布局”

南京理工大学泰州科技学院
副院长崔骥围认为，转型发展必
须扎根地方，服务产业发展，调
整院系与专业布局，优化人才培
养模式，创新“政校行企”四方
联动的产教育人模式，实现培养
规格与岗位要求、课程内容与职
业标准、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的
对接。

“要加快培养当前新经济发
展急需人才，主动布局面向未来
技术和产业的新专业，着力推进

新工科建设。”张大良认为，南
京大学、东南大学等部属高校，
要依托理工科优势和多学科优
势，在催生新技术、孕育新产业
和加快工程科技创新、产业创新
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地方高校要
结合学校转型发展目标任务，推
进新工科建设，对江苏经济社会
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发挥支
撑作用。

“推动新工科建设，政府参
与宏观布局至关重要。”张大良
认为，地方政府要大力支持新工
科建设，尤其是要有专项资金和
政策支持，要组织高校开展省级
课题研究与实践，遴选一批省级
示范点予以重点建设。

新工科应嵌入地方发展大格局
本报记者 徐倩

新学期开学，一篇题为 《九阴
真经与高等数学》 的文章在天津大
学师生的朋友圈火了，文章用“如
何练好九阴真经”推导出“如何学
好高等数学”，文采、逻辑令人叹
服。随着文章的走红，该文作者

“刘夫子”，即天津大学数学院高数
教师刘志新的“传说”开始在天大
学生中流传。

“他自比生性潇洒的黄药师，
执拗起来会脱口而出‘老夫就这脾
气’，其实他才30来岁。”“最开心
的就是听他讲数学家的逸事。”在
刘志新的课上，你会经常听到数学
家的故事以及各种灵光一现的有趣
言语，一扫高数课堂的枯燥。对
此，他坦言:“我不喜欢沉闷的课
堂，所以，我每天都在努力让自己
的课更有趣一些，吸引学生抬着头
听课。”

刘志新告诉记者，学生口中的
这些“段子”都不是他事先准备
的，而是根据所教授内容随意插入
用以调节气氛的。在他看来，高等
数学博大精深，数学家的故事本身
就是高等数学的一部分，高等数学
从来就不光是懂知识、会做题。

“刘老师经常会给我们讲德国
一位叫魏尔斯特拉斯的数学家，他
虽然是体育老师，却建立了整个高
等数学的体系，培养了好几位著名
的数学家。所以，如果再有人说你
的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你就告诉

他：没错，我的数学是魏尔斯特拉
斯教的。”虽然现已大四，只是大
一上了一年刘志新的课，但材料学
院的许全军仍清楚地记得这些故
事。这样的效果，正是刘志新所期
许的结果。“多年后，高数知识也
许大家会忘记，但这些故事容易被
记住。我希望我的学生毕业之后再
想起高数时，感觉是有趣的；再用
到高数时，能够不犯怵。”

在学生的眼中，刘志新酷爱武
侠和诗词，满腹才情；而在他的课
堂上，板书工整、生动有趣，虽然
不点名却从来座无虚席。“刘老师
勉励我们在学习的同时综合全面发
展时就用了陆游的名句‘纸上得来
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还常
用诗词名句，让我们珍惜大学时
光。”学生许全军说。

对于教学，刘志新感悟：“从
教以来，虽经历风雨，但不忘初
心，对教学仍心存敬畏。不想迎合
任何人，只想做个有情怀的老师，
用心上好每一堂课。”在他看来，

“好老师首先要让学生学到知识，
学会成长。人生漫长，数十年过去
之后没有人在意你大学每门课考了
多少分，就像现在没有人会在意一
位成年人在幼儿园得没得那朵小红
花。”他更希望教授学生“正”能
量的东西：“数学上讲正数，我希
望自己和学生都是‘正’的，不管
数的大小，大于零就行。”

在刘志新看来，武侠、诗词与
数学，最终都在探讨一个问题：我
应该经历怎样的人生？高等数学中
也包含着多种人生哲理。比如求目
标函数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就很像
人，时时都在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
化。而求曲边梯形的面积时，是将
不会的问题一点点转化为自己熟悉
的问题，体现着人生中变通的思
想。“希望我的学生，能透过高等
数学的面纱，参悟其中的人生道
理，充满正能量，走在一条向善的
道路上。这些，比高等数学本身更
重要。”刘志新说。

高数老师的“武侠”课堂
通讯员 刘晓艳 李春雪

校园达人

刘志新

特别报道

校园动态

在第 33 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汕头大学为在该校服务 30 年以
上的 164 名教职员工颁发荣誉证书。林昆教授风趣地说，“我被
汕大这枚无形的‘魔戒’套住了，而且一套就是 34 年。可以自
豪地说，我在这里工作一辈子，此生无悔！”与会老师纷纷表
示，这是今年教师节最暖心的时刻。 叶楠楠 摄

