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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坚持 20 年数学教改，为世界贡献中国教育智慧——

上海数学教育走向世界
本报记者 董少校
国际数学教育大会是全球 “掌握数学模式”，在国内推
数学教育界水平最高、规模最
广，向本国 8000 所学校推荐
大的学术会议，面对澳大利亚
使用上海一至六年级的数学教
悉尼和美国檀香山的强势竞
材，在学区内建立教研机构，
争，中国上海日前脱颖而出，
大力借鉴“上海经验”。
获得 2020 年第十四届国际数
上海数学教改有
学教育大会的主办权。
何诀窍？
从 2009 年和 2012 年两次
PISA（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
“20 年来，如果说上海数
试夺冠，到英国教育大臣走进
学教学实践有条一以贯之的主
上海教育一线考察；从中英两
线 ， 那 就 是 从 1998 年 开 始 ，
国互派数学教师交流互访，到
延续至今的二期课改。上海由
上海数学教材进入英国中小学
此弄明白了数学‘学什么’和
生课堂……这些年，上海的数 ‘怎么学’两个根本问题，课
学教育一次次赢得世界关注。
程、教学、评价、教研形成合
“上海数学教育的成绩得
力，走出一条数学教育特色之
益于持续多年推进课改，在课
路。”上海市教委教研室主任
程理念、课程实施、评价改
徐淀芳说。
进、教研支持等方面探索出科
“学什么”
，就是正确认识
学的认识和行之有效的做法。 数学“基础”的问题。数学素
这些成绩的取得与中国整体推
养形成离不开扎实的基础，只
行的基础教育教学改革密不可
有正确认识“基础”，才能妥
分，可以说，上海为世界贡献
善化解学习内容与数学课时总
了来自中国本土的教育智
量间的矛盾，厘清重视基础与
慧。
”上海市教委主任陆靖说。 发展能力的关系。
如何从关注知识传授，转
上海数学教育赢
向兼顾知识建构与问题解决相
得世界瞩目
结合，并最终助力人的全面发
曾几何时，一些人在教
展？如何充分发挥信息技术在
育、科技等领域言必称西方，
数学教学中的作用与价值？如
却对身边的创新和经验认识不
何推进从追求学习成绩向追求
足。近几年，在基础教育领
学业质量的评价方式改革？这
域，上海的中小学数学教学异
一系列“怎么学”的问题，指向
彩纷呈，引得西方国家频频投
了教学方式范畴中的组织方
来赞许的目光。
式、认知方式和活动方式等方
上海学生连续参加 2009
面的改进。
年 和 2012 年 PISA 测 试 ， 两
2016 年，上海市教委受
次数学素养成绩在所有参与国
教育部委托，全面总结上海中
家和地区中名列第一。特别是
小学数学教育改革经验，一系
在以数学素养为主项的 2012
列交流研讨会相继召开，上海
年 PISA 测试中，上海学生在
数学教育改革提炼了 4 组基本
数学素养测试框架中的内容、
经验：课程理念方面，理念引
过程和情境三个维度的分项上
领改革，彰显教学本质和育人
成绩皆居首位。
价值；课程实施方面，聚焦课
PISA 测试成绩揭晓后，英
堂教学，重视基础，加强应
国、美国、南非、加拿大等国家
用，在“规范”和“创新”的
教育官员和专家先后到访上海
循环中持续改进教学；评价改
交流。美国著名学者托马斯·
进方面，转变评价观念，推进
弗里德曼到访上海后，在《纽约
基于标准的绿色评价，发挥评
时报》撰文《上海的秘密》，向世
价导向功能；教研支持方面，
界介绍上海教育的成功经验。
推进教研转型，发挥教研系统
2014 年至今，英国教育
对课程改革的专业支持作用。
部邀请 8 批上海初中、小学数
抓关键环节，
课程、
学教师赴英国执教，同时派英
教学、
评价协同推进
国数学教师到上海接受培训，
两国 100 多所学校 547 名教师
上海开展数学课程改革，
参加教学交流活动。英国将上
在时间上看，有一个分阶段实
海数学教师的教学方法总结为
施的过程，每个阶段则分别聚

