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齐林泉 编辑：齐林泉 设计：王萌萌 校对：张静
电话：010-82296573 邮箱：xiaozhangcn@163.com

2018年6月6日 星期三

07校长周刊 实务·

名校长专栏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中学责任与担当①

“真的没有想到，儿时的一个想法，到
了中学居然制出成品。我还成了本校第
一个国家发明专利获得者，而且在上个月
第二届中国（上海）国际发明创新展览会
上拿到金奖！”“新型戒满杯”发明者学生
冷厚文自豪地说这话时,站在一旁的校长
沈申福更为自豪地说：“经过多年的努力，
我校作为全国科普教育基地、全国知识产
权教育试点学校，科普教育已经闯出了一
些名堂。”他指的是按照《全民科学素质行
动计划纲要实施方案（2016—2020 年）》
要求，学校在完善基础教育阶段的科技教
育方面做出的成绩。

筑基：课堂为本

上课时间到了，安徽省马鞍山市第七
中学蔡珊老师拿起教材往教室走去，一如
校园里每一位老师。如果说有什么不同，
那就是她手里的“马鞍山市第七中学学生
科技创新教育读本”教材在全国独一无
二，而她也是全国为数不多、马鞍山唯一
的专职科普教师，专职负责七年级的科普
课程的教学——讲解各种创新技法，与学
生们讨论创新实例。

在马鞍山市，七中是唯一一所将科普
校本课程纳入课表的学校，并实现了教
材、教师、时间、地点的四落实。

“很多孩子小时候说起未来的理想，
都是想当科学家。可是随着慢慢长大，很
多人又觉得这个梦想太遥不可及了。作
为教育者，我们如何去帮助孩子们拉近现
实与梦想的距离呢？”沈申福校长说，“其
实创新是从创新意识开始的。创新意识
可以启发，创新思维可以培养，只要整天
想着去发现，创新的念头和思路就会源源
不断地涌现出来。所以，七中把创新纳入
校本课程，就是希望把科技创新普及到每
一个学生。”

上完课走出教室，蔡珊老师手中除了
一册校本教材，还有一摞“表格”。“这是

‘每日一观察，每周一设想’活动记录本。
在这张表上，学生可以记录下自己在生活
中注意到的现象，然后可以‘脑洞大开’地
去思考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并把结果记录
下来。”对于回收上来的记录，蔡老师会一
一认真阅读，对其中具有创意的思考，会

带着学生一起完善补充。“我们的发明专
利很多都来自这些观察记录。”指着办公
桌上那一大摞“国家发明专利证书”，蔡珊
一脸的骄傲。

“一把手”抓科普，在七中是出了名
的。不仅一把手校长重视，而且学校切实
做到了“五个手指”一起动，让科普校本课
程真正发挥出效益。学校成立了科普中
心这个新的职能部门，由教科处主任兼任
主任，纳入教学管理与考核体系；又将科
普校本课程纳入七年级的每周课表，做到
教材、教师、时间、地点四落实；再下大力
培育科普辅导员队伍，除了把对科普教育
感兴趣、有潜质的学科教师培训转化为专
职科普老师，还鼓励一些物理、化学教师
兼任科普辅导员，特聘高等院校、大型企
业的技术骨干做校外科普辅导员。同时，
还借力省市课题研究的成果，陆续开发出
一批科普校本教材。在市区教育局、市区
科协的大力支持下，学校先后建成校园科
技馆、创客实验室、3D打印室、天象馆、机
器人活动室、健康教育园地、地震宣教室、
蝴蝶馆等科普馆室。

搭台：活动延伸

又到 5 月，七中一年一度的校园科技
节即将开幕。校园机器人比赛、电子作品
评比、科幻画展览、剪纸比赛⋯⋯每一项

活动的海报征集令一发出，就迅速报满。
“学生们的参与热情远远超出了我们

的想象，看来科技节已经成为他们最热爱
的校园活动了。”在七中科普中心主任杨
厚文的工作记录本上，除了这些活动，还
安排了科技专家讲座、外出实践参观等活
动，尽可能让活动更丰富多彩。

