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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中国教育报刊社大型公益活动中国教育报刊社大型公益活动

走进抚远走进抚远宣讲行宣讲行宣讲行···送教行送教行送教行

本报抚远 9 月 20 日讯 （记
者 于珍 赵利 徐越） 今天，
中国教育报刊社学习宣传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党的十九大精神、全国教育
大会精神“宣讲行送教行”大型
公益活动，走进黑龙江省抚远
市，为祖国最东端的基层教师、
教育管理者宣讲当前教育改革发
展的形势和任务，送去先进的教
育教学理念和方法。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理论所
教育制度研究室主任陈金芳研究
员作了题为 《新时期中小学考
改、教改动态与应对策略》 的报
告；语文特级教师、北京教育学
院丰台分院中学语文教研员管然
荣作了题为 《阅读教学的学理认
知与设计实施》 的报告；北京市
优秀教育工作者、北京中学校长
夏青峰作了题为 《改革学校形

态，培育时代新人》 的报告；语
文学科骨干教师、北京市东城区
和平里第四小学副校长黄颖作了
题为 《在统编教材的实施过程中
培养学生语言文字运用能力》 的
报告；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第四
小学语文教学主任王红艳，给学
生们带去一堂 《妈妈睡了》 的公
开课，并为当地教师作辅导报
告。抚远市教育局全体成员、中
小学校长及一线教师代表等 700
余人聆听了报告。

此次活动是中国教育报刊社
“宣讲行送教行”大型公益活动
第 17 站，活动由中国教育报刊
社、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事业发展
中心主办，抚远市教育局承办，
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中国教师
发展基金会、明远教育基金、作
业帮教育科技 （北京） 有限公司
提供支持。 相关报道见二版

中国教育报刊社“宣讲行送教行”
走进黑龙江抚远

近期，教育部以“青春告白祖国”为
主题，通过交流、展示“小我融入大我、
青春献给祖国”主题社会实践的丰硕成
果，激发广大高校学生向党和祖国真情告
白，更加坚定理想信念、更加坚定“四个
自信”、更加坚定爱国奋斗之志。

自 8 月 30 日 活 动 启 动 以 来 ， 全 国
2900 多所高校、3800 多万名大学生积极
参与，通过分享“说”、展示“拍”、交流

“演”等形式，用自己的语言、自己的体
验解读理论、宣传成就、展示风采，传播
青春正能量。

坚定“永远跟党走”的理想信念

“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
“你愿意中国好吗？”在南开大学的研究生
开学典礼上，2019“最美大学生”阿斯
哈尔·努尔太带领全场新生重温了张伯苓
老校长发出的“爱国三问”。

“是！”“爱！”“愿意！”“愿祖国繁荣
富强！”全体新生的回答响亮而坚定。

在“青春告白祖国”活动中，广大学
生结合对中国共产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
史、改革开放史伟大历程的重温体验，对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战胜无
数困难和挑战的光辉足迹的回顾寻访，对
革命先辈、先进人物英勇奋斗事迹和崇高
人生品格的真切感受，深刻领悟中国共产
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
使命。

华中科技大学开展典型人物展览活
动，通过“全国优秀西部计划志愿者”

“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中国大学生自强
之星”等人物典型寻访活动，以 40 余名
青年亲身经历和富于真情实感的“青年
说”作为展示内容，用榜样引导学生，献
礼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吉林大学利用开学契机，组织学生“现身说法、互学互鉴”，用
学生喜闻乐见的话语体系和表达方式，开展 17 项专题活动，教育引
导学生用澎湃的青春向中国共产党告白、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告白、
向新时代伟大祖国告白。

围绕“我和我的祖国”“青春心向党，建功新时代”等主题，浙
江工商大学、浙江工业大学、中国美术学院等精心策划了“新生第一
课”，鼓励学生“筑梦新时代，砥砺新征程”；中国计量大学组织业余
党校学员等赴井冈山进行实地学习，深入了解井冈山革命斗争的光荣
历史；浙江外国语学院则开展了“青年学子学青年习近平”专题活
动，让学生筑牢信仰之基。 （下转第三版）

全
国
高
校
学
子
多
种
形
式
开
展
﹃
青
春
告
白
祖
国
﹄
活
动—

—

青
春
心
向
党
建
功
新
时
代

本报记者

董鲁皖龙

70年 良匠筑梦 职教兴邦

■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特稿

本期关注：从一所职院变迁看职教发展

➡ 详见第四版➡➡

计划经济、改革开放、
信息化浪潮、智能革命，从
1953年建校至今，南京信息
职业技术学院始终不改为国
家培育良才的初心。新中国
成立至今的70年，也是职业
教育持续培养大国工匠、助
力国家从贫弱走向富强的70
年。今天，在推动中国由制
造业大国转变为制造业强国
的道路上，职业教育仍在持
续发力。

