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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腐作业”
的意外
——山东大学附属中学项目式学习创新实践掠影
本报记者 单艺伟 摄 魏海政 文

“为什么平常只能用盐卤、
石膏来点豆腐？传说中用豆腐泉
的泉水就能直接点豆腐，这是真
的吗？”一拿到与其他“刷题”
作业完全不同的 《星系逆航》 科
幻小说项目式学习寒假作业，山
东大学附属中学初二学生丁兆言
就被其中的“胶体美食大作战”
豆腐制作这个题目给吸引住了。
平时就因为喜欢物理、化学学
科，爱在家里鼓捣各种瓶瓶罐罐
搞实验的他，下决心一定要把豆
腐制作搞个清楚。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寒假，山
东大学附属中学尝试突破传统假
期作业的模式，打破学科界限，
通过项目式学习及学习成果的创
意展示，引导学生在真实的生活
情境中，积极自主地探究学习。

“这不是一份普通的假期作
业。”学校项目组负责教师之一
杨青介绍说，“这部取名 《星系
逆航》 的科幻小说，由来自 9 个
不同学科的 18 位教师和 30 名学
生共同开发完成，在其中的每个
星球上均有以小说故事情节为背
景的项目式学习任务。”

豆腐是丁兆言和家人喜爱的
美食之一。“把黄豆磨成豆浆，
其中的蛋白质团粒被水簇拥着不
停地运动，聚不到一块儿，形成
了‘胶体’溶液。要使它们变成
豆腐，就必须点卤。”丁兆言和
同学们查阅资料后发现，点卤用
的盐卤主要含氯化镁，石膏主要

成分是硫酸钙，它们能使分散的蛋
白质团粒很快地聚沉到一起变成豆
腐脑，再挤出其中的水分，就变成
了豆腐。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为了
揭开豆腐制作的“谜团”，丁兆言
亲自买来黄豆磨成豆浆在家里观
察、研究。他还和同学一起到齐鲁
工业大学的相关实验室，用乙酸、
柠檬酸、硫酸钙、氯化镁溶液等十
几种试剂反复进行点卤实验。“我
们听说济南市有一家泉水豆腐博物
馆，就专门跑去亲自体验泉水豆腐
的制作过程。这样在玩中学、在实
践体验中学，不再那么枯燥，比单
纯学习理论知识有意思多了！”丁
兆言深有感触地说。

根据 《星系逆航》 科幻小说中
其他星球的相关学科主题要求，参
加项目式学习的学生们还要通过时
间管理计划、体育锻炼、“鸟类图
鉴”拍卖会、话剧展演、电影节颁
奖、定向越野寻找藏宝图等，在两
三个月的时间里“集齐能量碎片，
完成星系任务”，最终完成整个

《星系逆航》 项目式学习全过程。
《星系逆航》 只是山东大学附

属中学众多项目式学习内容的一
种。“最可贵的是每个团队中的每
一名学生，都在尽最大努力积极参
与项目式学习。”山东大学附属中
学校长赵勇说，“通过项目式学
习，打破了学科知识的界限，提升
了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
力，也提升了学生的综合素养。”

“新鲜的‘柠檬豆腐’出锅了，快来尝一
尝！”3月15日，在山东大学附属中学寒假项
目式作业《星系逆航》成果展示“游园会”上，
韩一宁（中）端着自己团队制作的“柠檬豆
腐”在卖力地吆喝着。“柠檬豆腐”酸酸甜甜
的新口感，吸引了一大批同学前来品尝。

“今天的豆腐什么
味？”妈妈满怀期待地陪
丁兆言一起为家人制作
“拌豆腐”。为了制作出
不同口味的豆腐菜肴，丁
兆言喜欢在家里自己动
手反复进行“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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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豆浆变绿了！”化学
实验室里，豆腐制作团队成
员正在观察两种不同溶液对
豆浆的聚沉效果。寒假期
间，融合物理与化学学科的
豆腐制作成了山东大学附属
中学项目式学习作业中的一
项，醋、柠檬汁、蔬菜汁等材
料被学生大胆地运用到豆腐
制作过程中。

“为啥我们做的豆腐
不成形？”丁兆言和团队
伙伴带着疑惑走进豆腐
博物馆，在师傅指导下动
手体验豆腐制作的传统
技艺，用挤压出多余水分
的方法让豆腐成形。

“一定要买新鲜的、颗粒饱满的
黄豆。”超市里，丁兆言（右一）像行
家一样一边挑选着黄豆，一边向同
伴介绍说,“只有大小均匀、色泽黄亮
的豆子，才能做出好吃的豆腐。”