本报讯 （记者 王英桂）
记者近日从青海省教育厅获
悉，2017 年青海省各级各类
学校和幼儿园参加校 （园） 方
责任保险的学生 （幼儿） 达
99.35 万人，占全省应参保学
生 （幼 儿） 总 数 的 89.21% ；
参加校 （园） 方责任保险的教
职工达 7.66 万人，占全省应
参保教职工总数的 90.67%。
据了解，2017 年全省投
保校 （园） 方责任险的学校

上海全面推进
“小学基于课程标准的教学与评价”，
以促进学生快乐成长为着力点，
竭力遏制盲目追赶进
度的
“抢跑”
现象。图为上海理工大学附属小学学生在轻松的氛围中学习数学。
李立基 摄 （资料图片）
焦课程、教学、评价等环节，既
抓住教育教学的关键环节，又协
同推进，最终实现提升学生数学
素养的目标。
1997 年，上海市教委发布
《进入 21 世纪的中小学数学教育
行动纲领》，为上海的中小学数
学课程改革提供了思考框架和行

动策略。1998 年，伴随上海中
小学课程教材改革“二期工程”
启动，数学课程改革研究项目也
同步开展。
第一步确定的是课程标准和
教材。2004 年，上海完成研制
并颁布 《上海市中小学数学课程
标准 （试行稿）》。

新教材力图在内容的选取、
编排、呈现方式等方面体现课程
标准的理念、目标和育人价值。
如探索“学情、学法相一致”的
内容统整，“高观点、低起点”
的内容组织，体现数学应用的问
题情境设计和探究实践活动等。
（下转第三版）

□短评

坚持教育自信办好中国特色现代教育

从PISA测试夺冠到上海数
学教材走进英国中小学课堂，
上
海的数学教育一次次赢得了世
界瞩目。这背后，
是上海坚持20
年的数学教学课改，是中国立
足本土整体推进的基础教育教
学改革，是中国教育人坚持教
育自信，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
育理论体系和教育制度，
朝着中
国特色现代教育不断迈进。
曾经，我们的教育一穷二
白，先后学习日本、欧美、苏联
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今
天，我们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

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
体系，推动教育总体发展水平
进入世界中上行列，培养了数
以亿计的劳动者，支撑起世界
第二大经济体，
创造了举世瞩目
的教育奇迹。上海数学教育风
靡英国小学，
是中国教育走出去
的一个成功案例。这说明，
我们
的教育已经从模仿外国模式、
学
习外国理论、
翻译外国教科书，
走向了自主解决中国教育问题，
并迈出了为世界贡献中国教育
智慧的有力步伐。
当前，我国正处在由第一
个百年奋斗目标向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迈进的关键阶段。世

界各国的教育站在了同一条起跑
线上，
谁能把握住教育变革契机，
谁就有可能真正地建设属于未来
的教育。上海数学教育的经验和
我国教育发展的成就告诉我们，
我们有坚定教育自信的底气，不
要因为这样那样的问题以偏概
全、妄自菲薄。我国有 5000 多年
的文明史，
孕育了学无止境、
有教
无类、因材施教等深厚的教育思
想，
我国有独特的历史、
独特的文
化、
独特的国情，
照搬别国经验是
解决不了问题的，只有扎根中国
大地，才能探索出更多符合国情
的教育方法，让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教育发展道路越走越宽广。

