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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新课程方案与新课程标准即将公布，指向学生关键
能力发展和促进高中转型发展、优质发展、内涵发展、特色
发展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近年来，江苏省致力探索高中优
质特色发展路径，形成了以课程基地建设促动、前瞻性教学
改革项目带动等一系列问题解决方案和实施操作方法，涌现
了以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为代表的一批高品质示范性高中，
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的课程建设成
果曾荣获国家教学成果一等奖，促进学习的评价、学科组专
业化建设等成果连续三次获省教学成果特等奖，六大省级课
程基地覆盖所有学科，“江苏高中未来教室”项目引领发
展。应全国各地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与学校的要求，中国教
育报刊社人民教育家研究院与江苏省教育部门相关机构一
起，于 2017 年 11 月 3 日至 5 日，在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举
行现场研讨会，聘请国内专家学者与著名校长，开坛报
告，交流观摩。

一、会议主题：

高品质高中发展之路

二、组织单位：

主办单位：中国教育报刊社人民教育家研究院
江苏教育报刊总社

承办单位：江苏省校本课程开发研究所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
北京中教鸿兴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三、会议时间：2017 年 11 月 3 日—11 月 5 日

四、报到时间：2017 年 11 月 3 日 8∶00—19∶00

五、报到地点：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

（所有参会人员须到此地点核对报名信息、领取会议资料）

六、会议地点：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

七、会议日程：

（一）11月4日上午（8∶00—12∶00）
开幕式 （8∶00—8∶30）
主题一 《高品质高中的内涵特征与发展路径》
嘉宾报告 （拟邀）：（8∶30—10∶00）

1. 袁振国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主任
2. 朱卫国 江苏省教育主管部门领导
3. 杨九俊 江苏省教育学会会长、江苏省科学

研究院、江苏教育学院副院长
校长论坛 （拟邀）：（10∶00—12∶00）

1. 王殿军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校长
2. 翟小宁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校长
3. 朱建民 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校长
4. 叶翠微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原校长
5. 冯志刚 上海中学校长、高级教师
6. 王 洋 上海市曹杨第二中学校长

（二）11月4日下午（13∶00—18∶00）
主题二 《高中课程改革及课程基地建设经验分享》
嘉宾报告 （拟邀）：（13∶00—14∶30）

马 斌 江苏省教育主管部门基础教育负责人
陆志平 江苏省教育学会副会长

经验分享：（14∶30—15∶50）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江苏省淮阴中学
江苏省连云港新海实验中学
江苏省泰州中学
江苏省南菁高级中学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

江苏省苏州第十中学
江苏省南通中学

参观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六大省级课程基地（15∶50—18∶00）
（三）11月5日上午（8∶00—12∶00）

主题三 《指向关键能力发展的教学与评价改革》
嘉宾报告 （拟邀）：（8∶00—10∶00）

崔允漷 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所长、
教授、博士生导师

杨向东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院长、课程
与教学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校长论坛 （拟邀）：(10∶00—12∶00)
朱建民 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校长
任奕奕 天津市耀华中学校长
李志聪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校长
徐向东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校长
董君武 上海市市西中学校长
易国栋 成都市第七中学校长
王培东 西安交通大学附属中学校长
王中立 郑州外国语学校校长

（四）11月5日下午（13∶00—17∶00）
主题四 《高中学科建设与学科领袖培养》
嘉宾报告 （拟邀）：（13∶00—16∶00）

唐江澎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校长
张建国 青海湟川中学校长
马向阳 海南省海南中学校长
刘信生 兰州中学校长
王明伟 哈尔滨市第三中学校长
王淑芳 西安高新第一中学校长
贾金元 西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
杨子林 乌兰浩特一中校长

圆桌论坛：（16∶00—17∶00）
（所有嘉宾以实际到会为准）

八、报名方式：

电话报名咨询：
韩老师：010—82296430 18519866308
张老师：010—82296427 13269619161
房老师：010—82296889

