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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政策实施一年来，山东省
潍坊市潍城区立足立德树人大背景，
坚持“一切为学生发展而设计”，开发

“七雅”特色课程体系，全域推广“闲
暇教育”，打通传统教育边界，帮助学
生全面发展、个性成长。

“七雅”课程由潍城经济开发区实
验小学基层创设，结合全区“闲暇教
育”进行试点推广。其灵感源自周朝
贵族教育中“六艺”在现代教育体系
中的应用，将古人提倡的“琴、棋、
书、画、诗、花、茶”七个雅好，融
入现代课程元素，打造七类精品课
程，对应人的七类品质和能力，全面
增强综合素养，丰富文化知识，磨砺
意志品质，练就豁达性格。

潍城区整合校内“碎片时间”，将
过去的“课后服务”升级为“闲暇教
育”，以“七雅”课程为活动内容，让

校园时时处处育人。目前，全区超过
97%的学生参加闲暇教育，既减轻了
学生负担和家长接送负担，又搭建了
育人平台，可谓一举多得。

搭建“四梁八柱”
构建完备的课程群体系

“七雅”课程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为依托，以琴、棋、书、画、诗、
花、茶7个“单字元素”为主题，向
下拓展延伸N个二级子元素，搭配N
个三级选修课程，形成以“七雅”传
统文化为内涵，以现代课程为外延，
上下三级衔接贯通的闲暇教育课程体
系。

其中，琴类指向音乐素养，包含
民乐、合唱、陶笛等60多门课程；棋
类指向健体增慧，包含象棋、编程、

武术等80多门课程；书类指向笔墨书
香，包含书法、鉴赏等20多门课程；
画类指向画笔丹青，包含国画、素描
等30多门课程；诗类指向人文素养，
包含诗词、楹联、演讲等80多门课
程；花类指向生命教育，包含种植、
养殖等10多门课程；茶类指向心灵审
美，包含中医、茶艺、心理健康等20
多门课程，共计7大类、40个子课程
元素、300多门三级课程。

正所谓“善琴者通达从容，善
棋者筹谋睿智，善书者至情至性，
善画者至善至美，善诗者韵至心
声，善花者品性怡然，善茶者幽远
淡定”，潍城区以闲暇教育为依托，
通过每周“七雅”课程的开展，着
力培育有远大理想、有高超本领、
有担当民族复兴大任责任感和自信
心的时代新人。

全员全时空开展
打造有故事的新样态学校

“‘双减’以后，班里的很多同
学跟我一样，在延时服务期间作业就
完成了，然后我们就可以参加自己喜
欢的选修课程。”潍城经济开发区实验
小学三年级（1）班学生刘玥榕说。

潍城区以“双减”政策为导向，
以全环境立德树人为底色，打造“弹
性入学+午餐午休+课后服务”闲暇教
育全时链条，把立德树人落实到全
员、全过程、全方位，体现在德智体
美劳整个教育过程，让学生从迈入校
门到离开学校，全程受益。

清晨，走进潍城区的任意一所学
校，都能听见学生们充满激情的演
讲，演讲月月都有新主题，每个班都

设置了配档表，让每一名学生都有锻
炼的机会。中午，学生分批错峰就
餐，碎片化时间诵读 《论语》 等经
典，如今都能熟读成诵了。放学后，
学生们参加自己喜欢的课程，徜徉在
知识的海洋里。

在这里，每天都有闲暇教育时
间，每周都有半天无课日。每到活动
时间，学生奔向操场、走进活动室，
整个校园或琴韵悠扬，或棋定天下，
或书破万卷，或画笔传神，或诗礼传
家，或花团锦簇，或茶韵飘香。

多一把尺子衡量
让每一名学生站在学校中央

多一把衡量的尺子，就多一批优
秀的学生。在潍城，《深化新时代教育
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早已落地生根，

以过程评价、日常评价、增值评价为
主体的多元评价体系基本建立，指向
了每一名学生的个性发展、全面发
展。艺术教育成为一张亮丽的区域名
片。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立春》表
演点燃全场，悠扬的笛声尽展中华之
美，笛子表演者正是潍城区优秀毕业
学生代表丁晓逵。无独有偶，在压轴
节目《和平鸽》中，谭睿思是这群可
爱又美丽的“和平鸽”中的一员。他
们都是潍城艺术教育的受益者。