“科技创新光靠课堂肯定是不够的，还
需要开辟新的领域，科技节等科普活动就
是课堂的延伸和补充。”杨厚文说。这些
年，学校鼓励并支持学生成立科普社团，利
用科普网、广播网、电视网、宣传栏、教室
内的科普角、走廊上的壁画、国旗下讲话、
科普主题班会等形式，广泛宣传科普知识
并精心组织科普主题教育，每年的校园科
技节都要安排近30项科普竞赛与实践活
动。除了经常举办专家科普讲座，学校还
不断强化学科教学渗透，充分发挥物理、化
学老师兼职辅导员的作用，借助校园科技
馆、创客实验室等科普馆室开设拓展课，等
等。七中希望通过这些活动平台的搭建，
为学生的创新搭建更宽阔的舞台。

正是在这些系列科普活动中，902 班
凌烟昀同学对于专利产生了强烈的向往
和兴趣。他参加了学校专利小组，并在科
普老师指导下，先后萌发了数十个设想，
最终有两个获得国家级实用新型专利证
书。杨厚文介绍，通过科普课和各项科普
活动，学生们开拓了眼界，在创新大赛中

屡屡获奖。截至目前，已获得近 80 本国
家级专利证书。在最近举行的上海国际
发明大赛中，该校学生又获得了金、银、铜
奖各一枚。

启智：注重创意

“当专业科普老师六年来，我深深地
感到，帮助孩子们将小小的模糊创意变成
实实在在的发明或产品，对于呵护他们的
创新意识，显得特别重要。”蔡珊老师回忆
说，一次上课，天气炎热，学生们想开吊扇
又抱怨灰尘还怕影响光线。于是那堂课
大家干脆就讨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最
终得出的结论是：可以给传统吊扇加上
灯、扇叶改成可收缩的。下课后，蔡老师
就着手整理相关资料并帮孩子们递交专
利申请。“当我告诉学生们我们获得了国
家发明专利时，他们兴奋的表情我终生都
不会忘记。”蔡老师说。

“一颗种子，只有深深地植根于沃土，
才能生机无限。我来到七中这片学习的
沃土，老师的引导为我打开了创新世界的
大门，让我掌握了创新的技巧，所以我才
能得到这个奖。”国家级实用新型专利证
书获得者、913班的沈南卿同学如是说。

“当社会上充斥着‘中国的乔布斯在
哪里’言论的时候，当美国封锁中国芯片
技术的时候，我们总会想，如何让中小学
生既要完成国家规定的课程与学业，又能
培养他们的创新意识与创造能力？”杨厚
文主任说，“我们把科普教育作为一个探
索，实施‘课堂为本、活动延伸、兴趣引导、
注重创意’的实践模式，突出科技创新教
育；以课堂为基础、以活动为载体，分年
级、分层次提出不同要求；从培养兴趣开
始，激发求知欲望，引导学生用所学的知
识观察分析生产生活中的各种现象，进行
创意创造。”

近几年，学校共收到学生创意创新作
品 2856 件，其中获得国家专利证书 72
件，正在审查 54 件，正在申报 321 件。科
普教育与科技创新，目前已经成为学校的
一块金字招牌。“我们要让每一门校本科
普课程都成为教育的生长点。愿我们的
科普课堂能走出一颗颗星星，去点缀浩瀚
美妙的天空。”沈申福充满自信地说。

科普教育萌发创新种子
本报记者 齐林泉 通讯员 余萍

上世纪末，就有教育思想家
提出，50 年间我们培养了不少合
格人才，但也压制了一些拔尖人
才，不少有才华的学生被扼杀在
摇篮里了,特别是那些奇才、偏
才。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把全面
发展与个性发展对立了起来。

