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童年生活不该
被作业填满

关注海南2019“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

值班主任：岳嵬
主编：徐珊珊 美编：许丽

B08 教育周刊2019年10月8日 星期二

HAI NAN RI BAO · JIAOYUZHOUKAN

■■■■■ ■■■■■ ■■■■■

资讯

“国培计划”
助力提升我省教师素质
截至去年，我省参与国、省培项目培训
人员达20.9万人次

本报讯（记者张惠宁）近日，“国培计划（2019）”——
海南省乡村中小学青年教师助力培训项目（临高县）
在临高县思源实验学校开班。本次培训是海南省
2019年“国培计划”集中支持贫困市县乡村教师培训
的首站。

中小学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简称为“国培计
划”，由教育部、财政部实施，是提高中小学教师，特别
是农村教师队伍整体素质的重要举措，包括“中小学
教师示范性培训项目”和“中西部农村骨干教师培训
项目”两项内容。2010年，“国培计划”开始在海南省
实施，截至2018年底，我省参与国、省培项目培训的
人员累计达到20.9万人次，其中专项轮训边远乡村教
师1.2万人次。得益于“国培计划”等多项措施的长期
深耕，我省教师队伍整体素质不断提升，特级教师、省
级学科带头人和省级骨干教师达到1400多人，同时
涌现出了一批育人楷模和先进典型。

本次培训是海南省2019年“国培计划”集中支持
贫困市县乡村教师培训的第一站，参培人员103人，
均为临高县青年教师。培训以提高教师课堂教学能
力为目标,融合县级培训内容，引入集体备课等实践
形式，通过专家讲座、名师引领、问题研究、实践反思
等系列活动，重点进行教学技能训练、新课标教学流
程设计、课堂改革深化等模块的培训及实践。

教育部：
改革思政课教师评价机制

记者近日从教育部获悉，教育部近日就实施“新
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创优行动”制定工作方案，
提出改革思政课教师评价机制，坚持以思政课教学为
核心的科研导向，强化对思政课教学实绩和思想政治
工作实践的基本要求，进一步提高教学和教学研究占
比，坚决克服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等问题。

方案提出，要推动高校在专业技术职务（职称）评
审工作中单独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类别，按教师比例
核定思政课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职称）各类岗位占比；
丰富科研成果认定形式，要将思政课教师在中央和地
方主要媒体发表的理论文章纳入学术成果范畴。

同时，要加大思政课教师激励力度。把思政课教
师纳入各类高层次人才项目，推动将思政课教师作为
学校干部队伍的重要来源。还要实行不合格思政课
教师退出机制。

方案明确，每两年开展一次全国高校思政课教学
展示活动，强化教学导向，引导思政课教师潜心从教、
热心从教。 （据新华社电）

陕西建成“互联网+文物教育平台”线下
体验中心

用“深度体验”创新文物教育
陕西省“互联网+文物教育平台”线下体验中心日

前在汉景帝阳陵博物院揭牌，这是陕西首个“互联网+
教育平台”线下体验中心。

陕西省“互联网+文物教育平台”线下体验中心是
集公众教育、数字展示、文物欣赏、交流互动为一体的
文博数字互动体验空间，利用互联网和多媒体等信息
技术，通过动漫、游戏、互动魔墙、VR/AR等多种形
式，给观众提供文物全息欣赏、虚拟触摸和沉浸式体
验，让观众可以直观感知文物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
值。

据了解，该体验中心针对汉阳陵博物院院藏文物
特点和西汉帝陵遗址文化内涵，开发了多个以“汉文
化”为主题的文物数字教育课程和教育活动。这一体
验中心能有效推动互联网创新成果与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传承、创新与发展的深度融合。 （据新华社电）

安徽试点“智慧资助”

大数据识别困难学生
记者从安徽省教育厅获悉，安徽省在“智慧资助”

试点工作中，通过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手段，实现部门
数据对接与信息数据共享，辅助学校精准识别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并从2019年秋季学期起，将所有本科阶
段高校全部纳入试点范畴。

安徽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李炳银介绍，为进
一步提升学生资助政策实施成效，提高资助精准度，
2017年起，安徽省在部分市县和11所高校组织开展
了“智慧资助”试点工作，试点单位在资助对象精准识
别、简化工作流程、数据互融互通、资助资金精准分配
等方面获得了阶段性进展。2019年秋季学期起，将
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将所有本科阶段高校全部纳入
试点范畴。

