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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进校园，突出办学特色

非遗进校园，主要是基于培养学生的传承、
应用能力，突出学校特色发展理念。而传承与应
用衔接就是体现在创新上，即培养新时代大学生
适应社会发展的创造能力。一是彰显高校文化传
承的职责，依托与学科建设有关的非遗进校园，
有利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助力文化自
信、自强的养成，助推文化知识理论转化，推出
经过实践应用验证的成果；二是强化服务社会的
能力，由于高科技快速发展，教材上的文化知识
相对来说存在滞后的可能，因此吸纳先进的办学
理念，结合非遗传承，具体组织的学习实践可以
提高应用能力，从而为将来就业服务社会打下基
础；三是突出办学特色，一些地方高校存在课程
设置、教学模式、考核方式等雷同化的现象，为
了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加大
实践应用环节的比重，推进非遗进教材、进课
堂、进科研等，突出地方民族文化的地位，做到

错位办学，彰显地方高校教育特色，有利于培养
更多建设祖国的优秀大学生。

非遗＋“双一流”，提升育人质量

加强“双一流”建设，需要以高质量教育教
学成果来支撑。地方高校相对来说实力薄弱，巧
妙利用非遗进校园可以提升办学质量。学院在学
校科学引导下，积极融入区域非遗，重视学生创
新实践能力的培养，提升育人质量，着力点主要
有：一是一流专业建设，广西多民族非遗资源丰
富，为专业建设提供了重要载体。艺术类专业天
然就能与非遗建立联系，无论是校园内涵建设还
是校外传承实践，都能达到优化专业的目的；人
文学科与非遗结合，可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变为
现实，从而确保人才培养质量。二是一流课程建
设，教学理念要与时俱进，所供给学生学习的内
容要适应社会发展，加入非遗元素可以起到积极
作用，使课内与课外产生有效的联结，将课程知
识与社会需要建立密切关系，达到一流课程运转

的理想状态。三是构建育人模式，非遗传承与发
展给予“双一流”建设重要的支撑，可作为验证
学生创新能力大小的尺度，创建的教育模式能满
足社会需要，就业率年均都在 92％以上。

非遗＋研究，转化高水平成果

坚持把非遗深度融于人才培养体系，顺应学
校高水平发展的要求，校内文化知识学习与校外
应用实践相结合，积极产出科教融合的高水平成
果。“非遗＋”研究转化成果丰富：一是教育层
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强建设师德
师风和学风，营造自主学习、创新实践的良好环
境。正是全体师生同心同德、共同奋斗，学院获
得自治区级和市厅级集体荣誉 10 多项。二是教学
层面，在多年自觉融合民族文化所进行的教学实
践基础上，承担了“非遗＋”教改课题 30 多项。
2019 年一下就拿了 3 项省部级教学成果奖，学科
竞赛每年有 200 多项获奖，教学实践成绩喜人。三
是科研层面，结合个人学科背景以及学院的整体

实力，依靠区域民族文化开展深度研究，获得了
国家级别科研项目 7 项、自治区级课题 30 多项；
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科研蔚然成风，大创项目
每年都有 20 多项立项，“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
和“挑战杯”系列竞赛获得国家奖项 10 多项。

坚持创新驱动和教育教学实践，非遗进校
园，深度融合学校内涵建设，突出办学特色，成
绩斐然，深受社会好评。

（金乾伟 蔡 青）

创新驱动引领非遗进校园
——广西科技大学艺术与文化传播学院特色教育教学一瞥

广西科技大学艺术与文
化传播学院成立于 2004 年，
在学校的正确领导下，经过
10 多年的发展，目前有音乐
学、环境设计、视觉传达设
计、服装与服饰设计、产品
设计、汉语国际教育、社会
工作 7 个专业。基于集中不同
学 科 多 个 专 业 于 学 院 的 实
际，通过充分论证，认为学
校所在地为多民族地区，坚
持创新驱动发展理念，确立
了以“民族化＋国际化＋原
创化”推动特色办学，确认
非物质文化遗产 （以下简称

“非遗”） 可以成为各专业建
设的共同抓手，经过师生教
育教学实践，社会反响非常
好。

李思敏校长参观自治区级非遗保护工作
平台苗锦文化研究与展示中心并与蔡青院长
等师生合影

以高质量教育支撑高质量发展
——深圳市坪山实验学校10周年发展回顾

以品牌文化为支撑
积极搭建“优才”课程体系

安国强校长带领教师认真汲取特
区文化精髓和坪山特有的文化内涵，
发扬红色文化中的忠诚为国、特区文
化中的开拓进取、海丝文化中的开放
共赢、客家文化中的崇文重教，提炼
出了独具特色的“麒麟文化”，一种集众
长为一体、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集美
文化，并以此作为学校发展的驱动力。
办学理念“适性扬才，为大器人生奠
基”，希望学生能够特长发展、优势发
展，成为一名格局大、有贡献的人。校
训“含仁怀义日日新”，要求学子们有爱
心能担当会创新。学校在“麒麟文化”
理念的辐射下，立足本土，塑造品牌课
程体系，为优质课堂教育的落地、办学