汕头大学

暖心的教师节

说到盐田区外国语学校 （以下
简称盐外），就不得不说说它的掌
舵人——谢红越。

作为一名优秀的教育理论研究者
和实践工作者，谢红越校长从教三十
年来一直为教育事业兢兢业业辛勤工
作。她身体力行，孜孜不倦。先后在
九年一贯制学校、国家重点职高担任
副校长。曾获深圳市“优秀教育工作
者”、深圳市“五一劳动模范”、全国
外语实验学校优秀校长、全国信息化
教育创新校长等。她拥有在美国、英
国、澳大利亚、新加坡、北京大学等
国内外名校的校长培训背景。广阔的
视野，为学校中西结合的特色办学打
下了坚实基础。

谢红越校长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
教育发展观办理想的教育，办在真正

意义上理解人、尊重人、关爱人和解
放人的教育。走进盐外，其校园环
境、课程体系、德育、国际视野等方
方面面都体现着一种浓厚的人文关
怀。感恩于盐田教育勇于创新的大浪
潮，感恩于盐田教育多元开放的大背
景，她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紧紧围绕盐
田区教育部门“精细化管理、精致化投
入、精锐化育人”发展思路，内强品
质，外塑品牌，办“有态度、有温度、
有力度、有速度”的教育，把盐外打造
成国际性、实验性、示范性品牌学校。
她在教育界树立的形象鲜明，影响深
远，可以用“四种形象”来概括她，即
团结奋斗的拼搏者形象、求真务实的学
者形象、追求卓越的奉献者形象、教改
创新的开拓者形象。

静待璞玉琢成器 中西融合育英才
——记深圳市盐田区外国语学校发展之路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兴则国兴。少年的命运小则影响着家的
发展，中则影响着民族的振兴，大则影响着人类社会文明与进步
的进程。着力于以”发挥师生潜能，培育卓越人才，塑造中国未
来”的深圳市盐田区外国语学校，坚持“为每一位学生的终身可
持续发展奠基”的宗旨，秉承“和谐卓越”的校训，以培养高度
的社会责任感、健康的个性品质、扎实的基础知识、突出的外语
能力、良好的自我管理和创新能力、中西合璧的人文素养的社会
主义现代公民为目标。坚持探索“和谐德育”模式，努力营造
“平等和谐、健康向上、积极进取”的育人环境。

“传道授业育桃李”，学校先后获得
的主要荣誉有：（1） 国际级：国际生态
学校。（2） 国家级别荣誉 21 项：全国
外语特色学校教育研究会常务理事学
校、全国第三届小公民道德建设先进
学 校 、 全 国 德 育 教 育 示 范 基 地 学 校 、
全国未成年人生态道德示范校、全国
冰心青少年文学创作基地、全国和谐
德育先进实验学校、全国外语实验学

校、全国青少年美术书法教育先进单
位、国家足球训练基地学校、全国青
少年足球特色学校、全国环境教育示
范校、2015 全国生态文明教育示范学
校 、 中 国 软 式 垒 球 实 验 学 校 等 。（3）
省 级 荣 誉 ： 广 东 省 安 全 文 明 校 园 称
号、广东省教育学会“教育国际化实
验学校”、广东省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学
校 、 广 东 省 语 言 文 字 规 范 化 示 范 校

等 。 (4) 市 级 荣 誉 ： 深 圳 市 文 明 单 位 、
深圳市教育系统先进单位、深圳市第
二批“智慧校园”、深圳市安全工作示
范学校等 16 项荣誉。建校以来，师生
在各级各类竞赛中成绩斐然，获得省市
级以上奖项近千项。中考成绩一直优
秀，近三年来，盐外中考继续以绝对
优势，位居盐田区首位和深圳市前列！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今年 3 月，李
健铭同学代表深圳奔赴纽约，参加“全
球青少年峰会”。在“外研社杯”全国中

小学生英语能力大赛团体挑战赛中勇夺
全国中小学英语大赛团体赛亚军，个人
技能赛一等奖，创造了该项目上深圳代
表队的好成绩。

盐外在特色发展的路途中，收获到
的不只是桃李满天下，还有师生员工思
维精神的不断充盈和灵魂境界的不断提
升！如今，勇于探索、不懈追求的盐外
人，正踌躇满志、用心诠释着教育的深
刻内涵，给生命着色！让教育灵动起
来，让生命灵动起来！ （高 静）

和谐德育是盐外的一大金字招牌。
十多项富有特色的校园主题活动，推动了
学校素质教育的开展，并形成了学校的品
牌：一是书香校园读书节，二是英语文化
艺术节，三是科技节，四是体育节，五是宿
舍文化建设，六是心理健康教育节，七是
学生领袖团队建设活动，八是世界多元文
化活动，九是综合素质拓展训练活动，十
是毕业生感恩活动，十一是“一帮一·共卓
越”蓝帽子行动，十二是生态环保活动。

其中的“生态环保教育”更是盐外的一大
特色，环保教育课程体系已广泛用于综合
实践活动课、第二课堂、社团活动课以及
中学生课题研究中。目前，盐外已在国际
生态学校之列。

