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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华为杯”中国研究生创“芯”大赛举行
——赛事由厦门理工学院等承办，聚焦集成电路人才培养

园岭小学

给课程加点“料”
给国家课程加点“趣味”

优质教育，首先就是看课程质量。园
岭小学不仅高度重视课程建设，努力构建
课程体系，更在各学科开展个性化课堂，
学习模式精彩纷呈。

语文学科特级教师李祖文自创统整的
系列教材 《阅读教室》，采用群文阅读的方
式，以大量的美文、名篇熏陶学生，并鼓
励学生自由发表见解，以幽默和批判性思
维启迪学生心智，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
深受学生喜爱。他引领的语文群文阅读教
学已引起显著影响，得到了全国各地大批
专家、学者、名师、一线教师和小语教研
员的广泛关注和好评。张鸿凌老师利用课
堂进行“儿童哲学”启蒙教育和实践，获
得了广泛的认可与赞扬，近期更被于杭州
举行的第三届“回归儿童”教育论坛暨哲
学与幼童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到会作交流
报告。园岭小学的语文课堂还深入探索经
典古诗文的传统吟唱方式，传承传统文
化，多次在市区古典诗文吟诵活动中展示
并获奖。

在校园中陈列的“园岭小学数学周创
意设计展”作品中，创意钟面、创意剪纸
和 数 学 徽 章 设 计 等 作 品 让 人 眼 前 一 亮 。
关 键词“创新”“快乐”“成长”贯穿始
终。而今年这一主题活动周升级为“科创
节”，创新地将数学、科学、信息技术等学
科进行融合，营造出了浓厚的科技氛围，
让学生们在活动中吸取科学知识，培养创
新精神，激发创造欲望，提高学生的综合
素质，“在玩中学，在学中玩”，孩子们专
注的神情和快乐的笑声是这次活动极好的
印证。

不仅如此，园岭小学还结合各个学科
的嘉年华开展系列学科活动，丰富多彩的
语文周、英语周、科创节、体育节、艺术
节等系列定期活动，让孩子们的学习更加
趣味化，并注重各学科的融合，注重德育
与身心两种健康的渗透，无不体现了学
校“为每个学生的幸福人生奠基”的办学
理念。

给校本课程加点“特色”

学校先后制定了 《园岭小学校本课程
规划方案》《园岭小学学校课程规划》 等六
个方案，使以价值取向、品质态度、创造
能力为特征的“奠基幸福人生”的课程建
设理念得到有效落实。此外，学校还成立
了学科课程开发小组，组建了顾问团队，
确立了负责部门，建立了申请审核机制，
开发了综合评价网络平台，通过课程改
编、课程整合、课程补充、课程拓展、课
程新编的方法和步骤，使综合实践活动、
阳光体育、艺术、科学、吟诵等课程逐步
丰富和完善。

有了丰富的课程体系，如何让孩子们
喜欢上，并成为课程的真正受益者？园岭
小学为学生提供了在情境中学习、在实践
中学习、在探究中学习、在体验中学习、
主动学习、合作学习和自主学习的阵地。
园岭小学坚持“让有思想的教学震撼人
心”的主张，倡导课堂教学百花齐放，并
营造了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教学创新环
境，催生出精彩纷呈的各学科个性化课堂
学习模式。

在园岭小学，全部的教师开设了校本
课程，全部的学生能选到校本课程，全部
的场地开展课程，学校课程通过三个全部
得到有效落实。目前，学校开设了丰富多元
的入学、毕业、德育、活动、戏剧社等 62 个校
本课程，其中，儿童版画、智能机器人、校园
足球成为了学校的精品课程，已纳入课表进
行日常普及教学，儿童版画、群文阅读、经典
吟诵被评为“深圳市好课程”。

儿童版画作为学校艺术教育的龙头，
已在海内外引起重要反响。学校版画工作
室是区、市、省、国家四级工作室，开发
的版画教材及教师用书被国内 100 多所学校
选用。多次接待来自美国、加拿大、日
本、英国、马来西亚、德国、澳大利亚、
泰国等地及国内众多业内的专家、老师和
学生的访问交流，举办过两届国际儿童版
画展览，开展过“国际儿童版画学术交
流”活动，两次参展“文博会”，校园里的

版画长廊还有众多的学生版画作品定期展
览，其中 600 余幅作品在各类少儿美展中获
奖，500 余幅作品在各类报刊上发表或编入
画册，还成为深圳大运会指定礼品赠送给
外宾，举办了两届国际儿童版画展览，蜚
声海内外。