本报记者 柯进
“赵州桥、应县木塔和都江
学，陈奎孚不仅编写了《理论力学
将思想政治教育渗透到日常教学 “温度”
。
堰的斗拱结构，都体现了我们祖
自主学习辅导》一书，还开通了
中。
“工程材料及成形技术”课
先高超的力学水平。南京长江大 “图形公式不烦恼”
个人微信公众
在学校一系列政策引导下，
程，是机械类及相关专业学生的
桥、鸟巢、杭州湾大桥和港珠澳
号，既激励学生加强道德修养，
也
不少专业课教师创新方式方法，
一门专业基础必修课，课程本身
大桥，则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反
帮助大家解析难懂的图形公式。
不断挖掘专业课教学中具有德育
比较枯燥，很多学生不爱听。但
映。”在中国农业大学“理论力
将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教育
功能的知识点和素材，通过讲历
是，授课教师徐杨讲授这门课
学”课上，每当授课教师陈奎孚
相结合，充分发掘和运用各学科
史和人物故事、话时事和学科进
时，经常将航母建造、飞机制
教授讲到这里，学生们的爱国热
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使专
展，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专业课
造、国家大型工程等用到超导材
情都会油然而生。
业课能承载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程教学中。据不完全统计，近两
料、高温合金、新能源材料的故
原本枯燥的“理论力学”课，
是中国农业大学课程育人改革中
年，有 106 个专业课教师申请的
事与课程学习结合起来，让学生
却被陈奎孚讲得有血有肉，柔软
聚焦的重点。为了鼓励和支持教 “专业课发挥思政教育功能”教
真切感受到自己所学原来与这些
且直抵人心：在给学生讲力学史
师将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教育相
学研究专项获准立项。
高精尖领域的成就和进展如此密
和力学在古今中外建筑中的应用
结合，该校 2017 年设立“专业
把过去枯燥的理论置于学生
切相关。因此，每当讲到这里，
时，他既讲源远流长的中国建筑
课发挥思政教育功能”教学研究
能广泛接触到的身边鲜活案例中
学生们总会报以热烈的掌声，由
文化，也讲工程规范和工程师专
专项，作为落实“课程育人”工
讲授，既激活了沉闷的课堂，又
衷地为祖国感到骄傲与自豪。
注的精良设计。为配合课堂教
作的具体抓手，支持专业课教师
使冷冰冰的理工课程有了现实的 “听徐老师的课，每次都听得热
●设计：吴岩

●校对：杨瑞利

揽生源并支付活动费、高额差
旅补助等费用；向推荐生源的
个人支付礼金、礼品、有价证
券等或组织旅游、宴请、娱乐
等活动；按招生人数违规给校
内教职工发放奖金等。
《处理办法》 要求，职业院
校如出现有偿招生，应由主管部
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或者
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给予减
少招生计划或者依法给予暂停招
生、停止招生等处理。对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
视情节轻重依法依纪依规给予相
应处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
司法机关处理。

校（园）方责任险保障师生权益

让“坚硬”的专业课“柔软”起来

●值班编辑：李澈

本 报 讯 （记 者 潘 玉 娇
通讯员 王拓） 江苏省教育厅
日前公布 《职业院校有偿招生
行为处理办法》，对职业院校
有偿招生说“不”，涉嫌犯罪
的将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处理办法》 提出，职业
院校招生过程中，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可认定为有偿招
生行为：利用经济手段招
揽、买卖生源；与生源学校
签订招生等相关协议并违规
给予相应费用；按招生人数
违规向生源学校或其工作人
员支付费用；委托中介机
构、个人或利用在校学生招

青海：

中国农业大学出台一系列政策引导专业课教师挖掘学科思政教育元素——

●值班主编：易鑫

出台职校有偿招生处理办法

血 沸 腾 ！” 中 国 农 大 机 械 专 业
2016 级学生张睿云说。
虽然不同专业的课程差异很
大，但教师们都想方设法地挖掘
与专业相关的育人素材。在“普
通植物病理学”课上，授课教师
王海光总会边讲专业知识点，边
讲俞大绂、裘维藩、曾士迈、方
中达等我国老一辈植物病理学
家，以及朱有勇、陈剑平、康振
生、陈万权等当代优秀植物病理
学专家求学钻研的故事。这些案
例既潜移默化培养了学生不畏艰
难、勇于农业科技创新的科学精
神，又激发了他们的自豪感和家
国情怀。

