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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今今

在“经典研读”中，学生们也会
产生很多困惑。尤其是对要上台讲述
的学生而言，他们会提前记下各种问
题，然后“拣”比较重要的在课堂上
提出，等待其他学生和老师“解惑”。

让宋雅旎一直难以释怀的是，“第
一次发言时，我得到的回答是‘你这
个问题根本就不是问题’”。无独有

偶，第一次评述的时候，她也被老师
提醒：“你的问题已经提偏了。”实际
上，每一次提问后，学生们都害怕听
到：你这其实是一个伪命题；你这个问
题十几年前就讨论过了；这个问题跟上
节课的问题实质上没有什么区别⋯⋯

“怀疑与失落在所难免，但我们至
少学会了一件事情——敢于提问。更

重要的是，问题并不是拍脑袋想出来
或者是为了提问而提问。”宋雅旎坦
言，面对争论，大家认识到争论的结
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每个人立论所
基于的视角。而这种视角本身，就在
潜移默化地帮助大家进行全方面的文
本细读。

在“经典研读”的研讨中，王莹

更加注重文本的比兴等手法和孔子劝
谏的辩论方法。在她看来，在一次次
讨 论 交 流 和 一 遍 遍 自 我 质 疑 与 提 升
后 ， 学 生 会 逐 渐 走 出 思 维 模 式 的 窠
臼，真正领悟何为“跨学科”、如何

“跨学科”，在隐性的能力中找到学习
的价值，这是比知识本身更加重要的
收获。

③找到学习的价值

如何把握好一节课的发言？刚开
始，小组的每个人只负责一段话的阐
释。尽管站在讲台上，手持事先准备好
的发言稿，滔滔不绝地讲了一节课，但
到最后，教师们常会略显遗憾地说：

“没有讲出最想要你们讲的要点。”
原来，学生们往往会在不经意间偏

离原来的方向。对于经典的阐释，不能
走“旁门左道”，那么，在较短的时间
内该如何准备呢？“比如说 《论语》，我

们先通过 《论语集释》 统计历代对于这
些句子的著述，然后看 《论语正义》，
接着可以看 《朱子语类》 或 《十三经注
疏》。”2019 级人文萃英班学生宋雅旎
告诉记者，面对浩如烟海的解释，沉溺
于其中之一可能就要花一天时间。她有
意识地将它们做成“一条线”，找出各
种阐释之间的联系。“就是要‘说自己
的话’。但是，一旦遇到比较‘热门’
的段落，光是将别人的解释讲述一遍就

可能不止一节课的时间，自己发挥的空
间又在哪里呢？”

实际上，这样的困惑并不会随着课
程的学习就减少。主讲《史记》的薛小林
原本的计划是每节课由 3 名学生解读一
个文本，但在第二次课上，他就察觉到了
问题，“发言的学生容易在自己的知识体
系中打转，用同一个视角解决许多问题，
其他学生难以跟上发言学生的思路”。

于是，薛小林改变了计划，决定让

每名学生准备 2—3 个问题，敦促学生
都进入文本中，提出自己的看法，并把
观点注入文本当中。“我们要求每名学
生主持一项科研创新项目。当他们找好
选题、负责一个项目时，就必须要针对
某一领域阅读大量书籍，这既有利于专
业基础的夯实，也培养了创新能力。”
在薛小林看来，“大文科”培养更有利
于培养创新意识，追求全面发展，符合
新时代对文科教育的新要求。

②重基础也重创新

““大文科大文科””如何培养拔尖学生如何培养拔尖学生
——来自兰州大学萃英学院的实践观察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尹晓军尹晓军 通讯员通讯员 张径舟张径舟

近日，在兰州大学观云楼的一间教室里，一场特殊的“考试”正在进行。这是该校2019级人文萃英班“经典研读”课程的考试现场。与以往
不同，这场考试不需要纸和笔，考生要在规定时间内对抽取的经典文本原文进行句读和阐释。

2019年，兰州大学萃英学院探索实施新时代文史哲贯通的“大文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经典研读”正是培养方案中教学时数最多的跨学科
课程，囊括《论语》《老子》《庄子》《史记》等经典古籍。对体验“跨学科”的学生来说，如何适应不同学科背景教师的教学方式，又给他们带来了什么？

2009 年，兰州大学入选教育部“基
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为实
施好该计划，2010年8月，兰州大学成立
萃英学院，不同专业学生可在每年的大
一暑假通过选拔进入该学院，“重新开
始”与此前迥然不同的课程学习。

面对新环境和“跨学科”课程，
“经典研读”无疑让“新人”有一个
“意料之外”的惊喜。“第一节课，哲学
社会学院的陈声柏、历史文化学院的吴
炯炯和文学院的王莹 3 名教师同时出现