“七雅”课程让每一名学生找到自
己成长的舞台。潍城区的学生乐团多
次登上北京音乐厅、中山音乐堂等著
名艺术殿堂进行演奏，并受邀远赴意
大利等国家巡回演出，赢得了海内外
观众的广泛赞誉。潍城区先后获评全
国群众体育先进区等荣誉，艺术教育
走在全国前列。2021年11月，第三批
全国中小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学
校公布，潍城区上榜数占全市一半。

以“七雅课程”为主体的闲暇教
育，坚持“让学生站在学校中央”，
连接起学生成长的“新时空”，正为
他们实现一生的目标“储存”素养和
能力。
（张凤磊 项传真 陈爱梅 王路平）

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

“双减”风来满眼春“七雅”课程风景好

着眼儿童视角
打造生态自然的游戏环境

走进五井镇中心幼儿园，嬉笑声不
断传来。阳光明媚、绿树成荫，孩子们
三五成群，或围坐在树下玩过家家，或
轻跳到小河里嬉戏玩耍，或在地上尽情
涂鸦，或钻进帐篷与伙伴说悄悄话。“我
们创设了崇尚自然、充满童趣、能够激
发幼儿游戏兴趣和探究欲望的室内外游

戏乐园，让幼儿在自然中释放天性，在
游戏中享受快乐，在探究中悦动成长。”
五井镇中心幼儿园园长许文娟说。

近年来，临朐县立足“生态乡
土”游戏教育品牌，充分挖掘本土自
然文化资源，打造幼儿园温暖有归属
感的室内环境和自然有挑战性的户外
环境，让园所成为幼儿尽情释放天性
的乐园，成为学习自然发生的课堂。

幼儿园利用户外宽阔的场地和清
新优美的自然环境，结合幼儿兴趣和
五大领域的发展需要，创设了丛林区、
艺术区、体能区等7个功能多元的游戏
区。在丛林区，设计了土坡、小河、沙
坑等多样自然地形，栽种了40多种不
同的树木，开辟了种植园地。树根、石
头、果壳，生长的花、草、叶、果等自
然材料，孩子们拿来即用，以物代
物，赋予无限的想象，形成了野炊烧
烤、摘果派对、森林音乐会等游戏，

幼儿的想象力、创造力、主动探究意
识、合作能力得到充分发展。

夯实质量根基
建构多元融合的课程体系

种小麦、剥玉米、摘柿子、晒柿
饼……这些充满“庄户味”的活动，
在临朐县各乡村幼儿园里成了游戏课
程常态。孩子们在这里与花、果做游
戏，与虫、鱼共嬉戏，品尝着收获的
果实，享受着劳动的快乐，在与大自
然亲密接触中逐渐沉静内心。

“临朐县地处沂蒙革命老区，境内
有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一支队旧址纪念
馆、山旺化石博物馆、国家5A级景区
沂山国家森林公园、江北水杉林、风景
石集散地五井风景石市场、石门坊红
叶、淌水崖水库陈列馆等丰富的红色文
化、自然资源。”临朐县学前教育部门负

责人说，“在绿色生态教育品牌的引领
下，各幼儿园将园本课程与地域特色文
化相结合，不断挖掘绿色生态教育的深
度和广度，从幼儿的兴趣、经验出发，
构建了融合省编教材、生命教育、体验
教育、红色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
育等多元融合的‘绿色’课程体系。”

在临朐县各乡镇幼儿园，教师充分
挖掘农村自然资源和废旧资源，利用树
叶、果壳、农作物种子、瓶瓶罐罐等随
处可见的低结构材料，创设主题环境、
投放区域材料、制作玩具教具。

一片小小的树叶，在孩子们手中玩
出了不同的花样：美工区里撕、剪、
拓、粘，益智区里分类、按规律排序，
角色区里包粽子、炒青菜……幼儿围绕
自己感兴趣的话题与材料深入探究，

“树叶的秘密”“纸从哪里来”“‘柿
柿’如意”等博物课程应运而生。

幼儿园尊重幼儿的成长规律，

将健康、语言、社会、科学、艺术
五大领域内容有机融入到自然游戏
中。教师深入观察游戏、解读游
戏，捕捉幼儿的游戏生长点，给幼
儿提供支架，引导幼儿不断建构新
的游戏，生成园本游戏化绿色课
程，有效实现了幼儿知识、经验、
能力的螺旋式递升。