“在落实学生资助政策的过程中，安徽省围绕脱
贫攻坚这一国家战略，全力以赴抓好建档立卡家庭学
生资助工作，实现了‘学段全覆盖、对象无遗漏、标准
最高档、项目可叠加、结果全告知’的工作目标。”李炳
银说，2018年安徽省资助建档立卡家庭学生15.5亿
元、124万人次。

（据新华社电）

占据孩子们校外生活时间最多的
活动是什么？孩子们参与课外班最主
要的目的又是什么？近期，中国儿童中
心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了

《中国儿童发展报告（2019）——儿童校
外生活状况》。报告显示，上学时，孩子
们校外生活花费时间最多的就是做作
业，中小学生睡眠不达标的近八成。

但凡家有中小学生的家长，对报告
数据想必心有戚戚焉。尽管国家和地
方层面出台了不少减负政策，学校也在
全力以赴落实，但受制于不断蔓延的教
育焦虑以及中高考压力等，不少地方的
孩子随着年龄增加，作业负担也日益加
重，本该丰富的校外生活逼仄到只剩下
学习，以至于网上流传不衰各种打油诗
——“洛阳亲友如相问，就说我在写作
业”“蓦然回首，那人正在写作业”，其中
固然充满戏谑的意味，但也透出一丝心
酸与无奈。

如果校外生活只剩下写作业，怎么
培养孩子的创造力、幸福感和责任感？
这种生活真的是每个家庭必须面对的
吗？也许有家长会说，这样做是不得已
而为之，现在不努力，将来考不上好中
学、好大学，未来的人生就是失败的。
与其未来失败，不如现在奋进。也有家
长认为，其他孩子都在拼命学习，自己
孩子不能比他们差，要变得更优秀，只
能更努力，唯有用童年做筹码，未来才
可能成为人生赢家。

有网友就表示，“我记得自己的中
学 时 代 ，考 大 学 就 是 人 生 的 所 有 目
的。我们对于考试这件事情看得如此
之重，以至于多年以后同学聚会，还有
人能报出当年各种模拟考的分数和排
名”。一旦家庭与孩子的生活重心完
全放在考试上，孩子变得只会考试而
对其他完全不关心，这样的童年有意
思吗？

在更强调创造力、合作力、游戏
力和动手操作能力的时代背景下，教
育者应该努力发展孩子的多元智能，
而不是毕其功于一役，在学业这一单
一层面追求极致。本质上，学业与童
年并不矛盾，学校也好家庭也好，完全
可以在帮助孩子完成基本学业之后，
为丰富其体验与生活阅历而留出空
间。说到底，童年的舒展程度与孩子
的想象力、创造力息息相关，更指向
未来能否成为一个具有幸福感、成就
感的人。

童年被作业所填满，其实不是个
案，更近似一种物质生活发达之后众
多家庭不由自主的教育选择。改变这
种现象，首要还是需要从尊重孩子的
成长规律入手，从反思教育观入手，重
新审视自己与孩子、学业与未来、童年
与人生的关系。一方面，学校要做好
减负增效工作，用多把尺子评价教师
和学生，舒展师生的身心，丰富他们的
生活。作为家庭，尤其要坚守科学的
教育观，从孩子的身心特点出发，多帮
助孩子解压，做良好亲子关系的营造
者。另一方面，教育主管部门除了督
促学校按照国家政策要求与教育规
律办学，坚持做好素质教育，还要和
社会各个组织一起做好舆论引导，呼
吁家长们科学养育，守护孩子的幸福
童年。

（据《中国教育报》）

快言快语

弘扬海南传统文化，一直是海
口滨海九小校本课程的重要教学
内容。去年，该校开设了陶艺工坊
课，以“童心泥塑海南印记”为主
题，将骑楼、军坡节等本土文化元
素融入其中，让学生在制作陶艺
的过程中了解海南的历史和文化
特色。

“为了确保校本课程的开设
场地和师资力量，学校克服了重
重困难。”回忆起陶艺工坊这门
课的开设过程，海口滨海九小美
术组组长、陶艺工坊课程负责人
郑世喜用“一波三折”四个字来
形容。

为了给学生们提供更好的

陶艺制作体验，海口滨海九小从
省外专门购买了一台80立方米
的电窑。

“孩子们在陶艺课上玩得可
high（高兴）了，每堂课结束后都
不舍得离开。”郑世喜说，在陶艺课
上，老师们向学生介绍了海口骑楼
的构造、军坡节的历史，并要求学
生根据自己的观察来制作陶艺建
筑和人物。

“除了传统的清补凉店、辣汤
饭店，学生们在陶艺制作过程中
加入了冰淇淋店、照相馆，将海口
市民在骑楼喝老爸茶的场景描绘
得栩栩如生，人物动作、表情都特
别传神。”郑世喜说。