“原来豆腐也爱酸！”
在豆腐点卤现场，豆腐制
作团队成员用化学方程
式来分析柠檬酸对蛋白
质产生凝聚效果的原理。

（上接第一版）
黄泽军告诉记者，过去，

师市教育局想安排教师去培
训，文件发到团场，有的团场
从节省经费开支角度考虑，拒
绝派教师外出参加培训。培训
不到位，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提
升遇到了“瓶颈”。现在，教
师培训工作由教育局安排，统
筹解决了送教师外出培训问
题。2017 年，四十四团中学
仅批准 10 名教师参加培训，
而去年该校有 68 名教师被选
派参加培训。

教育管理体制逐
渐理顺

“改革后，教师的调配权
归口到师市教育局，教育局可
以根据实际需要进行及时调
整。”刘玉成说。

针对第三师第一中学缺教
师，而四十一团中学的教师有
富余的实际，教育局决定对两
所相隔不远的学校的教师进行
调配。很快，四十一团中学的
5 名教师就被调配到第一中学
任教 。“两天内就办理妥当
了。”四十一团中学校长郭维
民对记者说，“要在过去，调
配教师需要经过团场同意，如
果不同意，教师动不了。”

过去，团场教师调配教育

局说不上话。因为团场学校教
师的编制在团里，团里同意后
才能办理调动手续。改革后，
人事权归口教育局，哪所学校
需要教师，可直接调整。

不仅是教师调配，团场学
校的领导任命和调整也顺畅
了。团场学校领导调整，过去
也要通过师人社局、组织部、
编办等，程序复杂，时间漫
长，现在师市教育局可以根据
实际情况和学校管理需要进行
调整，学校领导任命由第三师
图木舒克市教育局主导，由教
育局和组织部联合下文。而过
去以团场为主，教育局仅仅是
参与，学校领导的任命和调整
难度大，有一家不同意就只能
放弃。

改革后，为充实薄弱学校
管理力量，第三师图木舒克市
教育局决定将五十一团第二小
学的党支部书记调整到五十一
团第一小学担任校长，同时决
定把五十一团第一小学校长调
整到第三小学当副校长。这次
调整仅两天就完成了，而要在
改革前，尽管都在同一个团
场，也要经过复杂程序，最快
也要两个月。

“过去，对一些工作不力
的学校领导进行调整，也首先
得团场同意，不同意的话，教

育局是‘动不了’的。”刘玉成
说，“现在情况发生了根本性转
变，一旦确认其不胜任岗位工
作，调整容易多了。”

教育资源使用效率
不断提高

“改革后，学校单独核算，
有了自己的账户，按照预算制管
理，学校可以按照预算支配学校
经费。”蒋建峰说，“过去，学校
经费管理在团场，学校没有自主
权，每花一分钱，也需要打报告
批准。如果不批，则没办法获得
资金。”

改革前，师里下拨到团场学
校的经费，金额有多少，包括哪
些项目等，如果团场不告诉学
校，学校则无从知晓。为此，团
场挪用、挤占或闲置学校经费的
现象时有发生，导致钱不能用在
学校改革发展的刀刃上。改革
后，学校经费直接打入学校账
户，实现了教育经费真正都用在
教育上的目标。刘玉成说，不仅
能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效率，原来
那本“糊涂账”也不再有了，团
场“批一分才能花一分”的历史
一去不复返了。

团场学校“师办师管”后，
团场学校经费直接在学校，由于
详细了解资金的数额和项目用
途，学校便可以根据资金的实际

情况进行发展规划了，办学条件
如何改善，项目如何实施，能办
哪些事等一目了然、清清楚楚。

“改革后，落实了学校的办学
自主权，学校可以有自己的规划、
预算，有想法也能得到落实了。”
郭维民激动地对记者说，“稀里糊
涂当校长的日子成为历史了。”过
去，有的团场计算机富余，闲置不
用也没办法调配到其他急需的学
校去。改革后，学校物资的配置
和使用归口到教育局，由教育局
统一调配。计算机、图书、教学仪
器等，全师各学校统一调配，富余
的学校可以往薄弱的学校调整，
避免资源集中在一个片区和个别
学校，实现资源均衡使用，使薄弱
学校大为受益。