立足顶层设计
营造自然生长的文化氛围

“文化是幼儿园教育发展的灵魂所
在。在践行绿色教育课程、扎实落实生
态教育实践中，我们逐渐形成了‘绿润
童真 自然生长’的园所文化。”五井
镇中心幼儿园园长许文娟说道，“绿
色，不仅指在环境上体现生态自然，更
是指要尊重儿童生命成长的规律，回归
教育本真，开展顺势而为的自然教育。”

在“绿色生态·自然生长”的文
化引领下，五井镇各幼儿园全面实行

“自主管理”，逐步形成“尊重自然、
遵循规律、呵护生命”的和谐儿童
观，并通过构建自然生态的游戏环
境，创设宽松愉悦的游戏氛围，让幼
儿在感知探索中，体会人与自然和谐
相处，体验生命的成长，在自由、自
主、自立中养成良好习惯，提升生命
质量，实现幼儿个性能力发展的和谐。

随着绿色教育的深入实施，幼儿个
性能力的不断发展与教师专业水平的不
断提高，家长的教育观逐渐得到转变。
幼儿园充分挖掘家长、社会资源，通过
半日活动、家长开放日、家长课堂等活
动，让家长参与到绿色课程的建设与评
价中，形成“绿色教育共同体”，幼儿
园课程资源场域变得更加和谐。

“农村幼儿园有其得天独厚的资源
条件，可以为孩子健康成长提供广阔的
天地。”临朐县学前教育相关负责人
说，绿色教育课程的开发，有效利用了
临朐生态乡土以及文化资源，让幼儿在
自然生态的环境中认识、发现、探索、
体验、探究、创造，使幼儿得到全面和
谐发展，真正实现了让临朐的孩子享受
更美好童年的愿景。

（许文娟 王晓梅 董艳红 樊文霞）

山东省潍坊市临朐县

聚焦绿色生态教育 点亮幼儿快乐童年
山东省潍坊市临朐县面对教

育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坚持以
游戏为幼儿的基本活动，依托全
县自然生态乡土资源，创设丰富
多元的游戏环境，构建绿色教育
课程体系，让幼儿在绿色、生态、
自然的游戏课程中激发生命成长
的力量，点亮幸福快乐的童年。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建设高端智库 服务文化和旅游发展

以成果产出为基础，
提升智库学术影响力

学校通过设立智库实体机构、充
实研究团队力量、建立科学考评机制
等举措，持续推动各类高水平学术成
果的产出。

1.国家课题立项多点开花。学校
智库创新重大标志性科研成果培育方
式，组建高级别科研项目培育团队，
举办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国家课题申报
指导会，邀请资深专家从项目选题、
论证等方面对各项目进行“一对一”
精准指导，全面提升申报质量。自
2019年起，学校智库连续4年获得国
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立项。其中，
2020年立项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点
项目1项（《浙江当代戏曲史》）、一
般项目2项（“线上线下融合的乡村
文化旅游模式及实现路径研究”和

“文化记忆视野下的乡村旅游历史人
类学意义及第三水平文旅融合理论研
究”），2021年立项国家社科基金艺
术学一般项目2项（“红色旅游与公
众国家认同的文化逻辑及其建构策略
研究”和“高质量发展视角下中国数
字文化创意产业政策模型构建与实证
研究”），立项数量位居全国高等职
业院校前列。

2.高质量学术论著硕果累累。学
校智库坚持差异化发展，在文化理
论、旅游理论、文化和旅游融合、文
化和旅游标准化、文化和旅游产业、

旅游职业教育等研究方向上深耕不
辍。在基础性研究方面，学校

智库坚持以丰富知识和深厚
积淀为依托，持续强化对文

化和旅游领域发展规律的把
握，努力拓展新思想、新范式、新

方法，先后出版了 《文化原动力》
《人类纪的游牧与救赎：旅游人类学
的思想与场景》《文化基因解码：原
理与方法》等专著，并在《社会科学
战线》《旅游研究》《人文地理》《浙
江学刊》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40余
篇。在应用性研究方面，学校智库坚
持与新时代同频共振，面对文化和旅
游发展新实践，聚焦地方所需、行业
所盼的新命题，开展具有开创性、引
领性的新研究，陆续出版了《浙江省
海洋旅游发展报告》《解码全域旅游
之新昌秘笈》等专著，并在《旅游学
刊》《中国高等教育》《现代教育技
术》《地域研究与开发》等核心期刊
发表论文50余篇。