学校足球队自组建以来，从最早的福
田区第八名直到现在囊括国内各项业余赛
事冠军大满贯，取得了井喷式的进步和发
展。2015 年 10 月还代表中国到摩洛哥出征

“少年世界杯”总决赛并取得很好的成绩！
园岭小学坚持校园足球活动在实践中前
行，举行校园足球联赛，积极引导广大学
生走进足球场，如今，快乐足球活动已是
园岭学子极喜爱的校园生活之一，学校也
获得深圳市足球传统学校训练基地称号及
全国足球特色学校称号。今年 5 月 28 日在
园岭小学举行的深圳福田课堂变革新生态
校园足球全国展示活动中，中国教育科学
研究院体育卫生艺术研究所所长吴键与中
国足协战略规划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著名
足球评论员张路，纷纷对学校“以球促体、以
球育德、以球尚美、以球启智”的足球理念，

“一杯”“一课”“一操”“一队”的多学科融合
足球运动特色赞不绝口。本届世界杯前
夕，到俄罗斯参加第 21 届世界杯开幕式的
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了参加 2018 中俄青少
年足球友谊赛的中国小球员，园岭小学

“小球王”周星辉正是其中的一员。
不仅是版画，不仅是足球，在园岭小

学，全部的同学参加了学校开设的合唱、舞
蹈、手风琴、书法、篮球、机器人、观鸟等各类
社团活动。在学校每年的“三周”（语文周、
数学周、英语周）、“五节”（读书节、艺术节、
体育节、信息节、科技节）活动中，同学们更
是全情投入，充分展示特长，个个争当活动
的主角。学生的综合素质在这些活动中得
到了提高。学校田径队、篮球队、足球队、围
棋队、健美操队经过多年训练，在区、市等
竞赛中成绩均名列前茅。

在园岭小学，学生在学校幸福课程的
多元舞台中持续发展，张扬个性，自立自
强。就读于美国加州伯克利分校的优秀毕
业生罗宇珈曾寄语母校：“我觉得，我的小
学给了我足够的空间去探索自己喜欢的东

西，去享受少年时代的激情和自由，而不
是机械般地学习，老师给了我很好的引导
和极大的包容，我始终记得老师对我说过
的话，‘你用自己独有的方式诠释着学习与
生活，老师为你自豪！’这句话一直激励着
我勇往直前，永不言败。”

给融合课程加点“创新”

当前以 STEM 课程为支点、撬动学科融
合是课程开发的热点，而园岭小学已多次
成功开展融合语数英等学科思维与能力开
发和提升的研究课程。学生有学习的需
求，教师有开发的能力，课程有自身的特
色，教学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这是深圳大
学高天明教授对园岭小学融合课程归纳的
四个特征，同时他指出，园岭小学的课程
表达有创意、有新视角，能把课程内容、
教学时间、学生成长融合为一体。在第二
届中国 STEM 教育大会期间，园岭小学以优
秀的课程、丰富的学生活动获得大会“优
秀组织奖”和“优秀展示奖”。此外，园岭
小学还在英语课堂推进自然拼读教学法、
各学科推进校本小课题研究改进课堂教
学，推动课堂教学创新。

园岭小学作为全国文明单位、全国现
代教育技术实验学校、全国儿童版画实验
基地、全国足球特色学校，秉承“为每个学生
的幸福人生奠基”的办学理念，一直致力于
以科学创新带动多学科协同发展，创建一个
融合、创新、主动、幸福的教育新生态。

在深圳市办学水平评估组对福田区园
岭小学进行办学水平评估时，评估组认
为，园岭小学是勇立潮头、敢于创新的区
域性标杆，在办学过程中，为学生提供了
优质教育，带给了学生成长的快乐，为教
师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是一所学生喜
欢、家长满意、社会认可、政府部门放心
的特区窗口学校。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
迈步从头越。园岭小学将在“文化强校”
理念的指引下，牢记使命与担当，迎接挑
战，力争使学校各项工作再上台阶，在

“课程+”的实践道路上越走越坚实。
（梅燕歧 陆 昕）

在 深 圳 福 田 举 行 的 第 二 届 全 国
STEM 教育大会上，作为分会场的园岭
小学呈现了一节以STEM数学课教育为
核 心 的 融 合 课 堂 。 在 《Fun with
shapes》 一课中，从认识图形到运用算
法和数学思维进行计算，再到小组合作
用图形拼机器人，到最后小组搭建“高
楼”，学生在多学科中不断学习和探
索。课堂上全息未来教育“云+端”平
台的运用、3D 打印技术的使用和机器
人社团的项目都体现了未来教室的高新
技术。这节课融合了数学思维、英语表
达、工程知识、创新意识、高新技术、
艺术审美等方面，高度体现了园岭小学
STEM课程建设教育理念和实践。

