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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杭州绿城育华学
校国际文化节启幕，来自德
国、日本等友好学校的师生与
中国学生一起，在科技、体
育、艺术、商贸等多个领域同
台展演。短短一周时间，外国
的同行们不住惊叹：没想到中
国的学校有如此丰富的课程，
中国学生太厉害了！

一枝独秀不是春。如今走
入浙江的高中校园，尽见课改
带来的满眼芳菲。选修课程多
而精致，教学方式活而高效，
课改催生的新的高中教学质量
观渐入人心。

7年前，浙江怀揣“把学习
的选择权交给学生”的信念，在
全国率先启动了深化高中课程
改革。7年后的今天，“选择性”
课改枝繁叶茂，果实可摘。

选课选出了
“花样年华”

早在2010年，浙江教育人
也曾发出一声惊叹。

当时，浙江省教育厅考察
团走访了芬兰一所只有20多名
教师、200多名学生的中学，
发现该校竟然每学期开设有
200多门课程。相比之下，国
内中学开设的课程寥寥无几，
学生几乎没有选课的自由。

千篇一律的高中教学只会
在高考的独木桥上越走越窄，
必须得改！

2012年，浙江率先启动深
化高中课程改革，必修课由
116个学分减少到96个学分，
选修课由28个学分增加到48
个学分。高中生人人有自己的
课表，能有机会学习自己想
学、有能力学、学得好且对实
现自己志向有用的东西。

“高中教学的新时代开启
了！”杭州绿城育华学校校长陈
建国内心涌动着一股热流。该
校生源一般，非高考“大户”。
然而新课改给了每个学生选择
的机会，也带来了更多可能。

在本不宽裕的教学空间
里，学校硬“挤”出一幢学科
教学楼，开辟了茶艺、雕刻、
微电影制作、黄酒酿造等十几
个选修课专用教室。在研习茶
艺的“嘉业寨”，古朴的装饰尽
显“中国风”，一期培训下来，
陈梓瀚拿到了初级茶艺师资
格。在魔幻化学社，徐卓立爱

上了“自助实验”，自己得出的
配方远比枯燥的化学方程式更
加有趣。在政治选修课上，姚
晓宇是“一站到底”“新闻连连
看”的高手，略带娱乐节目风
格的学习更符合高中生的口味。

选修课怎么定？学校的原
则是学生说了算。只要有7人
以上报名，学校有条件就得把
课开起来。目前，该校选修课
有 70多门，每周每人 4个课
时，900多名学生真正做到了
人手一张课程表。“以前是一个
班当一个人教，现在是一个人
当一个班教。”陈建国说。

因为高中的那次选课，绿
城育华学校学生李佳泽、吴昊
爱上了导演和拍摄。2016年他
们收到复旦大学视觉艺术学院
等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还技术
入股了一家专业影视公司。他
们的人生，就像手中的镜头，
从此色彩斑斓。

“选修课是深化课改的重点
和难点，丰富多彩的课程是自
主选课的前提。”浙江省教育厅
党委书记、厅长陈根芳表示，
拥有百门以上选修课的学校不
在少数，部分较为热门的课
程，学生必须“秒杀”才能抢
到。

有别于以往历次的课程改
革，学校头一回站在了改革的
中心。所有高中必须从学校定
位、师资实际和生源特点出发
构建自己的课程体系。针对一
些学校出现的盲目追求数量、
碎片化倾向明显的问题，浙江
以学科为轴心分层分类建设选
修课程群。针对农村普高及薄
弱学校课程资源薄弱的问题，
浙江建立了“高中选修课平
台”，供全省高中免费下载使
用。截至去年底，已上线课程
1384门，总访问量超过884万
人次。

据一份对万名浙江学生的
调查显示，选学7门及以上课
程的学生超过一半，喜欢修习
选修课程的学生占83%，绝大
多数学生认为选修课程能满足
自己的兴趣与特长发展需求。

走班走出了
“精准教学”