以机制建设为重点，
提升智库政策影响力

学校智库积极统筹协调多方资
源，通过健全咨政成果呈送机制、完
善数据统计分析机制、建立校地战略
合作机制等多种方式，强化自身对政
府部门的支持和服务能力。

1.健全咨政成果呈送机制。学校
智库以自办内参《浙江省文化和旅游
发展研究院简报》为主渠道，以《咨
询研究》《城市治理决策参阅》《浙江
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建言》等其他机构
的内参为副渠道，向省相关部门呈送
浙江文化和旅游发展领域的咨政要
报，先后获得13项省领导批示。学校
智库还主动与省相关部门对接，承担
委托研究课题，并将研究成果报省领

导决策参考，如2020年承接并高质量
完成了浙江省关于推进长三角旅游公
共服务体系建设的委托课题。学校智
库专家还在重要报纸理论版公开发表
对于文化和旅游领域热点问题的研究
成果，对政府部门决策制定产生了积
极影响。

2.完善数据统计分析机制。学校
智库下设浙江省文化和旅游统计中
心，通过积极修改完善数据统计分析
工作机制，向省相关部门提供更加及
时、更加多元、更高质量的行业数
据，为文化和旅游领域政策决策的制
定提供了有益的科学参考。数据统计
方面，大幅提升全省公共文化、表演
艺术、文化遗产、旅游等细分领域常
规监测数据的精准度，探索运用大数
据、云计算等技术创新统计数据生产
模式与工作流程，用即时性的高频微
观数据满足有关部门对智慧化决策咨
询服务的有效需求。数据分析方面，
学校智库不断丰富常规统计产品体
系，推出了 《旅游企业预订指数简
报》《旅游大数据监测报告》《旅游业
数据要情》《文化事业和产业运行数
据简报》等系列产品，涵盖假日、月
度、季度、年度分析等多种类型，为
政府部门对文化和旅游发展的监测与
预判提供了全面的数据依据。在常规
产品之外，学校智库依据文化和旅游
治理的现实需求开展具有针对性的数
据分析，撰写的《浙江省全域旅游产
业测算分析》《浙江省农村居民旅游
收入调查研究报告》等研究报告先后
获得文化和旅游优秀研究成果奖。

3.建立校地战略合作机制。学校
坚持扎根浙江、面向基层，通过与地
方建立战略合作机制，持续为地方提
供文化和旅游治理的智库服务。截至
目前，学校智库已经与东阳市、义乌
市、开化县、青田县、松阳县、泰顺
县、淳安县等地签订了长期战略合作
协议，积极为这些地方的决策提供科
学、专业的政策建议，并提供了制定
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编制文化基因
解码工程报告、指导文化和旅游资源
普查等智库服务。校地战略合作机制

的建立，使得学校智库对地方的环
境、资源、条件更加熟悉，能对地方
文化和旅游发展中的重点、难点、热
点工作进行长期跟踪研究，提供的政
策咨询服务也更能体现区域特色、发
挥地方优势。

以品牌塑造为核心，
提升智库社会影响力

学校智库通过提供高质量的技术
服务、标准研制工作与专业培训服务
等多维方式，努力提升自身在省内、
业界乃至全国的知名度、美誉度。

1.技术服务遍及全国。学校智库
下设的浙江省旅游发展研究中心有限
公司积极参与市场竞争，面向文化和
旅游领域的企事业单位开展技术服
务，日渐成长为信赖度颇高的行业智
囊。凭借对文化和旅游发展趋势的前
瞻预判及对文旅项目微观运营的深厚
经验，学校智库依据客户需求和项目
特点量身定制高质量策划设计方案，
促成了安吉余村4A级旅游景区创建
等一批在省内外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文
旅项目，收获了越来越多的业界认
可。高质量技术服务产品持续输出使
得学校智库的品牌价值不断上升，营
业收入不断上涨，服务范围也不断扩
展。2019年至 2021年，学校智库共
承接行业委托项目306项，合同总金
额近亿元，服务范围涵盖浙江、江
苏、安徽、山东、陕西、青海、海南
等全国多个省份。

2.标准研制引领行业。学校智库
下设浙江省文化和旅游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紧扣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的
现实需求，全力推动文化和旅游标准
体系构建，有效引领了文化和旅游领
域细分行业的健康发展。国家标准方
面，学校智库主导制定了《旅游民宿
的基本要求与等级划分》 等两项标
准，通过引导民宿经营者为消费者提
供绿色、优质、安全的服务，有力地
促进了民宿新业态的规范化发展。省