成绩的提高奠定良好的基础。
课程设置是教学环节中至关重要

的一环，只有遵循教育方针、围绕培
养目标、结合学校实际的课程架构才
能带领师生不断取得学习上的突破。
为此，教师不断探索国家、地方与校
本课程的有机融合，围绕学校“麒麟
文化”的品牌精神，树立“以学习者
为中心”的教学理念，结合办学实
际，积极创新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
在高质量实施国家课程的基础上，全
面研发并实施服务于学生发展的优才
课程体系。

要实现国家和地方课程校本化，
首先要塑造区域领先的课程品牌，包
括反映学校办学实力的优质学科课程
品牌和促进学生多元发展的校本课程
品牌。根据学校的特点，对国家和地
方规定课程进行校本化解读，明确教
学目标和要求，配置相应的阅读材料
和作业。对小学和初中各课程的教学
进行阶段性规划和有效整合，兼顾各
学段内容和各课程的教学进行阶段性
规划和有效整合，兼顾各学段内容和

教学要求的衔接，实现了校本课程的
系统化，通过完善校本选修课程，开
发了适合学生能力发展目标的课程群。

在课程开发上，立足本校辐射周
边，十分重视沉淀课程文化，搭建校
级课程资源平台，通过资源调配优
势，让各校区各自专长的课程资源

（包括师资、设施等） 可以得到共享，
发挥更大效益。为加强学科教育和创
客教育的融合，实现知识间的相互渗
透，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学校
以学科组 （备课组） 为单位，组织教
师开展富有特色的教学类校本课程的
开发，丰富和充实学生的学习课程。
学校推出融合式课程套餐，如语文课
开设书法和经典诗文阅读两门长短
课，为学生打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烙印；音乐课设有乐器葫芦丝教学；
美术课嵌入超轻黏土特色教学；体育
课融入足球课；科学课整合 STEAM 课
程，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精
神。形成主干课、特色课、长短课相
结合的优才课程套餐。利用信息化平
台，开设麒麟大讲堂、教学论坛，为

坪实师生共享丰富的学习资源营造开
放的、学习型的学校环境。

明确的培养目标为学校课程建设
奠定了坚实基础。学校积极与周边的
科研院所、高新企业对接，为学生提
供游学、职业体验性课程项目，提升
教育多元化水平，加强国际交流与合
作，与国外相关学校、机构组织开展
多样化的项目制课程合作。学校周边
是区重点文化聚落，拥有区图书馆、
美术馆、展览馆等，资源得天独厚，
加上校园文化设施，以核心素养培养
为目标指向，学校全面开设优才课
程。普及类优才课程如围棋、足球、
书法、葫芦丝等，特长类优才课程包
括游泳、羽毛球、足球、篮球、乒乓球、
啦啦操、汉字思维、绘本阅读、趣味数
学、影视与吟唱、小小科学家、无人机及
民乐团、管乐团、合唱团、足球队、射箭
队等。坚持把课堂设在图书馆，设在美
术馆，设在纪念馆，设在社会实践活动
中。开展香港姊妹校师生互访，为学生
多元发展提供新的渠道。

经过 10 年发展，学校已在纵向上
形成基础课程、发展课程和挑战课程
三大课程形态，横向上形成优才课程
体系。在课程建设工作中，学校以开
发校本课程与挖掘校内名师并举，在
实践中提出了“三个一”的工作架
构，即一师一绝活、一课一精品、一
生一特长，充分挖掘现有高水平、多
经验教师的资源，发挥其在课程开发
方面的先天优势，从而创设学校良好
的科研氛围，逐步实现校本课程标准
化，力争开发出一批具有原创价值的
优秀校本教材。

依托多样化校本课程
深入推进“平实课堂”改革

“平实课堂”是“生本理念”在实
验课堂的生动实践，是教师集体智慧
的结晶，是创建标杆学校的具体行
动。为了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多年
来学校坚守生本教育理念，遵循教育
规律，创新教育方式，引导课堂改革
由“师本教育”向“生本教育”转
变，实现学生积极、主动、活泼、健
康地发展。