邮箱报名：rmjyj2017@163.com，下载参会回执表发送至邮
箱，邮件主题和参会回执表按照“***单位参会回执表”或

“***个人参会回执表”的形式统一命名。名额有限，报满为止。

九、会议费用

会议费用包括会务费、会议资料、会议两天的午餐和晚
餐，其他食宿自理 （详情请扫描会议信息二维码），报名以款
到为准，报到时领取发票。此次会议主要采取银行转账收款形
式，如无特殊情况不接受现场收费 （汇款后请发邮件至 rm-
jyj2017@163.com，说明参会人员姓名、发票单位名称、汇款
单位名称）。如需现场缴费请在报名时联系会务组工作人员，
现场缴费发票将在会议结束后15个工作日内寄到开票单位。

银行转账信息：
账户名称: 北京中教鸿兴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开户银行: 工商银行北京学院路支行
开户银行账号: 0200025509200059185
现场收费地点：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

人民教育家论坛—高品质高中发展现场研讨会公告

参会回执表二维码 会议信息二维码

·公告·

本报北京 10 月 10 日讯 （记
者 柯进） 今天，中国农业大学
对外宣布，2017 年度世界粮食奖
将本年度诺曼·博洛格实地研究
与应用奖授予该校资源与环境学
院教授崔振岭。崔振岭是世界上

第6位获此奖项的青年学者。
崔振岭获此奖项，是因为他

在研究中，通过创造性的田间化
肥管理实现了土壤改良、粮食增
产。他在与农民密切合作中形成
的创新方式提高了氮肥利用效
率，使华北平原的小麦和玉米产
量得以提高，同时遏制了土壤退
化及水质污染，该创新成果影响
了数以千万计的农民。

针对农民不合理施肥问题，
崔振岭及其团队开发了一套全新
的氮肥管理系统。该系统显著减
少了农作物 （其中小麦占 60%，
玉米占 40%） 氮肥利用，同时使
产量增加了 5%。在小麦与玉米
生长季节，该系统使氮气排放分
别降低了 73%与 43%，由此明显
减缓了土壤退化与水质污染。

为了表彰40岁以下的青年研
究者在全球粮食安全方面作出的
突出贡献，2012 年世界粮食奖设
立诺曼·博洛格实地研究与应用
奖，由独立专家组在众多有竞争
力的人选中，依据其在粮食安全
领域研究的性质与成就进行评
选。今年的评选，崔振岭从众多
人选中脱颖而出最终获奖。

世界粮食奖旨在表彰在改进
全球粮食质量、数量和供应及推
动人类发展方面有突破性成就的
个人，是国际上农业领域的最高
荣誉，该奖由诺贝尔和平奖获得
者、美国科学家诺曼·博洛格在
1986 年设立，迄今已授予世界上
46 位作出突出贡献的个人。此
前，中国农业部原部长何康和中
国国家杂交水稻工程研究与发展
中心主任袁隆平曾分别获此奖
项。1993 年，何康因“就任农业
部长时进行农业方面的改革，使
得中国在粮食方面实现了自给自
足”获得该奖项；袁隆平则因

“为人类提供营养丰富、数量充足
的粮食所作出的突出贡献”，获得
2004年度世界粮食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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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0 月 10 日讯 （记
者 董鲁皖龙） 中央国家机关定
点扶贫工作成果展开幕式今天在
京举行，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
国家机关工委书记杨晶出席并讲
话。

杨晶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央国家机关定点扶贫工作领域
不断拓宽，机制不断完善，取得了
显著成绩，2014年建档立卡以来
已帮扶560万群众脱贫。面对新
的形势和任务，中央国家机关各
部门和单位要坚持用习近平总书
记扶贫开发战略思想武装头脑、指
导工作。要围绕规划制定、资金投
入、干部选派等重点工作，发挥部
门、行业、系统优势，不断完善定点
扶贫工作体制机制。要坚持夯实
基层党组织同脱贫攻坚有机结合，
抓好驻村工作队和第一书记选派、
培训、考核、服务等工作。要精准
解决贫困群众实际困难，全力打赢
脱贫攻坚硬仗，以优异成绩迎接党
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据 悉 ， 此 次 成 果 展 是 自
1986 年中央国家机关按照中央
要求开展定点扶贫工作以来，首
次举办的成果展。