级地方标准方面，学校智库指导并推
进了《文化志愿者管理与服务规范》
等20余项标准的制定，从多个维度促
进了文化和旅游服务质量的提升。

3.专业培训服务全省。学校智库
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努力开展面向
全省文化和旅游领域从业者的专业培
训，强化文化和旅游人才队伍的能力
建设与素质建设。学校智库组织了多
次有针对性的专题性培训，如旨在帮
扶文旅企业的“文旅产业数字化提
升”培训、旨在推动文旅品牌建设的

“IP引领文旅创新发展”培训、旨在
促进乡村旅游提质转型发展的“乡村
旅游业态创新与管理运营”培训等。
学校智库积极邀请具有全国影响力的
业界人才、知名学者前来授课，打造
了众多优质课程，得到学员的热烈欢
迎和高度认可。在精心组织线下培训
的同时，学校智库还利用直播技术拓
展受训范围，2021年举办的“浙里
绿”系列论坛线上受众累计达180余
万人次。高质量的专业培训进一步促
进了智库品牌的维护与传播。

以合作交流为关键，
提升智库国际影响力

学校智库通过参与国际平台共建
共享、促进国际标准起草立项、强化
学术成果国际传播等多重路径，增强
自身的国际话语传播力与塑造力。

1.参与国际平台共建共享。学校
坚持国际化办学，先后在境外开办了
中俄旅游学院、中塞旅游学院、中
意旅游学院等机构，成功加入了世界
旅游联盟、世界职业院校与技术大
学联盟等国际组织。在学校参与国
际平台共建共享的过程中，学校智库
也积极投身其中，贡献自己的智慧、
声音与力量。2021年，学校智库撰写
的《服务乡村振兴战略 助力万村景
区建设》 成功入选 《2021 世界旅游
联盟——旅游助力乡村振兴案例》，
与世界分享了浙江经验、浙江模式。

学校智库依托国际平台行使话语权，持
续向国外同行输出学术成果与观点，提
升了自身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

2.促进国际标准的起草立项。学
校智库成立专门的国际标准化专业研
究团队，努力突破由外国主导起草旅
游国际标准的局面，为旅游国际标准
注入中国元素。2021年，学校智库代
表中国提出的ISO14785《旅游及其相
关服务——线上线下旅游咨询服务与
要求》国际标准提案，经国际标准化
组织 （ISO） 确认通过正式立项。该
标准旨在引导全球各类旅游咨询服务
中心充分运用数字技术，提供准确、
安全的线上线下旅游服务信息咨询，
消除国际旅游信息咨询障碍，促进后
疫情时期旅游业的可持续高质量发
展。国际标准的成功立项，充分彰显
了学校智库的标准研究实力、国际交
往能力和直接塑造全球话语的行为
力，更进一步扩大了学校智库的国际
影响。

3.强化学术成果的国际传播。学
校智库通过参加国际会议、在国际期
刊发表论文等方式参与国际学术交
流，强化学术成果的国际传播。国际会
议交流方面，学校智库参加了亚洲城市
环境学会第十七届国际会议、2019年
机器人与智能系统国际会议等，就水环
境保护、酒店数据管理、低碳出行等
全球共同关心的问题发布了高质量学
术成果。国际期刊发表方面，学校智库
在《海岸研究期刊》（Journal of Coast-
al Reserch）、《旅游地理学》（Tourism
Geographies）、《弗雷泽纽斯环境通报》
（Fresenius Environmental Bulleting）
等杂志上发表了关于港口酒店管理、
地理标志产品、乡村旅游生态环境问
题、智慧旅游系统构建等主题的近20
篇文化和旅游领域研究论文。国际会
议、国际期刊等载体的密集发声，让
浙江的文化和旅游研究吸引了越来越
多国外学者的关注，也使学校智库的
国际影响力日益强大。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校长、浙江
省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院长 杜兰
晓）

在 新 时 代 推 进
“双高”建设背景下，浙
江旅游职业学院对标一流、

瞄准先进，综合利用本校的学科
优势、资源优势和对外交流优势，
全力推进文化和旅游领域专业化创
新型高端智库建设，为促进文
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
积极有效的学术指导与智
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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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制“双高”建设新画卷•浙江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