“课”是选出来的，“学”
是走出来的。

（下转第十二版）

以学科为轴分层分类建选修课程群，超一半学生选学7门及以上——

浙江高中课改“选”出高质量
本报记者 蒋亦丰

课程是塑造学生的载体，
在人才培养中发挥核心作用，
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课程体系
指向的是每个学生全面而有个
性的发展。究竟是让每个学生
都学习同样的知识，还是让不
同的学生学习不同的知识？
2012年，浙江率先启动了以“把
学习的选择权交给学生”为主
轴的高中课程改革，结出了斑
斓硕果。

浙江的高中课程改革可圈
可点。横向分类，调整课程结构，
减少必修课学分，增加选修课
学分，增强了学生的自主选择
权，变所有人一张课表为人人
都有属于自己的课表，满足了
不同爱好的学生对课程的自主
选择；纵向分层，根据学生知识
能力水平，实行分层分类走班，
实现了有针对性的分层精准教
育，满足了不同学习能力学生对

课程的需求。改革中，学校头一
回站在了改革的中心，得以从
学校定位、师资实际和生源特
点出发构建自己的课程体系，
从而让学生获得了更多的学习
选择权，教师获得了更多的授
课权，学校获得更多的教育权，
并共同服务于学生核心素养的
提升和创新人才的培养。

改革的成功并非课程结构
调整单兵突进的结果，也是配
套政策协同推进的结果。给学
生充分的选举权，最终还需要
体现在评价上。一方面，浙江高
中课程改革为浙江新高考改革
提供了支撑；另一方面，浙江新
高考改革带来了学生评价方式
的改革，为课程改革提供了引
领。给学生充分的选择权，还需
要确保学生用好选择权，浙江
从高一阶段起就开设生涯规划
相关课程，为每个学生配备专

职或兼职的生涯规划导师，在
校外建立学生生涯规划体验基
地，帮助学生多渠道了解和体
验不同专业及职业特点，是确
保学生在明确生涯规划基础上
做好选择的关键。

高中阶段教育是学生个性
形成、自主发展的关键时期，作
为国民教育体系之“腰”，高中
教育一头连接着基础教育，一
头连接着高等教育，对提高国
民素质和培养创新人才具有重
大意义。浙江推进高中课程改
革，走出了一条从整齐划一到
多样选择的课程改革发展之
路，充分激发了教育的内在发
展活力，为其他地区推进高中
课程改革探索出了宝贵经验。
我们要充分发挥课程在人才培
养中的核心作用，继续深化高
中课程改革，提升学生核心素
养，培养更多创新人才。

继续深化课程改革培养更多创新人才
本报评论员

落实落实落实落实 落实落实落实落实 再落实再落实再落实再落实
写好教育写好教育““奋进之笔奋进之笔””特别报道特别报道

杭州绿城育华学校学生在上雕刻选修课。 资料图片

壮丽 奋斗新时代年
基层蹲点记700

“同学们，上节课我们
学习了‘点’，还记得汉字
里有哪些‘点’吗？”

“两点水，三点水，四
点底……”

讲台上，湖南民族职业
学院教师周佰胜，正在给内
地西藏幼师1809班的学生
上写字课。带着学生们复习
完“点”，周佰胜邀请男孩
罗布扎西、女孩扎西央宗上
台，各自书写两个包含

“点”的汉字。
一旁听课的学前教育学

院副院长郭杰小声告诉记

者，班上的30多个学生，大
多数是藏区的牧民子弟，“很
多娃娃还是第一次出山”。

从山里到拉萨再到岳阳，
这些刚初中毕业的学生，将在
湖南民院接受5年大专教育，
再回到西藏，从事幼教工作。

“刚来的时候，皮肤黑黑的，
对人有礼貌，特别爱笑。”郭
杰指着前排穿着绿色藏装、化
着淡妆的女孩说，到校一年，
来自日喀则地区牧民家庭的白
玛普赤，皮肤在慢慢变白，日
常打扮也越来越时尚。

外貌在变，内在也有了变

化。这些未来的幼儿教师，在
校期间将接受系统的师范教
育，其中就包含了“写字”这
一基本功练习。不过，给西藏
班学生上写字课，与其他师范
专业班级不一样。

“他们日常汉语交流很顺
利，但汉字书写的水平与内地
三四年级的小学生差不多。”
所以，周佰胜的写字课必须从
基础笔画教起。为了让这些习
惯了藏语书写的学生，对难度
更大的汉字书写产生兴趣，周
佰胜在课堂上融入了一些西藏
文化、习俗，“偶尔，还会带
着他们唱唱西藏民歌”。