这恰恰是园岭小学多元化课程的一
个缩影。园岭小学创办于 1984 年，是
一所办学水平过硬的老牌强校，获得过
市级以上集体荣誉 60 余项，是深圳市
基础教育界的标杆之一。在强调学生核
心素养的今天，如何培养“全面发展的
人”成为摆在每所学校、每位教育人面
前的一道难题。园岭小学校长梅燕歧带
领师生，以“为每个学生的幸福人生奠
基”的办学理念，结合学校的课程教育
特色，设置校本课程常规化，打造精品
社团，对于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给出了
具有标杆性的“园岭答卷”。

教育部门领导指出，当前的教育改
革要“吹响课堂革命的号角”，园岭小
学着力推进“课程+”建设，全面落实
课程领导力建设工作，坚持走“国家课
程校本化、校本课程特色化、特色课程
精品化”的课程建设道路，遵循“聚焦
高效课堂、开放第二课堂、打造精品社
团”的路径，围绕“品位高、情趣雅、
视野宽”的课程定位目标，大力推行课
程文化建设，力求让每一位学生都在不
同的课程中得到积极、主动、活泼的
发展。

赛事阵容豪华

本次活动由国家教育部门学位与
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中国科协青少
年科技中心主办，清华海峡研究院、
厦门理工学院和清华校友总会半岛体
行业协会联袂承办本届大赛。

赛事的上机考试、分组答辩以及
论坛等环节,都在厦门理工学院举行。

教育部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
中心主任黄宝印，清华大学教授、中

国研究生电子设计竞赛创始人周祖
成，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研究生创

“芯”大赛组委会名誉主任倪光南，中国
科学院院士陆建华，厦门理工学院校长
朱文章等，莅临决赛现场观战助阵。

据了解，中国研究生创“芯”大
赛是教育部门关于研究生创新实践系
列活动十大官方赛事之一,由教育部门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中国科
协青少年科技中心联合主办。

创“芯”大赛源自中国研究生电
子设计竞赛集成电路专业赛。本次大

赛旨在聚焦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推动
高等院校及科研院所集成电路相关专
业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与创新，培养研
究生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团队协作精
神,促进研究生工程实践素质的培养，
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人才战略支撑。

芯片人才是关键词

本届大赛期间，还举办了人才培
养研讨会、集成电路产学研高端座谈
会，并设置华为、格科微等行业龙头
企业布展、招聘会等相关配套活动，
为创新人才培养、产业发展提供广阔
的交流平台。芯片人才是本次赛事的

“关键词”。
大赛对参赛人员素质也提出了较

高的要求。大赛决赛流程包括上机考
试、分组答辩和公开竞演环节。其中
上机赛试题由集成电路基础题、编程

题、设计题三部分组成。参赛队的每
位成员须独立完成基础题，其平均分
作为参赛队的基础题成绩；编程题包
括 Coding、Debug、Simulation 和 Test-
bench 等内容，参赛队集体完成；设计题
包 含 数 字 、射 频 、模 拟 、混 合 信 号 和
MEMS 等不同类型题目，参赛队任选其
一并集体完成。此环节的综合成绩排
名前 40 名的参赛队伍晋级答辩环节。

上机考试时间共 360 分钟，连续 6
小时作战，对选手的耐力和体力是个
巨大的挑战。通过分组答辩遴选出前
13 支优秀参赛队伍进行公开竞演，由
评委现场打分得出最终名次。

据 介 绍 ， 本 届 创 “ 芯 ” 大 赛 有
254 支队伍参加报名，最终 148 支队伍
杀入决赛圈。

此外，清华海峡研究院、火炬园
区招商中心、厦门科技产业化集团、
厦门集成电路行业协会、厦门理工学院

等机构在厦门市政府部门支持下，联合
厦门地区集成电路领域的核心企业、机
构，共同倡议发起设立了“厦门市集成
电路（IC）创新人才与产业服务生态联
盟”。联盟旨在依托创“芯”大赛、研究
生创新实践课程活动等资源，以集成
电路创芯人才与服务生态联盟的形式
整合厦门集成电路创新服务与产业要
素资源，形成产学研融合机制。

培养应用型芯片人才

据了解，厦门理工学院始终坚持
探索产学融合、校企合作、对外合作
三位一体的服务地方发展道路。2016
年 10 月厦门理工学院成立的微电子学
院，致力于培养应用型芯片人才。近
两年来建立了完整的集成电路设计、
工艺、测试实验室，现拥有专任教师
近 30 人、在校生近 400 人，积极探索

与联芯集成电路制造 （厦门） 有限公
司、三安集成电路、凌阳华芯、士兰
微、厦门优迅等多家厦门市集成电路
企业进行校企联合的人才培养模式，
为厦门市输送集成电路产业人才近
100 人。