海口滨海九小校本课程的
“创新蓝”板块以科学与探索课程
为主题。无人机、3D打印、创意
编程、micro:bit 造物粒子课程
……近年来，相关科技课程不断
丰富，给学生提供了越来越多选
择空间，为孩子们打开了科技创
新的大门。

针 对 四 年 级 学 生 开 设 的
micro:bit造物粒子是一门软硬
件知识相结合的课程。这门课
要求学生运用micro:bit 造物粒
子套件中的元件和在Mind+平
台上的编程知识，实现自己的创
意设计。

据这门课程的教师张珂介

绍，上学期的教学要求学生们
独立设计完成智能台灯、风扇、
吹泡泡机等，“他们首先要学会
熟练使用锯子、切割刀、热熔枪
等工具，制作完成产品的硬件
部分，再将编程知识融入其中，
这对小学生来说是个不小的挑
战。但是，学生们每堂课都听得
很认真，课下也在不断钻研。”

经过一个学期的教学，学生
们制作完成了迎宾机器人、自动
门、智能垃圾桶等 AI（人工智
能）作品。这些作品创意十足、
外形时尚，具有很强的实用性，
吸引了学校许多师生前来体验，
获得一致好评。

陶艺进课堂 AI进校园

开栏的话：
日前，我省教育系统10个先

进集体获全国表彰。为充分发挥
先进集体的典型示范引领作用，
省教育厅联合海南日报社在《教
育周刊》开设专栏，从本期起开始
宣传2019年海南省10个“全国
教育系统先进集体”的典型事迹
和经验做法。

海口滨海九小开发校本课程40多门

多彩校本课 让孩子更出彩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日前，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
年海南省中小学交响管乐教学成
果展演音乐会在海南大学音乐厅
举行，海口市滨海第九小学（以下
简称海口滨海九小）交响管乐团的
演奏节目《我和我的祖国》赢得全

场观众热烈的掌声。
“学校开设的管乐课校本课

程，进一步丰富了学生的课余生
活。2012年，学校成立了交响管
乐团。”海口滨海九小交响管乐团
指导教师林道璟说。

从2003年开始，海口滨海九小
开始开发校本课程。从最初的十几
门课程发展到如今的40多门课程，
海口滨海九小已经形成了由“润心
红”（道德与修养课程）、“生命绿”
（语言与表达课程）、“创新蓝”（科学

与探索课程）、“活力橙”（健康与运
动课程）和“高雅紫”（艺术与审美课
程）五部分内容组成的“梦想课程体
系”，可以满足不同学生的课程需
求，成为学生们开阔视野、提升素
养、丰盈心灵的重要载体。

开设一门校本课程，需要老
师们投入很多时间和精力，并且
没有额外的报酬。但是，海口滨
海九小的老师们都全情投入、充
满热情，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学校开设校本课程后，我
有了更多研究方向和成长平
台。看到学生们通过校本课程
取得进步、收获成果，我们也有
了更多职业成就感。”郑世喜
说，在准备陶艺工坊课程的过
程中，他和美术组的几位老师

专门跑到澄迈陶艺坊拜师学
艺，并向研究陶艺的大学教授
请教，“这也是一个教学相长的
过程。”

海口滨海九小科技老师王栩
近年陆续在校内开设了“创意编
程”“动漫手绘”“梦想星球创客”等
校本课程，教学内容涵盖电脑编
程、动漫设计、手工制作等多个方
面。

“ 要 上 好 一 门 校 本 课 程 ，
老师的热情和投入是非常重

要的。电脑编程是我学习的
专业，动漫、手工制作是我的
业余爱好。很多校本课程的
教学内容是跨学科的，可以让
我的专业学习和业余爱好拥
有更多施展的空间和平台。”
王栩说。

校本课程的开设，也让一些语
数外成绩不太突出的学生找到了
自信。

王栩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一名男生选修她的创意编程课

后，从此就爱上了编程。“这个
学生的成绩中等，平时比较好
动。上了编程课后，他会利用
业余时间制作一些编程小程
序，每周还会到办公室向我请
教。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的编
程作品最终在全省的比赛中获
得了奖项。”王栩认为，学校丰
富的校本课程，让更多学生有
机会展现自己身上的闪光点，
让学生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舞
台。

校本课程，让更多学生发现自己的闪光点

海口滨海九小通过设计作品展示，让学生提前了解选修校本课程的内容。 受访者供图

9月27日，三亚学院5000
余名新生在开学典礼上喜迎国庆。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近日，海口市美兰实验小学
举行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近日，人大附中海口实验学
校学生欢度国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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