素质教育，当代中国教育
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从改革开
放初期，许多地方已然开始艰
难的探索。在这种探索中，烟
台又是一个绕不开的地方。

1984 年，全国第一个教改
实验区诞生在烟台；1990 年，
国家教委确定烟台为全国城市
教育综合改革试点市；1992
年，烟台素质教育改革经验引
起多方关注，《人民日报》《中国
教育报》等纷纷报道；1997年9
月，全国中小学素质教育经验
交流会在烟台召开，烟台成了
全国素质教育的先进典型。

在素质教育发展史上，烟
台人改革的脚步从来没有停止
过。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
他们坚定不移地实施素质教

育，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近日，本报记者深入山东烟

台调研采访，重走当年改革的前
沿阵地和火热现场，剖析素质教
育改革的最新进展，以期用烟台
这个素质教育的“活化石”为当今
推进素质教育的后来者们提供一
个可供参考的范本。

从个体走向全体——
始终以学生成长

为根本

牟平区大窑中学化学教师曲
文腾最近几年很开心，因为导学
案的出现，一下子解决了困扰他
多年的一个教学痛点：学生水平
参差不齐的问题——“有的吃不
饱，有的吃不了”。

导学案坚持少、精、思的设计
原则，通过设计有层次的学习目
标、引领问题、对应练习，引导不
同学情的学生都能找到适合自己
的内容和方法。这项以导学案为
核心的高效课堂改革已经在大窑
中学深入开展了十几年。校长隋
振功说，这种模式以尊重学生的
差异为出发点，以发展学生的差
异和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为目
的，其核心是以生为本。

说起差异化教学的理念，隋
振功说，这其实与大窑中学30多
年前推行的初中素质教育改革一
脉相承。

指针拨回上世纪80年代，为
巩固“普九”成果，在初中阶段更
好地实施素质教育，烟台市从面
向全体、全面发展的目标出发，不
失时机地推出以实行分类指导和
分流施教为主要途径的“两全两
分四改革”的整体改革方案，牟平
区大窑中学、龙口市北马中学、栖
霞市实验中学等 16 所不同类型
的初中在“分类指导”方面先行探
索，积累了宝贵经验。

当时的大窑中学正是改革的
先锋。学校在时任校长李培植的
带领下，探索构建起“两全两分”
的初中教育模式，被誉为“开启初
中素质教育的金钥匙”。随后大
窑中学被国家教委和有关专家认
定为“全国中小学素质教育的先

进典型”。1997 年 9 月，国家教
委在烟台市召开全国中小学素质
教育经验交流会，大窑中学被选
定为“初中”参观现场。

从个体走向全体，这个曾经
同样摆在李培植和隋振功两位校
长面前的问题，却在差异化教学
的理念下，得到了符合时代精神
的相似的答案。

30 多年过去了，差异教育研
究在烟台从来没有间断过。差异
教育研究已经成为区域专业研究
者和一线校长教师共同参与并坚
守23年的精品研究项目，先后有
212 所实验学校的 1000 余名实
验教师参与了课题实验。该研究
成果连续两次荣获省级基础教育
教学成果二等奖。

着眼学生全面发展、以学生
为根本的课程改革正在烟台持续
全面推进。目前，差异化教学已
经延伸到所有学科、学校各方面
工作中，不同的学生在这里得到
了适合自己成长的发展路径。

从结果走向过程——
始终以评价改革

为导向

体育、艺术，在莱州市双语
学校是一件快乐的事。而这也正
是校长赵福庆多年来一直追寻的
目标，“我就是想让体育和艺

术，从被动转成自觉、从任务变
为兴趣、从结果走向过程”。

为了达成这一目标，学校构
建起了一整套基于过程性评价的
体艺测评体系，例如课堂观察
员、九天制运动会、家庭体育作
业、体育合作达标教学、“体
能+技能”的测评方案⋯⋯

莱州市双语学校的运动会一
开就是 9 天，先从班级到级部再
到全校，人人都是运动员、人人
都可获得评价；假期，在家长的
参与下学生每天要完成一项体育
作业；课堂上，评价分成教师评
价和学生评价，学生评价由每一
节课的课堂观察员对各小组当堂
表现进行评价和总结⋯⋯

从教多年的赵福庆，参与和
经历了烟台多年来的素质教育改
革，在他看来，烟台体艺改革一
脉相承。

1977 年恢复高考以后，烟
台的升学率在山东省一直名列前
茅，人们曾引以为骄傲和自豪。
之后，为了追求升学率，一些学
校开始以升学为指挥棒，砍掉了
音、体、美课程。