为充分开发学生的潜能，真正做
到以学生为学习的主人，为学生好学
而设计教学，近年来，学校狠抓教师
专业发展，做好教师专业发展培训、
学科素养提升、继续教育工作。积极
开展平实课堂教学指导与咨询，努力
发展教学智慧，促进教师专业成长。
在教师专业能力不断提升的同时，探
索出了生本理念下的平实课堂教学模
式：前置学习—合作探究—展示质疑
—当堂训练—激励提升。以学生为主
体，以学生活动为中心，在课堂上把
学习的时间、空间、方法还给学生，
实现以学定教、不教而教，全面依靠
学生，构建以学生的“学”为核心来
设计和组织教学的理念和体系，实现
教师由“关注教”向“关注学”的根
本改变。在课堂中让学生有真选择、
真思考、真体验、真收获，教师有真
智慧、真投入、真引领、真成长。

在长期的具体实践中，学校逐渐
对平实课堂教学工作的落实形成了

“10 字要求”，即备课要“深”、上课要
“实”、作业要“精”、教学要“活”、手段要
“新”、活动要“勤”、考核要“严”、辅导要
“细”、负担要“轻”、质量要“高”。高效

的课堂建设需要教师全员参与探讨。
学校通过教学开放日、学科周及上级
部门科研视导等活动，扎实推进高效
平实课堂，着力将见面课、汇报课、
研究课及骨干教师示范课、名师风采
课等优质课常态化。

学校教师队伍年轻，有活力有激
情，特别团结，敢于创新。2017 年深
圳市年度教师庄泳程老师就是这个激
情团队的优秀代表。学校定期评选

“金麒麟教师”“银麒麟教师”“教学创
新奖”“突出贡献奖”，从而推进启发
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教学方
式的应用，教学质量得到显著提高。
近 3 年来，学校教师在各级各类比赛
中共获奖 1000 余项。

丰富实践活动渠道
加快实现教育均衡优质发展

学校对于高质量教育的追求不仅
体现在课程设置和课堂教学中，更表
现在对学生人生发展的关注上，在关
注学生学业成绩的同时，更重视学生
综合素养的培养。学校尊重教育教学
规律、尊重学生的学习基础和兴趣爱
好，为学生提供“发展支架平台”，鼓
励学生基于兴趣爱好，自主定向；鼓
励教师适性扬才，激活动能，提升关
键能力。

学校尊重学生的学习基础和兴趣
爱好，为学生搭建课程、活动、节日
文化以及社团四大载体平台，通过多
种渠道实现学生优势发展，超越自
我。科技教育是学校一直以来都十分
重视的教育板块，抓实科技教育，办
好科技节，对综合实践活动课和科学
教育整体把握，开好环保教育、校园
博物教育、社会观察、STEAM 课程
等。学校积极推进“四点半活动”，以
体验式活动培养学生的科学意识，开
设 3D 打印课程、无人机社团、建筑模
型社团等，并邀请国际宇航科学院何
质彬院士作专题讲座。近年来，学校
多次组织学生参加各类青少年科技创
新设计大赛，辅导学生获得区级及以
上奖项累计 1300 多人次。超轻黏土艺
术工作坊师生创作的 《大万世居》 获
得广东省展示活动一等奖。学校 《田
园诗情》 节目在粤港澳经典诵读大赛
中荣获二等奖。在国际青少年科技创

新设计大赛上，学校无人机项目获一
等奖。除了创新科技教育，艺术教育
也是百花齐放，经过 10 年的建设完
善，学校现已开设舞蹈、绘画、手
工、葫芦丝、民乐、合唱等各类课程
数十项。除此之外，在市、区举办的
各种绘画比赛中学生累计约 300 人获
奖，管乐团获深圳市第 21 届校际管乐
节比赛银奖，校合唱团获区班级合唱
大赛一等奖⋯⋯除了组织学生外出参
加各类比赛演出，学校还积极邀请各
级社会艺术团体走进校园，在为学生
创造良好艺术氛围的同时，打开艺术
交流通道。近年来，深圳交响乐团首
次走进学校公益演出，让学校师生体
验高雅艺术；市文化馆霞光京剧团带
来了精彩绝伦的戏曲视听盛宴；民间
文艺家协会两次到校为学生展示非物
质文化遗产，六和社区老年艺术团参
加学校元旦嘉年华活动，坪山大剧院
艺术家们来校和师生互动交流⋯⋯坚
持推进艺术发展，保质保量地开展各
类艺术活动，不仅丰富了学生的课余
生活，更推进了学生艺术内涵建设。

