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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毛雪逸）近日，省教

育厅、省编办、省财政厅、省人力社保厅

4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双学科”复

合型高中教师培养试点工作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提出要在部分高校

开展“双学科”复合型高中教师培养试

点工作。

根据《通知》要求，“双学科”复合型

高中教师培养针对应届高中毕业生、在

职高中教师和高校在校师范生等3类培

养对象，采用定向培养、脱产培训培养

和在校复合培养等3种方式。

“开展‘双学科’复合型高中教师培

养试点是我省统筹解决当前高中课程

改革和高考综合改革中出现的普通高

中学科教师结构性短缺的矛盾的需

要。”省教育厅师范处相关负责人表示，

随着高考综合改革和高中课程改革的

深入推进，学生在课程选择中出现了选

择偏好，部分学科“遇冷”，部分学科“过

热”，相应的，学科师资就出现了“潮汐

现象”，原先的学科教师资源配置和现

有的师资需求不匹配。在现有教师编

制短缺的情况下，培养“一专多能”的教

师非常有必要。

对应届高中毕业生，由试点高校根

据“双学科”复合型高中教师定向培养

实施办法在招生章程（计划）中明确该

专业录取要求和培养方案。毕业生在

取得高中教师资格证书后，按照签订的

定向就业协议，到具体任教学校，按规

定签订事业单位聘用合同，服务期限为

6年。目前，浙江师范大学和杭州师范

大学是仅有的两家试点单位，并将分别

在地理物理（复合思想政治教育）、物理

学（复合教育技术学）开展专业试点，并

从今年起开始招生。

对于在职高中教师，则采用在职脱

产培训培养的方式，在浙师大、杭师大

分别开展地理、历史两个专业的试点，

培训培养学员原则上为当年新聘的高

中教师和 35 周岁以下的在岗青年教

师。对于高校在校师范生，则采用在校

复合培养，即面向所有在校师范生开设

辅修专业，鼓励师范生通过辅修第二专

业，达到复合型教师要求。同时，自

2021年起要求各地在招聘高中教师计

划中，拿出一定比例的招聘名额，专项

用于招录“双学科”复合型师范生，激发

高校培养“双学科”复合型中学教师和

师范生选修“双学科”复合型师范专业

的积极性。

我省试点培养“双学科”复合型高中教师

本报讯（记者 张乐琼 通讯员
薛丛川）日前，一份上学期的期末考试

质量分析报告，让宁波市鄞州区的学校

就针对性的教学改进忙碌起来。原来，

这是该区首次引进电子阅卷系统和大

数据分析，改变原先教学主要以经验为

依据的状况，利用数据分析改进学校教

育的短板、促进因材施教。

去年起，鄞州区全面推进“互联

网+”教育，与浙江大学现代教育技术

研究所签订教育教学质量监测合作协

议，并于秋季学期期末采购了8套电子

阅卷系统，用于初中、小学期末考试试

卷批改。

新型电子阅卷方式与中高考全面

对接，试卷客观题的答题卡一插入机

器可立即生成成绩。而主观题部分，

经扫描入机后，全程在电脑里批改，无

痕阅卷，自动算分。所有试卷改完后，

数据随之产生，包括每所学校的优秀

率、合格率，以及各个学科的得分表

现，甚至详细到每一道题目的正确率、

得分率等。