●新闻线索征集邮箱：xinwen@edumail.com.cn ●纠错邮箱：jiaoyujiucuo@126.com ●发行热线：010—82296420

共发生校园意外伤害风险事故
618 起 ， 截 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 已 结 案 赔 付 580 起 ， 赔 款
总额 398.15 万元。校方责任保
险及附加无过失险工作在青海
的规范运作，较好地转移和化
解了各级各类学校、幼儿园因
发生校园意外伤害事故所带来
的经济赔偿责任，妥善处理了
学校与受伤害师生家庭的矛
盾，保障了学校和广大师生的
权益。

责任担起来 干劲使出来
中央六部门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
修学员深入学习全国教育大会精神
本报讯 （记者 李澈） 日
前，全国教育大会召开后，中
央六部门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
研骨干研修班第一时间部署学
习任务，组织学员进行专题研
讨，学习全国教育大会精神。
“士气鼓起来了，思想统一
了，‘教育梦’筑起来了，责
任要担起来，干劲要使出
来。”这是学员们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重要
讲话后的感受。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
育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是全面
深化教育改革的‘宣言书’，
是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路线
图’，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现代化教育强国的‘强国
策’。提振了全体教师的精气
神，增强了荣誉感，让人深受
鞭策鼓舞、深知强烈使命、深
感责任重大。”一名学员说，
自己通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提高了对教师职业和
教育事业发展全局的认识，激
发了为新时代教育事业奋斗的
热情。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
将教育改革发展领域的一系列
新理念新思想新观点概括为
“ 九 个 坚 持 ”。 学 员 们 认 为 ，
“九个坚持”是实践中孕育的
理论创新，是对教育根本问题
的时代性回答，明确了教育在
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中的战
略地位，是确保新时代教育事
业正确发展方向的根本保证，
强化了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
根本目的与价值，阐明了教育
事业发展的基本路径与方法，
体现了教育事业科学发展的内
在要求。作为教育工作者，要

以“九个坚持”为引领，在贯彻
落实上下功夫，要深入探索新时
代教学规律，准确掌握新时代大
学生的思想动态，推进教育教学
改革，不断适应教育工作新变
化、满足学生成长新需要。
教 育 是 国 之大计、党之大
计，教育兴则民族兴，教育强则
国家强。学员们纷纷表示，坚持
把优先发展教育事业作为党和国
家各项事业发展的先手棋，顺应
民心，同人民群众期待相契合，
是人民享有更好更满意教育的基
础保障。作为教育工作者，更要
增强自信，加倍努力，立足我国
独特的历史文化和国情，发挥我
国独特的制度优势，扎根中国大
地办教育，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教育发展道路，建设中国特
色、世界一流的教育，为中国实
现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的深刻
转变作出自己的贡献。
学员们普遍认为，做好新时
代的教育工作，要特别重视教师
队伍建设。一方面要持续加强师
德师风建设，探索师德师风建设
的制度化、规范化，建设一支坚
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和办学理念
的高素质教师队伍；另一方面要
着力加强和完善师资建设的培训
和研修制度，大力提升教师队伍
质量和素质，增强教师教书育人
的本领。“老师要切实担当好教
育者的社会责任，就要对教育事
业充满着热爱，对学生充满着感
情，用理想信念传播思想、传播
真理，用道德情操以身示范、引
领社会风气，用扎实学识传播知
识，用仁爱之心感化学生，以深
厚学养赢得尊重，以高尚人格赢
得赞誉，向学生传递坚定力量、
思想之光、理性之光。
”

学习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
【新闻·深度】

乡村小规模学校怎样办出高质量
➡ 详见第四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