在教室。他们各用一节课时间介绍了这
学 期 我 们 要 研 读 的 《论 语》 和 《孟
子》，让我领略到了文学、历史和哲学
学科对问题的认知和思考方式，打开了
一扇新的大门。”兰州大学萃英学院
2019 级人文萃英班学生温鑫此前就读
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她
对进入萃英学院的第一课记忆犹新。

这种全新的尝试是“跨学科”学生
学习的直接体现。接下来，学生们成立
学习小组，“抢”每次的主题和评议话

题，每周二下午，3 名教师都会一同出
现在教室，或讲解原文，或答疑解惑。

“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的学科背景、
学识积累、思考倾向都会为课堂带来意
想不到的火花，思维在争论与辩驳中升
华了。”陈声柏说。

不同的教学侧重点、教学方式和教
育思想在同一堂课闪耀着各自的光辉，
又巧妙地通过文本连接成一个整体。戏
剧影视文学专业学生王华宇清楚地意识
到，准备主题、上台发言、接受批评、

吸收教训，这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
培养过程，让她在人文学科的思辨道路
上走得越来越稳。

渐渐地，学生们意识到学科之间打
破壁垒需要观念先行。在经过“经典研
读”课的“撕裂”后，有学生发现，研
究中国哲学义理需要文献学功底来作为

“梯子”；有学生将西方文论中的结构主
义理论运用到字句阐释中；有学生在确
定了史学方向后，继续尝试着撰写文学
和哲学方向的论文⋯⋯

①新课程的意外之喜

“压步转弯时，要注意控制身
体重心”“击射和垫射需要根据场
上形势变化灵活运用”⋯⋯3 月 27
日，虽是星期六，但业余训练任务
依然丝毫不减。在学校新修建的标
准化轮滑球运动场内，烟台大学体
育学院教师王志洪正带着一支由
30 多 名 非 专 业 学 生 组 成 的 冰 球
队，积极备战第三届全国大学生冰
球锦标赛。

去年以来，烟台大学投资近
1000 万元改造了 2.1 万平方米的运
动场地，10 片网球场、14 片排球
场和 20 片篮球场全部铺上了崭新
的厚硅 PU 弹性面层，阳光之下蓝
绿相间的新塑胶场地格外醒目，
94 盏照明灯使球场在夜晚也亮如
白昼，加上坚持锻炼的“运动健
儿”，处处洋溢着青春的活力。

竞赛活动让体育精神落
地生根

在烟台大学大学生活动中心，
体育学院教师王英经常利用课余时
间，带着一帮非体育专业的学生练
习健美操，一练就是数小时。令人
没想到的是，一名专业教师带着
30 余名“业余选手”，经过 5 年的
培育积累，一朝绽放，在 2019 年
11 月举办的第十五届中国大学生
健康活力大赛暨中国大学生健美
操、校园健身操舞锦标赛上，夺得
普通院校组健美操项目第一名。

如何提高非体育专业大学生的
运动水平、带动更多学生参加体育
竞赛？体育学院副院长于鹏飞说：

“我们探索出了一套‘四好’工作
法，即通过选拔机制挖掘好苗子、
开展体育活动形成好风气、号召学
生参加竞赛组建好队伍、完善机制
奖励学生的好成绩。”

于鹏飞介绍，学校通过运动会
和学生体测遴选出在体育运动方面有潜质的学生，将水平较高、热爱
体育竞技的学生组成专业代表队，同时组织开展各个层面的日常体育
竞赛，带动更多同学参加体育竞技。

“宅男宅女”变“运动达人”

烟台大学环材学院 2017 级学生冯雪梅正在准备毕业论文，结束
了白天的伏案忙碌后，她喜欢去操场跑上几圈。她说：“晚上操场上
跑步的同学很多，大家一起运动一下，不仅可以缓解学习的压力、提
升睡眠质量和身体素质，还让我戒掉了手机瘾。”

烟台大学从 2008 年开始每年对全校本科生进行体质测试，学校
严格按照国家要求，将学生体测成绩与奖学金、毕业挂钩，体质测试
与其他考试同等地位。经过 12 年的坚持，学生参加运动的意愿明显
增强，身体素质也越来越好，很多人从刚入学时迫于体测压力临时突
击，慢慢转变为养成了主动锻炼的好习惯，越来越多的“宅男宅女”
走进体育场，烟大“夜跑大军”人数日益增多。

从烟台大学学生体质测试统计数据来看，2017级7200余名学生
参加体质测试，大一入学时体测成绩不及格率为 11.7%，良好率为
21%，优秀率为 1.1%。2018 年，学校对这批学生进行了第二次体质
测试，不及格率降低了 3 个百分点，良好率提升了 10 个百分点。
2019年体质测试中，2017级学生体测不及格率降至6.8%，良好率提
升至38.2%，优秀率则提升至5.4%。