烟台的素质教育改革便从改
革考试制度和评价体系开始。首
先开始的是小学取消百分制改
革，实行“等级+特长+评语”的评
价办法，把小学生从分数的重压
下解放出来。（下转第三版）

推进素质教育，一直在路上
——山东省烟台市坚持深化教育改革纪实

本报记者 禹跃昆 张圣华 通讯员 卢鹏

壮丽 奋斗新时代年
典型回访700

编者按
在教育改革发展过程中，曾经涌现出许多典型。它

们在新中国教育发展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作出了重要
贡献。多少年来，它们也一直在教育改革的征程中执着
前行。为了呈现这些典型在进一步推进教育改革方面取
得的新成就、新经验，从今日起，本报开设“壮丽 70 年·奋
斗新时代 典型回访”栏目，陆续刊发本报曾经推出的有
重大影响的典型的回访报道，敬请关注。

烟台开发区高级中学举办校园青春成人仪式。 烟台教育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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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了，普玛江塘乡的孩
子们给了我们太多惊喜！”西藏
山南市浪卡子县浪卡子镇小学
校长罗布次仁高兴地告诉记者。

2017 年 8 月，记者曾来到
浪卡子县，报道了中国海拔最
高的小学——普玛江塘乡完小
的整体搬迁过程。当时，因为
自然条件恶劣制约办学质量提
高，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决策
下，在征得了全乡牧民一致同
意的基础上，普玛江塘乡完小
师生们从海拔 5373 米的普玛
江塘乡，整体迁入海拔4500米
的浪卡子镇小学。

如今，两年过去了，普玛江
塘乡的孩子们在新学校还好

吗？适应吗？一问到这个话题，
罗布次仁立刻打开了话匣子。

“孩子们在生活习惯的养
成上，进步明显。”罗布次仁说，

“刚入校那会儿，很多孩子没有
住过校，不习惯集体生活。我
们花大力气对他们进行习惯养
成教育，现在，孩子们在个人卫
生和学习习惯上有了明显进
步。”如今，光凭外表和行为举
止，老师们已经很难把两地孩
子区分开了。

让罗布次仁意外的是，普
玛江塘乡的孩子们接受新生活
的速度，超过了很多浪卡子镇
的本地学生。一名学生告诉
他：“每当想起爸爸妈妈在普玛

江塘放牧的辛苦，还有他们对
我的期盼，我就觉得自己不能
落后。”

两年前，面对记者的采访，
很多普玛江塘乡的孩子还会掉
眼泪，或者扭扭捏捏一句话说
不出来。两年后，多名孩子担
任了班干部。一名叫次仁罗布
的学生让罗布次仁印象深刻：

“这个孩子的能力很强，组织班
级活动井井有条，个人意志也
很坚定，要求同学做到的，他自
己肯定会先做到，真正是班主
任的左膀右臂。”

为了帮助普玛江塘乡的孩
子们，浪卡子镇小学的老师们付
出了很多心血。孩子们每个月

可以坐车回家里一次，每到这时，
校领导都会亲自押车，一直把孩子
们送到乡里，看着父母们一个个接
走，才算放心。平时，老师们除了
上课外，在生活上也无微不至地照
顾。罗布次仁说，别看浪卡子镇小
学不大，他每天光在学校里，就能
走两万多步，“教室、寝室、办公室、
食堂，每天都是连轴转”。

如今，每年还会有十几名新
生从普玛江塘乡下来。两年前，
孩子们来时都眼泪汪汪，如今，新
学生的眼睛里都是好奇和兴奋。
原来，他们已经从学长学姐那里
听到太多关于新学校的故事，曾
经的害怕早已变为期待。

家长们也在变。两年前，家

长们送孩子来上学，背包里装的
都是各种食品，生怕孩子们饿
着。后来，家长们看到学校食堂
的伙食，看到孩子们长胖的小脸，
再也没人给孩子们带吃的了，包
里则塞满了学习用品。

罗布次仁还有满满的计划：
协调公交公司提供班车，这样孩
子们回家就不用自己搭车了；素
质教育要进一步加强，围绕新中
国成立 70 周年开展的校园活动
正加紧筹备⋯⋯“再忙再累，看见
孩子们的笑脸，身上的劲儿就又
鼓起来了。”罗布次仁说。

（本报“万里边疆教育行”西
藏报道组成员：高毅哲 张晨
周小兰 单艺伟）

离开海拔5373米的日子
——两年后再访中国海拔最高的小学

本报“万里边疆教育行”特别报道组

1997 年 8
月 29 日，本报
在 一 版 以《希
望之路——烟
台教改实验区
实施素质教育
纪实》为题，报
道了烟台市推
进素质教育的
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