“有很多教学手段都是我
去年在西藏采风调研时学到
的。”周佰胜说，湖南民院的传
统是，任教内地西藏班的教师，

在开课之前都必须前往西藏调
研一至两周，走进当地小学、幼
儿园，了解西藏教育现状。

去西藏，除了调研，周佰
胜的另一个任务，就是把暑假
返家的学生平安送到拉萨。这
是民院自1993年开始承担教育
援藏任务，定点为西藏等地培
养小学和幼儿园教师以来，一
直保留的传统。

西藏多地每到冬季，就会
大雪封山、路途难行，这些学
生大多数会留在学校过年。陪
西藏班的学生吃年饭也成了这
么多年来，学校、岳阳市乃至
湖南省有关领导的惯例。

26年间，岳阳市委、市政府和
学校多方筹措，投入大量经费改
善藏族等少数民族学生的教学和
生活条件。（下转第十二版）

西藏班上的写字课
本报记者 赖斯捷

本报浙江平湖 5月 28日讯
（记者 董少校）“论文里说到的
一些孟姜女唱词，我们拉出来就
能唱，感觉非常亲切。”从事曲
艺表演与剧本创作已半个世纪的
徐鲍培老人今天第一次观摩博士
论文答辩，“听到教授们的提问
与批评，就像是在指导我们表演
和创作，很有针对性。”

5月28日下午，浙江省平湖
市当湖街道的市民学校活动室十
分热闹。上海师范大学在这里举
行中国古代文学专业俗文学方向
博士论文答辩会，将关于上海抗
战时期戏曲、孟姜女传说的两篇
论文答辩向市民开放，成为一场
别致的戏曲发展交流会。

40多名平湖文化工作者、戏
曲爱好者与答辩委员、博士学位
申请人混坐在一起，观摩答辩过
程。

“戏曲是一种非常接地气的
艺术样式。到基层社区进行博士
论文答辩，把论文写到老百姓中

间，写到祖国的大地上。”答辩
委员会主席、南京大学博士生导
师俞为民说。

博士学位申请者王婉如的论
文题为《上海抗战时期戏曲活动
研究》，论述了抗战时期上海的京
剧、越剧、沪剧等生存状况，探讨
班社和艺人如何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宣传抗日。倪金艳的论文《孟
姜女传说的叙事研究》关注孟姜
女传说的历史与现存状态。

两名博士生的指导教师、上
海师范大学教授朱恒夫介绍，戏
曲、小说、曲艺、民间传说等文艺
样式都根植于民间，发生发展都
是老百姓支持的结果，两名学生
都研究俗文学，研究成果理应给
群众看一看，接受他们的检验。

徐鲍培曾担任平湖市曲艺戏
剧家协会副主席，一辈子和戏曲
打交道。旁听人员回避评议的间
隙里，记者看到，他和曲艺同伴
在一片空地上合练国家非遗平湖
钵子书，一招一式有板有眼。他

说：“曲艺、戏剧就是日常生
活，一天也少不了。今天大学教
授和博士生们把答辩会办到基
层，让我们增长了知识，吸收了
营养。”

恰逢30岁生日，王婉如感
叹今天过得格外有意义：“看到
基层文化工作者对博士论文答辩
的喜爱，我也受到很深的触动，
我以后要做更多接地气的研究，
让学术走向民间，走向大众。”

上海戏剧学院教授李伟用
“奇妙”二字形容这次答辩会：
“奇就奇在走出校园来到社区，
打破了博士论文答辩的神秘感，
妙就妙在与基层文化工作者们共
享研究成果，论文答辩的过程也
是文化普及的过程，为地方文化
发展出谋划策。”