“英语特色教育”是盐外的另一大金
字招牌。独具五大鲜明特色：一是推行

“分层+小班”教学模式：因材施教，按英
语水平将一个自然班分为 A、B 两个层次
的“小班”进行授课。二是实行“1+N”模

式优化教材组合：以牛津版《初中英语》为
主，配合使用美国教材《Super Goal》《中
学生阅读微技能训练》、听力教材《Lis-
ten in》、英语科学教材《Interactive Sci-
ence》等教材。三是增强“双语+外籍”师
资力量：除每年配备两名外籍教师外，按
计划分批次选派语文、数学、化学、信息、
生物等学科教师参加海外培训，扩大双语
教学教师队伍。四是拓展“国际小公民”
校本课程和“四点半”活动课程。开发如
国际理解教育、国际生态道德教育、英语
戏剧、英语电影配音、英语角、新加坡 O-

level 等活动课程，开设“日语入门”和“走
进俄语”等选修课。五是丰富英语文化
艺术节、国际交流等活动。坚持开展一
年一度的系列活动，如英语演讲、模联英
语辩论赛、英文歌演唱、英语广场、英语
手抄报、英语广播、英语配音、英语戏剧
表演、万圣节和圣诞节等世界多元文化
展示活动。师生足迹已达英国、美国、澳
大利亚、加拿大、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
宾等多个国家。如今，盐外的英语教育
已走出了一条“外华内颖，中西融合”的道
路。

2016 年，盐田区教育部门成功申报
中国新样态学校实验区，我校成为新样
态实验校之一。立足新样态的新追求，
学校构建起由基础课程、拓展课程、特
色课程和四点半课程等四大课程模块组
成的具有鲜明的中华家国情怀、汇通古
今的人文素养、奔腾开阔的海洋视野、
拥抱天地的绿色情怀、视野开阔的科学
素养的“国际小公民”学校课程体系。

该课程体系上接教育方针及国内外课程
发展趋势，下接学校的课程结构及课程
具体实施，从课堂教学到社团活动开
展、到学校各个方面特色的建设，打通
了学校工作各个环节，形成了联动互动
效应。大课程意识的树立，大大激发了
教师参与课程热情和创造力。

在课程整体实施过程中，采取两步
走战略，势要把“国际小公民课程”体

系整体落地。第一步：选择多样化的课
时实施方式，如主题整合式、长短课、
连排课、大课小上、小课大上、兴趣选
修、社团活动等多种方式。第二步：跨
学段整体育人，跨学科综合育人。在课
程的整合中，既做加法，又做减法，分
别从课程类型整合、跨学科横向整合、
学科内部纵向整合三个维度对课程做进
一步系统加工处理。

此外，学校提出了“启发互动、自
主合作、探究创新高效”的生动高效课

堂理念，引领教与学方式的改变。通过
学生小组合作的形式，建构有学有问、
研究讨论、提高能力的高效课堂。大胆
地在数学、英语教学上实行“分层教学
走班制”教学管理模式创新。也即原有
的行政班不变，学生可自主选择 A、B
层次的教学班，同一科目同时开展教学
活动，学生分别去相应层次班级上课。
通过动态管理的“微调”，最终实现 A
层的学生数逐渐增多，B 层人数逐渐减
少。

在盐外的价值导向和评价体系里，
好教师必须要具备高尚的师德情操、广
阔的学习视野、生动高效的教学能力、
着眼学生长远发展的启迪睿智，学校领
导对“名师”核心要素保持足够的清醒
和持续的重视，为打造“名师”摇篮提

供了源头活水、提供了机制与平台保障。
学校通过一系列的举措，如探索建

立科学评价机制；加强师德建设、塑造
师表典范；加强思想教育，强化目标学
习；多渠道开展提升师德师品和专业水
平的活动等，加强学校教师队伍建设，

提高教师教书育人的水平，促进教师专
业发展，构建名师队伍。学校现有省、
市、区级以上名师 32 人，占全校专职教
师比例已达 26%。2015 年、2016 年，徐
欣和肖晨老师先后摘得盐田区年度教
师、深圳市年度教师提名奖而归，盐外
成为深圳市仅有的一所连续两年诞生年
度教师的学校。2017 年，陈霄翔老师荣
获全国十佳科普使者、深圳市“十佳青

年教师”荣誉称号。邓静老师不只是盐田
区仅有的深圳市名班主任工作室主持人，
还是盐田区成长型人才；于飞老师是深圳
市初中物理仅有的名师工作室主持人。英
语科组曾荣获“广东省巾帼文明岗”“深
圳市优秀科组”“深圳市工人先锋号”等
称号；历史科组评为深圳市中学先进科
组。优秀的教师团队为学校办学的优质均
衡发展提供了充分有力的保障。

执着守望教育的智慧型校长

打造一支有智慧、有担当的教师团队

改革创新特色发展

立足新样态 打造新课程新课堂

辛勤耕耘换来硕果累累

第十届全国外语实验学校年会合影第十届全国外语实验学校年会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