近十几年来，我国各大高校
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方面持续发
力，诸多高等教育领域的“拔尖计
划”应运而生，如北京大学的“元培
学院”、清华大学的“清华学堂人才
培养计划”、浙江大学的“竺可桢学
院”等等。那么，拔尖创新人才的
培养应该是从大学才开始的吗？
答案是否定的。从教育科学的角
度看，拔尖创新人才所必备的许多
重要素质是在基础教育时期培养
和发展出来的，但这一点长期以来
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在初、高中
阶段，我们就应该积极探索培养拔
尖创新人才的机制和模式，发现、
孕育并系统培养人才苗子，建构一
个符合人才成长规律并与高等教
育接轨的完整教育链。

基于对教育现状和国内外发
展趋势的考虑，国家在本世纪初出
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
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就明
确提出，“形成各类人才辈出、拔尖
创新人才不断涌现的局面。推动
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满足不同潜
质学生的发展需要，探索发现和培
养创新人才的途径”。

2017 年，我校与华为合作设
立了“深圳中学—华为特殊人才
奖学金”，在初高中阶段发掘并资
助那些在基础科学领域有特殊专
长的天才、偏才、怪才，进一步加
强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助力他
们成长为国家栋梁之材。华为是
我非常敬重的民族企业，任正非
是我十分崇敬的企业家。关于

“如何让奇才、怪才一展所长”，他
曾提出“歪瓜裂枣”理论：“枣是裂

的最甜，瓜是歪的最甜，他们虽然
不被大家看好，但我们从战略眼
光上看好这些人。”这正是他十分
重视拔尖创新人才的表现。

总而言之，我们不能把高考
视作唯一的“指挥棒”，要切实根
据学生的需要和特长设计教育模
式。其实我们倒过来分析同样成
立：如果我们的孩子在某一方面
表现特别突出，难道未来会没有
好的发展吗？我一直不赞成把

“木桶理论”简单地类比到人的身
上，这样的比喻只是一个猜想，而
不是科学的命题；我们生活中很
多“最短的板”并不是一个人生存
所必需，因此没必要花费本来就
有限的时间统统补起来。现代社
会非常需要我们在兼顾学生综合
素养的前提下，争取把“长板”做
长，这样他们未来自然而然会在
擅长的领域脱颖而出，从而最终
有所成就。

2017年11月18日，在深圳中
学建校七十周年之际，我们向社
会正式宣告了新的办学定位——
建设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高中，
以培养具有中华底蕴和国际视野
的拔尖创新人才为己任，这正是
深中对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责任
与担当。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应始于基础教育

校长实验室

创客体验创新科技实践活动。 潘晓峰 摄

教育学博士、特级教师，享
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广
州市教育研究院创院院长。现
任深圳中学校长、党委书记。

朱华伟

破解优势专业成长密码
——聚焦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模具专业高水平人才培养之路

教育的终极目标是培养优秀的人才，
模具专业教师不忘初心，牢记学生就是专
业 教 育 的 “ 产 品 ” 这 一 使 命 。 30 多 年
来，一代代模具教师用心去教，努力发掘
学生潜能，搭建学生圆梦平台。“双休日
工程”扩展学生知识视野，课外时间加班
加点指导学生技能提升。伴随着无数个昼
夜的是学校模具实训机房“滴滴答答”的
鼠标敲击声，数以百万计的加工编程、千
万计的人机设备工时、以几十吨计的加
工刀具和工件产品，铺设了数千学子的
模具技术成才之路。从学校模具精密制
造中心走出了上百位浙江省乃至华东地
区模具行业的专业骨干、技术总监、行
业专家、教学名师，有力地支撑了整个
中国模具行业的转型升级。踏石留印，
抓铁有痕，几代模具教师奉献在无数学子
圆梦之路上，用谆谆教诲与辛勤汗水浇灌
出了丰硕成果。

１.体系创新，实现无缝对接

首创开发的模具设计师、模具制造工
等行业职业技能鉴定体系，将鉴定体系成
果面向模具专业教学和课程改革，与课程
内容进行深度融合；教学内容主动对接现
代企业模具设计制造标准，课程体系紧跟
产业发展方向。通过渐进式三阶段的教学
与竞赛体系，使学生技术技能的培养从