设施完善，让体育运动遍地开花

体育课之余，学生们想锻炼却找不到合适的场地，校外场地收费
又高，怎么办？烟台大学副校长毕可志说，学校在经费较为紧张的情
况下，加大投入力度对原有球场进行全面改造，全部更新场内运动器
材。

近几年，瑜伽、散打、轮滑等以前看似“小众”的项目受到越来
越多学生的喜欢。据体育学院院长张伟介绍，除改造传统的球类运动
场地外，烟台大学还针对学生们的体育运动需求，“按需定制”运动
场地，几年来先后修建了手球场、健身房、瑜伽室等受学生欢迎、利
用率高的室内外体育场地，并与烟台市体育局合作修建轮滑场地，让

“小众”项目走上校园“大舞台”。
依托 10 余个体育社团，近 3 年，烟台大学开展了 150 余项内容

丰富、形式多样的体育文化活动，其中既有传统的球类比赛活动,也
有户外拓展、荧光夜跑、漂移板比赛、轮滑比赛等新兴体育健身
项目,还有梅花桩拳练习、棋牌比赛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体
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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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艳

（上接第一版）
于山片区共同体秘书长、福州格致

中学党委书记周雪英在谈及整体工作规
划时表示，各成员校在课程建设一体
化、科研攻关一体化、德育活动一体
化、综合评价一体化、队伍建设一体化
等 5 个方面开展全方位合作，“纵向上
打通大中小幼各学段，形成全过程的思
想政治工作新体系；横向上主动优化周
边教育环境，赢得广泛支持，主动依托
学校党、团和少先队组织的育人阵地，
打造学生喜闻乐见、生动活泼的立德树
人新模式”。

福州教育研究院政治学科教师林颖
也表示，大学教师理论上高度引领，助
推学生在党的领导下听党话、跟党走，
他们的站位和思维给中小学教师诸多启
示，这样的“下沉”很有意义。

同课异构、同构异课，新生的共同
体以这样的方式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突破壁障，聚焦一体化贯通

推进学校思想政治工作一体化贯
通，突破学段壁障是一大难点。为此，
福州市先后印发了 《深化新时代学校思
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行动任务清单》

《新时代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队伍建设任务清单》，健全“一院五中
心”。目前，已有来自福建教育学院、
福建师范大学等高校的 11 名专家任职
福州市中小学思政、德育、心理健康教
育名师工作室顾问。

除了教师层面的交流外，以闽江学
院“青春薪课堂”为代表的大学生与中
小学生“大手牵小手”活动也正如火如
荼地开展着，足迹遍及福州市近百所学
校。自 2016年 10月起，参与宣讲的志
愿者达 912 名，开展宣讲 615 场，1 万
余人受益。

年龄相近带来的亲和力，使得大学生
们的讲授更易为中小学生接纳。参与该
项活动的福州第十一中学学生小陈深受
感动：“之前我心中一直有一个疑问‘何为
英雄’，我也一直觉得英雄离我们很遥
远。通过哥哥姐姐们的讲述我才明白，英
雄，就是普通人拥有一颗伟大的心。”

记者了解到，福建省曾先后印发文
件明确提出“使大中小学德育纵向衔
接、横向贯通、螺旋上升”。在此前召
开的福建省高校“三全育人”综合改革
工作推进会上，福建省委教育工委副书
记、一级巡视员王建南也指出，要将高
校好的经验向中小学延伸，下一步应当
继续深化推进，更好地发挥引领、辐射
效应。

突破学段壁障打造思政“金课”

◀日前，贵州省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城关中学学生在进行“打篾
鸡蛋”娱乐游戏活动。该校重视传统体育的传承，充分挖掘提炼仡佬族

“打篾鸡蛋”“推食耙”等传统体育项目进校园工作，丰富活动内容，促进
学生身体素质、文化素质双提高。 本报记者 张学军 摄

传统体育活动进校园

（上接第一版）
据悉，2020 年，仅 25 个贫困县

就通过多渠道补充教师 8583 人，全
省建立“有编即补”长效机制，把中
小学教师数量补充配备落实情况纳入
省委、省政府高质量发展考核和市、
县党政领导履行教育职责督导评价重
要内容，推动各地落实中小学教师

“有编就补”政策。

双负责制：
狠抓精准资助

省扶贫办在一次交叉检查中发
现，某市存在落实控辍保学不到位的
问题。随即，驻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
叶德胜带队，会同基教处组成调研核
查组，赴当地就相关情况进行实地调
研核查。

调研核查组先到乡镇去了解孩子
的基本情况，得到的反馈竟是“不清
楚”“好像是聋哑人”。最终核查组翻
山越岭来到孩子家中，经入户核查核
实，了解到该生当时已经年满 18 岁，
并已初中毕业，但在读初中期间几度
辍学，并多次被劝返。