体育教育是学校素质教育的又一
大亮点。迄今学校已经成功举办了十
届麒麟文化体育节，开展丰富多彩的
竞赛活动。经过多年的积淀，乒乓
球、游泳、足球、射箭等高水平运动
项目已普及推广，每年在省市区级的
项目比赛中都能斩获佳绩。在广东省
第十五届运动会上，射箭队 4 名队员
参赛，获得一金两银一铜的好成绩，
陈烨获得省“拾趣杯”青少年射箭冠
军赛金牌，黄嘉博、邓浩文荣获市中
小学生乒乓球赛男子乙组双打冠军，
程吉优、夏清晨、胡文鸿、姚力航等
夺得市“体彩杯”少儿乒乓球联赛男
子团体冠军。足球运动成为学校体育
的又一大亮点，作为全国青少年足球
特色学校，足球运动多次获得坪山区
足球联赛冠军，在 2018 年深圳市校园
足球比赛中获得亚军，包揽区 U 系列
青 少 年 足 球 锦 标 赛 4 枚 金 牌 。 近 年
来，学校邀请中国足球名宿苏永舜、
池明华等进校园，成为深圳市足球队
佳兆业俱乐部青训网点校，为学校足
球苗子培养创造了新机制，足球事业
跨上高速发展通道。

名师荟萃，才艺兼备，凝铸成学
校核心发展力的强大基石，也成为学
生发展的重要支撑。近 5 年来，学校
学生共获奖 1380 项，其中国家级别 87
项，省级 196 项，市级 360 项，市级以
上奖项占 46.5%。10 年间，学校先后
获评全国教育科研工作先进单位、全
国示范校园文学社、全国射箭重点学
校、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单位会员、
全国优秀家长学校、广东省五四红旗
团委、广东省书香校园、深圳市最具
变革力学校、深圳市教育工作先进单
位、深圳市中小学生探究生小课题优
秀示范校等 200 余项国家、省、市、
区级荣誉称号。

坪山东向，旭日冉升。在坪山实
验学校这片教育热土上，能感受到精
神与理想在此凝聚，青春与未来在此共
鸣，科学与人文在此积淀，耕耘与收获
在此交融。10 年春秋，我们以传承与
创新、用责任与奉献实现了学校从无到
有、从有到优的跨越发展。面对未来更
多的希冀与挑战，我们将一如既往坚守
初心，让优秀的教师领航人生，用优质
的教育成就未来，让这里成为坪山学子
梦想启航的地方。下一个 10 年，学校
将立足现代化、推进高质化、迈向国际
化，开创更加灿烂辉煌的明天！
（深圳市坪山实验学校校长 安国强）

2010年9月，为满足人民对优质
教育的需求与适应坪山区未来产业发
展规划，一所高起点规划、高标准设
计、高质量建设的现代化优质九年一
贯制学校——深圳市坪山实验学校诞
生了。学校现有教职员工440名、班
级129个、学生6100名。占地面积9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达 18 万平方
米，呈一校三区格局，是坪山大地上
的一道秀美风景线。学校图书馆藏书
23.16万册，配备计算机2000余台，
有全国首家校园汉字博物馆、日新科
技博物馆、空中大操场、平实书院、
室内体育馆、舞蹈室、超轻黏土工作
坊、未来小镇、创客实验室、风雅音
乐厅、射箭场、游泳馆等配套设施。
校园典雅秀丽，人文和谐至善，文化
氛围浓郁，功能设施齐全，是广大师
生学习生活的精神家园。

肩负着打造区域基础教育高地的
使命，学校自建校之日起就明确了

“打造区域重点建设的品牌学校、跻
身深圳市一流名校”发展目标，并为
此不断夯实学校基础教育设施，提高
文化、教育软实力，努力带领学校走
上品质立校之路。

“大道至简，帜高成范”。2018
年，坪山区教育部门引进广东梅县东
山中学安国强任校长，在了解了学校
发展现状后明确坚持“创一流、强特
色、铸品牌、树标杆”的工作主线，建设
有温度的学校，打造很激情的团队，锤
炼能出彩的课堂，形成高品质的文
化。以创新学校管理、构建现代化学
校管理机制、全面落实素质教育为目
标，积极推动学校未来化变革，不断以
创新推动改革，以品质打造卓越。近
年来，在上级部门的关怀领导下，在广
大家长及社会各界的鼎力支持下，在
安校长的带领下，学校领导班子通力
合作，紧紧依靠广大教职员工，抓机
遇，促改革，谋发展。“改”字当头、“实”
字为先、“干”字为本，充满激情地迎接
挑战，富有智慧地开展工作，让学校教
育质量和办学水平迈上了新台阶，朝
着“适性扬才，为大器人生奠基”的教
育目标迈进了一大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