“拥有了这些大数据，再导入浙大现

代教育技术研究所的教学质量检测平台

进行分析，可以对区域和各学校的教育教

学质量进行监测、诊断与评价，用数据实

证改进学校教学。”鄞州区教研室主任屠

浩龙说，以上学期末的初三期末考试为

例，有些学校某一学科突出，有些学校总

体情况不错，这些都可以通过数据分析进

行总结借鉴。

值得一提的是，大数据分析可细到

分析每一名学生考试的得失情况，以及

各班级、不同教师的教学情况，教师据此

调整教学，合理确定课堂容量和难度，最

终实现“数据分析—发现不足—改进设

计—优化课堂—再次评价”的过程。

据了解，该系统还将用于中小学生

综合素质监测，内容包含亲子关系、睡

眠运动、作业管理、饮食健康、师生关系

等因素与学生成长、学业水平存在的关

联，推动教育评价走上系统化、精准化、

科学化轨道。

中澳杭州峰会
聚焦学生核心素养培育

本报讯（记者 林静远）4月15日，“大运河·

拱墅教育论坛”2018中澳杭州峰会举行，20多位

专家通过主题演讲、课堂展示、多方会谈等形式，

就全球视野下的学生核心素养培育分享了各自

的观点和经验。省委教育工委书记、省教育厅厅

长郭华巍到会并致辞。

专家认为，核心素养是育人目标的细化。中

小学校蕴藏着极大的改革动力和创新智慧，把核

心素养真正落实到课堂和教学中，需要尊重一线

教育工作者的首创精神。他们提出，学校不仅要

重视学生课本知识的学习，更要重视学习课堂外

的知识，了解跨国文化。可以通过合作解决共同

问题，在合作中培养社会责任感，提高研究人文

社科的能力。

论坛举行期间，与会人员还分组深入拱墅区

6所课改样本学校进行了考察。

中小学校园影视节目栏目
作品开征了

本报讯（通讯员 王炎锋）日前，我省启动中

小学校园影视节目栏目征集与展播活动，内容包

括百佳校园影视节目、十佳校园电视栏目等。

为加强中小学学生德育工作，丰富校园文化

生活，充分发挥校园影视在教育教学中的作用，

此次活动将校园影视节目分为校园微电影、课本

剧、校园MV、动画作品等4类，校园电视栏目分

为新闻、德育、文化艺术、科学创新、综合等5

类。要求各校上报的节目栏目内容积极向上，密

切联系社会，贴近校园和学生，能够宣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传播正能量，同时反映中小学校

园丰富多彩的学习生活与社会实践活动。

浙江教育网络电视将于6月开设相关活动

专栏，省教育技术中心将组织专家按节目栏目类

型进行分类审核遴选，计划于11月发文公布入

选作品名单。

4月14日至15日两天，全省30多所高校
进行了“三位一体”综合测试。自2011年我省率
先施行“三位一体”综合评价招生以来，今年已是
第8个年头，这一模式备受考生和家长青睐。图
为温州大学瓯江学院“三位一体”考试现场。

（本报通讯员 杜晓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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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曹可可
通讯员 徐增鎏

“浙江是我的学术启蒙地，我目前

的教学和研究模式均得益于在中国美

术学院期间的学习和考察。能够代表

浙江，在西藏高原延续学术传统的一

个支脉，我觉得自己交出了一份勉强

合格的答卷。”