“认知岗位”到“熟练岗位”再到“迁移
岗位”逐次提升。实现了企业需求与培养
目标的无缝对接。

２.模式创新，实现双向提升

实施了标准与竞赛双驱动引领基于制
品生产流程的模具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实
现了标准—教学—竞赛的深度融合。训练
与竞赛项目涵盖制品生产流程全过程的知
识与技术技能，贯通产品全生命周期，实
现了“并联设计与分析所需理论知识，串
联制品生产流程所需具体技能”，学生具
备扎实的工艺知识基础，以工艺实现保障
为目标进行模具设计，在知识内化的基础
上进行模具设计优化，进而完成模具制
造、装调及产品成型试制等训练。教师从

单一的知识讲授者转变为学生具体实践项
目的指导者，使学生技能操作水平得以快
速提升。

创建了鉴定体系与竞赛项目融通、竞
赛项目与教学体系融通的“双融模式”。
结合各阶段教学目标，实现竞赛与教学的
融通。开发的训练项目与竞赛，选拔学习
能力较强的学生组建“圆方强化班”实施
分层教学，进行深入培养。竞赛项目始终
贯穿整个教学方案全过程中，开发了一系
列分层次、多项目融合的一体化集成教学
课程与竞赛项目，形成了“以赛促学、赛
学结合、互相促进”的机制。竞赛项目融
入教学，为课程开发提供示范案例，引领
信息化教学、翻转课堂、线上线下结合等
多种教学模式的实施，促进了对教师教学
能力、学生学习潜力的挖掘，实现教与学
的双向提升。

３.示范引领，助力经济发展

实现了卓越技术技能型模具人才的培
养输出。专业办学 30 多年来，毕业生创
办 的 年 产 值 亿 元 规 模 以 上 模 具 企 业 12
个，千万产值规模以上的 50 多个，为浙
江省乃至华东地区模具行业企业培养了
300 多位技术总监、总经理。30 余名各级
竞赛获奖毕业生直接受聘于中职学校，成
为各学校模具专业的骨干教师，他们带出
了 200 多名中职技能竞赛获奖学生，不仅
提升了毕业生所在学校的教学质量和竞赛
成绩，也为我校培养了更多的优质生源，
实现了“人才培养—教学成绩—优质生
源”的良性循环。相关实训项目和教学模
式得到了各学校的高度认可，提升了学校
模具专业影响力，促进了各中职学校模具
专业的技术升级与教学质量的提升，使我
校模具专业教学成果得以广泛推广应用。
为中职、高职院校储备了大批优秀专业师
资，形成优质生源的良性循环，向社会输
送高水平技术技能型模具专业人才。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机械技术系
党总支书记陶勇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技术系“四年制”模具专业教研室主
任孙佳楠)

模具素有“工业之
母”之称。作为产品制造
中重要的基础工艺装备，
模具工业水平是衡量一个
国家制造业水平高低的重
要标志，是制造业产品优
化、产业升级的重要支
撑。一辆汽车90%以上的
零部件都是依靠模具成型
的，所需的模具接近2000
副。一台空调则需要100
多套模具。如果没有高水
平的模具，就没有高水平
的零件制造，更没有工业
产品和消费品的多样性。
模具工业对“中国制造
2025”发挥了巨大作用。

作为中国先进制造业
人才培养的摇篮，浙江机
电职业技术学院模具专业
团队用 30余年的办学积
累，以机电人敢于探索的
勇气、艰苦奋斗的精神，
孕育培养优秀专业人才的
基因，破解构建高质量教
学模式密码。近十年来，
模具专业师生在参加的各
级竞赛中共获得国家级别
一等奖 9 项、二等奖 8
项、省级一等奖24项、二
等奖45项的优异成绩，模
具专业先后被立项为央财
支持高职学校提升专业服
务能力建设专业、“十二
五”省特色专业、“十三
五”省优势专业。

成绩的取得既是对专
业教学办学成果的肯定，
也在如何培养高水平模具
专业人才这个问题上，给
出了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
院模具人自己的答案。