成果展以“坚决打赢脱贫攻
坚战，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为主题，在第 4 个“国家扶贫日”
到来之际，通过大量图片、表格、
数据，集中展示了中央国家机关
各部门各单位自开展定点扶贫工
作以来的扶贫历史、工作做法、典
型人物风采等，全面系统总结了
30 多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各单位定
点扶贫的亮点工作和突出成效。

5 年来，中央国家机关帮扶
力量不断增强，工委牵头联系的
89 个部门和单位定点帮扶 21 个
省份173个贫困县，覆盖除西藏
之外的 13 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和明确实施特殊政策的区域；发
挥自身优势，加大帮扶力度，向
定点扶贫县直接和间接投入帮扶
资金、物资合计约550亿余元。

中央国家机关定点
扶贫工作成果展开幕

本报北京 10 月 10 日讯 （见
习记者 王家源） 今天，首届部
属高校“学宪法讲宪法”活动决赛
在北京大学举行，来自全国32所
部属高校的32名选手参加比赛，
共讲宪法故事、弘扬宪法精神。
活动由教育部全国普法领导小组
办公室主办，北京大学高等学校
学生法治教育研究中心承办。

参加活动的教育部相关司局
负责人表示，高校大学生最有朝
气、最富梦想，是法治中国建设
的希望与未来，教育部始终将宪
法教育作为青少年法制教育的核
心。希望通过比赛，让高校学生
讲好宪法故事，真诚信仰宪法，
自觉尊重和维护宪法权威，增强
宪法意识，成长为具备社会主义

法治观念和法律素养的高素质人
才。同时，也让高校学生深刻理
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社会进
步、改革进程和历史传统，与时
代发展同频共振，牢固树立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
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
书记叶静漪说，此次比赛作为北
大高等学校学生法治教育研究中
心承办的一项重要法治教育活
动，为各部属高校同学提供了一
个学习交流的良好平台，也是中
心掌握高校宪法宣传教育实践情
况、推动高校法治教育理论研究
的重要契机，对于促进中心发
展、推动高校宪法教育具有重要
意义。

首届部属高校“学宪法
讲宪法”活动决赛举行

很多高校考虑外出开展教学
时，最伤脑筋的是“去哪儿”的
问题——各地教育资源有哪些？
主题特色是什么？交通情况如何？

刚刚过去的两个月，浙江大
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研究生带着
这些问题，走访调研了浙江省 8
个地级市的 104 个党建现场教学
备选点。以“红色教育”和“改
革创新”两大主题，通过采访当
地党史专家、红色后代、革命建
设亲历者，对备选点进行评估。
浙江大学师生正在着手编写一本
该校研究生党建现场教学基地指
导手册和一套特色党建课程教
案，准备推荐给浙大 500 余个研
究生党支部使用。

位于浙江绍兴上虞的浙东新
四军北撤会议旧址，由三间平房

组成，粉墙黛瓦，典型的江南庭
院风格建筑。屋内，木质的桌椅
和杯盘碗碟还保持着“开会时”
的状态。浙大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6 级硕士研究生沈丹和同伴们
走进这里，不仅回顾过去那段历
史，更多的是想着如何将这里的
故事讲给更多的浙大人。

带路的老人是当地一位革命
后代，老人告诉他们，为了争取
和平，党中央主动撤出根据地，
便有了浙东新四军北撤这一历史
事件。

“我们对这块年轻的抗日民主
根据地具有无限的热爱，对于浙
东的父老兄弟姐妹具有真正骨肉
之情⋯⋯”当读到浙东新四军北
撤时发表的 《忍痛告别浙东父老
兄弟姐妹书》 时，字字句句都令

沈丹感慨不已。
“其实在学校的党支部活动

中，我们也常常备课讲微党课。”
沈丹说，“调研采写是对微党课的
放大，这一过程中很多同学都有
了更深刻的思考，用马克思主义
的理论去分析、联系实践。”