厦门理工学院微电子学院还与厦
门市两岸自贸区集成电路产业基地共
建人才培养与培训基地，服务基地内
近 100 家集成电路企业。

厦 门 理 工 学 院 校 长 朱 文 章 教 授
说，为提高该校集成电路相关专业办
学水平，与产业界及高校扩大交流，
近两年来，该校曾举办硅光半导体国
际会议，邀请国际知名专家讲学，拓
宽师生视野；此次承办创“芯”大赛
及相关高峰论坛，也是该校为提高集
成电路相关专业知名度、开拓学生眼
界、加深与企业交流的相关活动。

（徐丽麟）

首届“华为杯”中国研究生创“芯”大赛，于 8 月 11 日至
12日在厦门举行。来自全国集成电路研究生培养高校的148支参
赛队、近500名师生报名参赛，覆盖全国近50所高校。最终华东
师范大学“创芯 303”等三个团队获特等奖，北京大学的“火眼
金睛”等10个团队获一等奖。

不忘初心 统筹着力 牢筑育人保障

近年来，集团始终秉承“师生至上 服务
第一”的服务宗旨，以人为本，牢筑服务育人
主体保障。

坚持党建主体责任，重视长期规划，完善
“COMT”的党建格局，以核心 （Core）、组织
（Organization） 、 个 人 （Member） 、 工 具
（Tool） 为依托，通过党建引领、全盘覆盖、

末端着力，实现党建工作全覆盖。
坚持员工关怀与能力提升，建设党员、职

工之家，为党建工作提供活动场所，强化主人
翁意识，增强归属感和责任感；开展集中学
习、业务培训、文体活动等，提高党性修养，
增强党支部战斗力和凝聚力。

坚持发挥党员模范带动作用，以党建促服
务。持续开展“佩党徽、亮身份、立标尺、树
形象”活动，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员
工中不断涌现出拾金不昧、助人为乐、拓展学
习、孝敬老人等典型事迹，把师生当亲人，让

师生切实感受到后勤人的关爱。

资源辐射 创新突破 拓宽育人渠道

近年来，集团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总结工
作规律，充分梳理挖掘服务岗位的育人功能，
深入探索创新服务育人渠道，为后勤行业提供
了可操作性强的解决思路和方法。

自主研发的打饭“神器”——食堂自助称
量销售系统，解决了学生普遍提出的“打菜手
抖”难题，师生在自主打饭菜的同时，培养起
节约的良好习惯，学校形成良好的节约氛围，
荣获由国家粮食部门、农业部门、教育部门、
科技部门、全国妇联组织发起的“爱粮节粮之
星”，是全国十家获奖单位中仅有的获奖集体
单位。

首创提出并不断推进的“生态服务岛”社
区服务理念，实现了自助售卖、水电充值、快

递和浴室进公寓、24 小时自习室等后勤服务资
源的有效整合，以“三少一多”为生活服务目
标，让师生花更少的钱、用更少的时间、耗费
更少的精力、获得更多的优质服务，从而将更
多的精力投入到教学、科研、学习和便捷生活
中去；同时，自取自付的无人服务方式，锻炼
学生的诚信品质，快递盒回收利用的形式，传
承健康环保力量，践行绿色生活理念。“构建

‘三全’育人格局，推进社区‘生态服务岛’
建设”服务育人模式受到国家教育督导组织办
公室编发的 《教育督导决策参考》（〔2018〕
第 2 期） 和教育部门思想政治工作机构编发的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简报》（〔2018〕 年第 11
期） 的报道推介。

协同服务 博采众长 构建育人共同体

近年来，集团加强与学校各部门的协同工

作，以可靠的后勤保障为基底，积极搭建多种
育人平台，打造“三全育人”体系，构建育人
共同体。

发挥工作岗位的熏陶作用，联合开展“阳
光青春，力行实干——角色体验活动”，使青
年学生骨干在劳动中寻求成长与蜕变，树立正
确的劳动观；面向师生开展服务意见征询会，
在沟通交流中形成共识，在贴近服务中创新思
路；借助师范学科优势，与教学单位联合开展
知识援助活动，关怀员工子女，锻炼学生的教
学实践；联合音乐学院开展“五一劳动节”
后勤慰问联欢会，欣赏高雅艺术，陶冶艺术
情操。

初心如磐砥砺行，久久为功结硕果。“育
人后勤”的理念已深植于后勤人心中，并通过
服务育人的实践，使立德树人的氛围像空气一
样“散发”在校园的每个角落、像盐一样“溶化”
在树人环境之中，促进学生健康成长成才！

(张文超)

初心如磐砥砺行 久久为功硕果丰
——陕西师范大学后勤第一集团服务育人工作纪实

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近年来，陕西师范大学后勤第一集团认
真学习贯彻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落实学校党委的决策部署，
坚持服务育人初心，以铸魂领航为先导，以党员先进模范和党支部堡垒作
用为依托，寓教育于优美舒适环境中、于勤恳工作和细微服务中、于科学
规范管理中，推进整体工作水平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