１.标准引领，教有所依

随着模具行业的发展和转型升级，
模具设计手段及加工设备发生了根本性
改变，急需对从业人员的技术、技能进
行规范培养、考核与鉴定。学校受浙江
省人社部门委托，依据模具行业国家职
业标准，设计开发模具职业技能鉴定体
系，规范了模具行业的工作标准，完成
了 10 个模具行业相关工种鉴定体系建
设。并将鉴定体系内容融入教学，驱动
专业课程体系建设与教学改革，以行业
需求的高水平技术技能型人才为培养目
标构建“三阶段双层次”课程体系。

“三阶段”即对照模具行业职业技能
鉴定体系等级开展专业基础教学、综合
应用教学、实践强化教学三阶段的专业
教学体系，分别满足鉴定体系中对初
级、中级、高级从业人员的知识与技能
要求，实现专业人才培养的阶段性逐渐
提升。

“双层次”即分两个层次实施培养。
选拔优秀学生组成“圆方强化班”，在模
具高级人才标准基础上进行进一步提升，
针对复杂高难度模具工程项目进行训练，
全方位提高技术技能水平，为模具企业
提供更高水平模具专业人才。

将鉴定体系融入人才培养的教学体
系中，对标鉴定体系各层级的知识与技
能要求，进行跨课程综合知识与技术培
训，应用企业项目具体操作实训、技术
培训与技能实训穿插进行，做到知识—
技术—技能综合性集成的“教—学—
做”一体化。自 2010 年以来已有 1000 多
位毕业生被浙江娃哈哈、台州美多模
具、陶氏模具、台州新立模塑等省内模
具知名企业直接受聘于模具设计、制造
岗位，减缓了适应期与培养期，有效地
实现了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的精准对接。

２.竞赛驱动，学有所导

基于标准开发训练项目，标准与竞
赛深度融合，构建贯穿全教学过程的

“三阶段三级”竞赛训练体系。在专业基

础教学阶段开展面向课程的基础性竞
赛，在综合应用教学阶段开展跨课程竞
赛，在实践强化教学阶段开展综合性竞
赛，使竞赛融合贯穿于教学全过程，做
到赛考结合、综合评价。通过校赛—省
赛—国赛进行分级竞赛的选拔、渐进培
养，实现三级竞赛联动机制，促进学生
技术技能水平的提升。

开展跨课程综合实训与竞赛，对学
习效果与教学质量进行双重考评，实现
赛教深度融合。“边学—边练—边赛”，
发现学生在实践过程中的知识与技能的

“短板区”与“薄弱链”，对集中体现的
问题“重点抓”，实施精准教学。形成

“标准引领教学，竞赛驱动学习，鉴定检
查效果，效果反馈教学”的互联互动的
循环机制。解决了困扰职业教育多年的
竞赛、教学“两张皮”的问题，实现了
竞赛与教学深度融合。

３.特色培养，技能贯通

通过职业标准引领与各级技能竞赛
为驱动，以制品生产流程为主线，串联
知识结构，具备系统性工程化思维，实
施从产品结构设计—成型工艺分析—模
具设计—模具制造—装调试制—产品成
型的“从产品到产品”模具工程全生命
周期人才培养贯穿模具生产链全流程知
识与技能，训练学生运用综合性知识解
决工程实践技术问题的能力。模具工程
特殊性在于其跨知识与技能点的综合贯
穿应用，基于此特点，在工艺分析与结
构设计等技术分析、设计层面上通过导
师制教学引导，在制造加工、装调与维
护中的经验、技巧、技能操作层面上采
用师傅带徒弟的现代学徒制模式，充分
发挥导师制与学徒制各自的优势。对学
习能力较强的学生进行高标准、综合性
训练与培养，组建“圆方强化班”进行
分层教学，以熟悉全流程、掌握核心技
能、精通专项技术为目标，进行技术技
能深入培养。培养的学生能够运用系统
性、综合性的知识解决工程实践技术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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