经过导师介绍、申请人陈述、
答辩委员评价与提问、申请人回
答、答辩委员评议等环节，两名博
士生通过了论文答辩，答辩委员
会建议授予文学博士学位。

一场社区里的博士论文答辩会

本报讯（记者 赵岩） 5月
27日，太原市宣布向12所民办
学校派驻党组织书记，这是太原
市首次向民办学校统一派驻党组
织书记。

这12名党组织书记，均为
太原市委组织部从各部门遴选的
党性观念强、专业素质高的优秀
干部。在新任民办学校党组织书
记集体谈话会上，太原市委常
委、组织部部长赵忠保与12名
派驻党组织书记和民办学校负责
人进行集体谈话，新任党组织书
记代表和民办学校代表作表态发
言。

会议提出，党组织书记要坚
定正确政治方向，处理好党组织
与董事会、校长之间的关系，积
极探索创新民办学校党建工作的

方式方法。相关党组织和民办学
校董事会要大力支持派驻党组织
书记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太原市
委组织部、市委教育工委要对派
驻干部加强管理，尽快出台考核
管理办法，同时给予他们更多的
关心和指导，激励派驻干部担当
作为、奋发有为。

当天，太原市委教育工委成
立了中共太原市民办学校党委，
负责市教育局所属民办学历学校
和民办培训学校的党建工作。下
一步，太原市将持续加强民办学
校党的建设，不断扩大党组织和
党建工作覆盖面，充分发挥民办
学校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
先锋模范作用，确保民办学校按
照党的要求办学立校、教书育
人。

太原向12所民办校派党组织书记

本报讯（记者 刘文彧）近
日，吉林省启动2019年度吉林
籍在校大学生兼任乡镇（街道）
民政助理和社区民政协理员项
目，引导广大吉林籍大学生积极
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和脱贫攻坚，
推进校地合作。

此次活动计划面向全国高校
选拔1000名2016、2017级全日
制吉林籍在校本（专）科学生和研
究生，兼任吉林省部分乡镇（街
道）民政助理和社区民政协理员，
兼任时间为一年（2019年7月—
2020年7月）。寒暑假期间，兼职
大学生需到兼任单位全职开展工
作；在校期间需配合兼任单位做
好相关工作，促进校地合作。

据了解，入选兼职大学生将

协助开展社会救助、社区建设、
养老服务、未成年人保护等基层
民政日常工作，重点协助做好城
乡低保的信息核查、数据录入和
档案归类整理工作、老年人和未
成年人信息采集和基础服务工
作；发挥自身优势参与幸福社区
建设，协助组织开展社区文体活
动、知识宣讲等工作。服务期间
开展“七个一”活动：开展一次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宣讲、调研一个村（居）委
会、走访一户低保家庭、帮扶一
位困难家庭中小学生、开展一次
面向老年群体的志愿服务、提出
一条推进当地民政工作的合理化
建议或脱贫攻坚方面的专项建
议、撰写一篇专题调研报告。

吉林省选千名大学生参与基层治理

本报讯 （记者 欧媚） 近
日，湖北省咸宁市一名3岁女童
被遗忘在校车内身亡，令人十分
痛心，教训十分惨痛。为防止此
类事故再次发生，校车安全管理
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特发布
2019 年第 3 号预警，提醒学
校、校车运营单位以及师生家长
落实安全乘车责任，切实保障中
小学生和幼儿上下学乘坐校车的
人身安全。

一是压实责任，提高意识。
校车所属单位要按照“谁主管、
谁负责，谁照管、谁负责”的原
则，切实压实安全责任，通过视
频宣传、模拟演练、安全培训等
方式提高随车照管人员和校车司
机的夏季乘车安全防范意识。

二是责任到人，仔细检查。
随车照管人员要时刻绷紧安全这
根弦，时刻谨记要在上下车清点
人数，坚决不让学生单独遗留在
校车内，确保每一名学生安全上
学，平安到家。

三是尽职尽责，规范操作。
校车司机要尽量将校车停在阴凉
处，校车运行前做到提前开窗通
风，校车运行中采取必要的降温
措施，运行结束要反复核查学生
是否都安全下车。

四是加强监护，反复叮嘱。
学生家长要加强学生夏季乘车安
全教育，叮嘱学生当有身体不适
或其他问题时，应马上向随车照
管人员报告，以便得到及时处理
和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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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不能把孩子遗忘在校车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