黄泽军告诉记者，改革后，
为避免设备“剩余和不足”并存
的现象，以及确保顺利通过国家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达标验收等工
作，2018 年，教育局将个别团
场学校剩余的“班班通”等多媒
体设备调入设备不足的学校，实
现了资源均衡。一系列调整举
措，避免了物资闲置和浪费，又
缩小了全师中小学校际间教育资
源差异。同时，在不改变资金用
途的前提下，教育局统筹使用资
金，为多所团场学校配备了图书，
不仅解决了均衡中出现的难题，
而且最大限度实现了资金的使用

效率，使资金发挥了更大作用。
过去，团场学校“团办团

管”的时候，团场学校要承担一
些与教育教学无关的任务。如
今，“师管师办”后，团场不能
直接给学校安排这些与教育教学
无关的工作和任务了。干扰消除
后，真正让学校安静了下来，形
成了全师上下安安静静致力于教
育教学和人才培养的喜人局面。

刘玉成告诉记者，团场学校
办学和管理体制改革后，第三师
图木舒克市党委高度重视，教育
局主动作为，人社、编办紧密配
合，经过半年多努力，第三师教
育系统过去遗留下来的难题和问
题全部解决。

“ 过 去 ， 补 团 场 学 校 ‘ 短
板’很难，很多措施和想法难落
地。现在好了，改革后全师真正
做到‘一盘棋’。班子薄弱的，
加快调整；教师队伍弱的，派骨
干教师充实。教育资源全师共
享，根据实际需要进行调配。”
刘玉成兴奋地说，“改革后，‘顽
瘴痼疾’得以消除，第三师教育
发展迈出了新的步伐，开启了新
的征程，迎来了新的机遇。”

同第三师一样，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所有 14 个师的团场学校
的办学和管理体制，都实现了由

“团办团管”改为“师办师管”
目标，也都发生了喜人的变化。
团场学校“师办师管”，不仅给
全兵团基础教育改革带来了无限
活力，也极大地促进了义务教育
均衡发展，为培养更多新时代

“戍边人”奠定了坚实基础。

（上接第一版） 同时，要不断完
善高考招生制度改革这一重要的
教育评价制度。三要加快补齐基
础教育中的突出短板。着力破解
中小学生“负担重”、城乡义务
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不够、学前教
育总体供给不足、公办和民办教
育发展不协调等问题。要深入实
施高等教育强省战略，以高水平
大学支撑“两个高水平”建设。
重点要做好“双一流”引领带动
的文章，做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
引进培育的文章，做好高校服务
高质量发展的文章，集中力量推
进浙江大学、中国美术学院、宁
波大学“双一流”建设，推动西
湖大学早日建成世界一流新型研
究型大学，进一步加大对高校重
点学科建设的支持力度，鼓励做
精做强特色优势学科。要高质量
发展职业教育，深化产教融合、
校企合作，建成全融通的现代职
业教育体系。要大力培养新时代
好教师，打造与教育现代化相适
应的高素质教师队伍。大力弘扬
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进一步提
高教师地位，选好配强书记校
长，关心扎根基层的教师，激励
更多的优秀教师担任班主任工
作。同时，要大力振兴教师教
育，加大对师范院校的支持力
度。

袁家军强调，要落实教育公
平和教育质量双重责任，承担育

人和育才双重任务，聚焦心灵美
和体魄壮双重目标，合心合力办
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加快补齐
教育短板，学前教育要有效缓解

“入托难、上好园难”的问题，
义务教育要解决“城镇挤、乡村
弱”、农民工子女就学、学生课
业负担重等问题，高等教育要超
常规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
超常规建设有灵魂人物、有重要
影响力的博士点。要深化教育体
制改革，加快完善教育评价制
度，科学评价学生、教师、学
校，坚定不移支持民办教育，采
取“四坚决一严禁”的有效办
法，依法规范管理民办中小学
校，维护良好教育生态。加强职
业教育制度创新，打通职业院校
学生升学、高级技工入大学深造
晋升通道，加快完善高考综合改
革方案，争创“互联网+义务教
育”示范区。要抓好教师师德师
风和能力素质建设，把师德师风
作为评价教师队伍素质的第一标
准，加快提升教师素质，努力让
广大教师安心从教、热心从教，
不断提高教育质量。要优先保障
教育投入，加强学校安全管理，
确保孩子吃得放心、学得放心。

当天，浙江省委组织部、省
委宣传部、省教育厅、省财政
厅、浙江大学、浙江工业大学、
杭州市、宁波市北仑区有关负责
人作了交流发言。

浙江召开全省教育大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体制改革激发办学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