通过走访、挖掘备选点背后
的人和事，教案编写的素材越来
越多，也越来越鲜活。与此同
时，马克思主义学院还专门请青
年教师指导学生。目前，教案已
经制作70篇，逾23万字。

党建现场教学备选点如何挑
选？浙江大学求是讲座教授胡坚
对此倾注了大量心力，除了系统
筛选原有红色革命基地外，还将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
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在浙江的

生动实践，作为本次寻访的重要
内容。

中国义乌小商品市场总面积
100 多万平方米，经营商位约 4.5
万个。调研前，学生们主动联系
了义乌市委宣传部工作人员，规
划了一条现场教学的路线。

从国际商贸城一区出发，到
二区小商品市场陈列馆，再到五
区进口商品馆，这一路，学生们
感受并记录了义乌“鸡毛换糖”

“兴商建市”“一带一路”“钢铁驼
队”的历史沿革。此外，他们在
调研表上还明确了各个教学备选
点的开放时间、票务信息、讲解
服务、周边饮食、交通方式等。

“如何增强思政教育的创新力
度，其中一项我认为就是加强教
育供给侧改革。”浙江大学党委研

究生工作部副部长陈凯旋介绍，
通 过 完 成 对 104 个 备 选 点 的 调
研，学校将在一些地方挂牌成立

“浙大研究生党建现场教学基地”。
走访中也有意外的发现，负

责调研宁波—桐庐一线的浙大
2016 级硕士研究生吕霄发现，有
些地方的红色基地因为人迹罕至
而年久失修。于是，调研团就给
自己增加了一项工作，汇总相关
情况写成调研报告，向有关部门
提出修缮和利用建议。“更好地保
护红色资源，让历史照亮现实，
是我们浙大人的责任。”吕霄说。

浙大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副
书记徐晓霞透露，接下来师生们
还将完成尚未走访的 3 个地级市
寻访任务，使本次党建现场教学
备选点走访覆盖全省。

历时两个月，实地考察、调研百余个备选点——

浙大师生回答党建现场教学“去哪儿”
本报记者 蒋亦丰 通讯员 柯溢能

◀民心幼儿园教师刘慧娟教孩子们
用废旧物品做花朵，一个小朋友很认真
地凑上去闻闻花朵的味道。

▼民心幼儿园小朋友在教师引导下
辨认彩虹的颜色，而分装颜料的器具正
是废物再利用。

河北省沽源县民心幼儿园倡导厉行
节约、变废为宝，爱护环境，师生动手
动脑，利用废旧物品制作玩具和装饰
品，既锻炼孩子动手能力，又在潜移默
化中帮孩子树立了环保意识。

本报记者 张学军 摄

做手工 学环保

本报重庆 10 月 10 日讯 （记
者 胡航宇 通讯员 郑劲松
韩笑） 今天，西南大学师生最引
以为自豪的学长袁隆平回到母
校，为该校袁隆平奖助学金首批
获得者颁奖。

去年，西南大学举办纪念办
学110周年庆典之际，袁隆平捐
赠 20 万元人民币设立西南大学
袁隆平奖助学金，主要奖励农业
相关学科品学兼优的学生，鼓励
他们“深入基层，扎根农田，为
我国的农业事业作出贡献”。

虽然已经 87 岁高龄，袁隆
平还带领团队不断向水稻研究新
领域发起冲锋。当有大学生问袁
隆平如何保持科研激情时，他不
无诗意地回答：“农业科学是一
门与土地打交道的哲学，恪守
一颗宁静之心尤为重要。‘非宁
静 无 以 致 远 ， 非 淡 泊 无 以 明
志。’希望同学们能保持一颗宁
静 之 心 ， 远 离 功 利 主 义 的 陷
阱，在前进的道路上坚守自己
的底线，用正确的方式实现自己
的梦想。”

袁隆平回西南大学为首批
袁隆平助学金获得者颁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