当时，调研核查组询问该镇分管

领导，有关“义务教育有保障”具体内
容是指什么，保障群体是多大的孩子，
此干部却答不上来；乡镇、村两级没有
控辍保学台账，对义务教育适龄儿童
少年的底数不清⋯⋯

义务教育有保障是教育扶贫的中
心任务，但基层在落实该项工作时还
是存在不细不实的问题，调研核查组
严肃批评相关责任人，要求立即纠治。

彼时，全省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
631.51 万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在校生 38.1 万人，如何精准发力，切
实保证这些学生有学上、上好学？

“一方面，我们强化控辍保学工
作，为 1.8 万名无学籍学生补建了学
籍，对全省 18389 名疑似失学辍学学
生进行逐一排查，经排查对应劝返建
档立卡对象966人全部劝返。”江西省
教育厅财务处相关负责人介绍，“同
时，省教育厅还与省扶贫办密切合作，
建立了义务教育扶贫资助学校校长与
乡镇属地双负责制（下简称‘双负责
制’），有效聚合教育行政部门、乡镇属
地、学校力量，齐抓共管，精准资助，推
动教育扶贫工作向纵深推进。”

何为“双负责制”？简言之就是
学校负责在校就读的建档立卡贫困家

庭学生资助工作，确保政策落实不漏
一人；所在乡镇重点核实建档立卡贫
困家庭学生信息，与当地学校对接，
通过数据对比，确认结果，及时上
报，对在外地就读的本地建档立卡贫
困家庭学生了解情况建立台账，确保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信息一个不
错、一个不漏。

在双负责制实施过程中，江西省
教育厅用强监督推动强监管，督促各
地强化担当、狠抓落实。为扎实推动
双负责制保障落实见效，全省 1631
个乡镇 （含街道办）、9432所义务教
育学校签订了责任状，鼓励各地因地
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

挂牌督战：
强监督推动强监管

在吉安市吉水县八都镇东坊村，
前不久刚获得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
的省教育厅驻八都镇东坊村第一书记
刘旸瑒，正忙着与村干部谋划东坊村
鑫丰养殖专业合作社种养规划。

“今年要充分用好100亩基地，在
栽种的3000多株井冈蜜柚基础上，套
种 90 亩西瓜，并轮作 30 亩姬松茸。

同时，分批建成 6 个养鸡车间⋯⋯”
合作社今年将迎来高速发展时期，刘
旸瑒介绍今年东坊村的发展计划时，
眼里有光。

八都镇东坊村是江西省“十三
五”重点贫困村。2015 年，省教育
厅驻村帮扶队来到后，这里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

刘旸瑒驻村后挨家挨户遍访，绘
制了东坊村的“民情地图”；多方申请
帮扶资金，撬动各类资金上千万元；拆
除300余间土坯房，修通了绕村公路，
新建了村部大楼、东坊小学、村文化综
合服务中心，村庄面貌焕然一新。

2018 年底，工作队面临着到期轮
换，孩子刚满月的刘旸瑒却主动申请
留任，并成为扶贫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书记，带领着两位新队员建立扶贫产
业，踏上了脱贫攻坚的新征程⋯⋯

脱贫攻坚路上，有很多像刘旸瑒
这样的教育人主动担当，结合工作岗
位，深入基层，扎实巩固脱贫成果。

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回头
看”整改意见反馈后，江西省委教育
工委、省教育厅立即成立由省委教育
工委书记任组长，其他分管领导任副
组长的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并设立整

改办，督促教育系统主动认领、全面梳
理反馈问题，做到凡是涉及教育的问
题，都要全部认领，凡是涉及其他部
门，但自身可能存在的问题，都要对照
检查。

委厅领导带头下基层调研，推动解
决问题；定期召开调度会、监管推进
会；把巡视整改任务及进展情况制作挂
图，放在办公大楼一楼大厅，实行“挂
图作战、星级管理”，主动接受广大干
部、群众的监督。驻厅纪检监察组带头
开展调查研究，推动解决问题。

“委厅牢固树立‘整改不力是失
职、不抓整改是渎职’的理念，主动与
驻厅纪检监察组沟通，明确了 14 条主
动接受监督的内容清单。”江西省委教
育工委书记叶仁荪告诉记者，在脱贫攻
坚的关键期，委厅机关还利用前期暴露
出来的问题，通报了4个脱贫攻坚典型
问题，相关处室的负责同志分别作了检
讨和表态发言，“刀刃向内”地警示全
省教育系统“不放过教育脱贫攻坚中的
任何一件小事情、小问题”。

“接下来，如何在脱贫攻坚的基础
上接续乡村振兴战略，还有更多的新使
命新任务，等着我们去完成。”叶仁荪
补充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