刚在林芝考察完毕，西藏大学艺

术学院教授、中国美院1993级艺术史

论本科毕业生熊永松就立刻赶到杭

州。在母校九十周年的校友论坛上，

他短短5分钟的发言赢得了台下校友

代表们长久的掌声。

作为中国美院第一位志愿进藏执

教的学子，熊永松从浙江出发，像一棵

雪松，扎根雪域高原20年，成为西藏

大学艺术学院有史以来在岗工作时间

最长的汉族教师。

去高原播撒艺术的种子
1998年，即将毕业的熊永松面临

人生道路的选择。彼时，他已收到数

家高校和出版社伸出的橄榄枝，就近

就业并不困难。在旁人眼里，一个光

明的未来在向这位“天之骄子”招手。

然而，他的想法出人意料：响应国

家号召，去西藏大学执教。

“那是个充满理想的年代，大学生

都希望为社会做点贡献，国美的学生

普遍对于艺术发展负有使命感。”熊永

松回忆说。在他的印象中，几乎所有

省份都有中国美院的毕业生，但西藏

除外。了解到国家的相关政策后，他

想去填补这个空白，去西藏播撒艺术

的种子。

父母不支持、学院教师表示担心、

自己对西藏缺乏了解……面对重重压

力，熊永松靠着年轻人的热血和理想，

主动请缨去西藏“拓荒”。在那个互联

网普及的前夜，他只能在浩如烟海的

图书中搜寻关于西藏的点滴，在脑海

中构想出那里大致的图景。

宽慰完家人与师长后，踌躇满志

的熊永松却在出发前夕得了重感冒，

不得不打点滴退烧。眼看着入职报到

的时间不断迫近，焦急的他想到了加

大药量以缩短治疗时间。医生耐不住

他的再三请求，最终无奈顺从。

“当时不太懂医学知识，只是觉得

有点疼。幸亏年轻，身体吃得消，放到

现在命都可能没了。”他半开玩笑半认

真地说。离开杭州前，为防身体不适，

熊永松特意在学校附近的新华书店里

买了两本应急医疗手册，然后独身一

人前往西藏，踏上了漫长的入藏之路。

苦和牺牲都不算什么
从海拔40米左右的杭州来到平

均海拔超过4000米的西藏，熊永松面

对的是自然差异和文化隔阂的双重考

验。但似乎是和西藏有缘，他并没有

感觉身体出现太大的异常，大学里的

师生也基本会说汉语，适应高原的速

度比预想中要快得多。

由于研究民间美术，熊永松需要

深入民众，在西藏各地奔波考察，和当

地居民同吃同住已是家常便饭。那里

地广人稀，部分相邻县城要开车一整

天才能抵达；户外紫外线强烈，有时连

填饱肚子都不易，还要在食不果腹的

情况下登山考察……他坦言，在西藏

进行考察研究面临的困难和风险确实

有些超出想象。

有一次，熊永松驱车前往昌都考

察，在开过一处约有60度斜坡的道路

后，突然听见车后方传来轰隆隆的巨

响。原来，刚刚经过的陡坡突然塌方

了。他现在回想起这件事仍心有余

悸，“就像是拿自己的生命在冒险”。

每当感到煎熬时，熊永松就会想

起“老西藏精神”：特别能吃苦、特别能

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

能奉献。在高原待的时间愈久，对“老

西藏精神”体会愈深，他说：“任何事情

都有好的一面，比如高原上美景迷人、

少数民族文化醉人、兄弟民族情谊暖

人。学会享受这样好的一面，也是人

生一大乐事。为了发展少数民族地区

艺术教育事业、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这些苦和牺牲都不算什么！”

如今，熊永松已全身心投入到教

学与研究之中。除正常教学外，他还

经常为学生补课辅导，晚上回家后继

续查阅文献，经常工作到凌晨两三点

钟才休息。去西藏大学交流过的中

国美院学生回忆：“晚上11点，熊教授

才结束一天的教学任务。但不能休

息，他还要在办公室里整理第二天所

需的教学资料，为晚归的学生解答学

业难题。”

西藏艺术教育值得我一辈子去做
在高原生活久了，熊永松出现了

心动过速、记忆力和视力下降等症

状。而且无法陪伴远在湖北家乡的老

人和孩子，也成为他心中难以

弥补的缺憾。

此前，曾有许多离开西藏

的机会摆在他面前，但都被他

一一谢绝。“当时听说有入藏满

8年可以调回原籍的政策，期间国美的

老师、艺术报刊的编辑等也曾联系我，

离开并不困难。”他回想起来也感唏

嘘。当初，驱使他来的是拓展母校学

术研究支脉和文化戍边、学术报国的

理想，还有投身藏汉文化交流、传播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情。熊永松自觉

没做出太多贡献，不甘心就这么离开，

于是一晃就过了20年。

其实，20年的耳濡目染早已让他

对西藏难以割舍。“这种独特的自然

和人文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基。生

命有限而艺术长青，西藏艺术的教育

和研究是值得我一辈子去做的事。

而藏大提供了研究西藏文化最便利

的环境，也使我拥有了更广阔的发挥

空间。一旦意识到这些，留下来的决

定就顺理成章了。”

在生命中最年富力强的20年里，

熊永松跑遍了西藏的主要县城，主持

或参与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

目、国家大型文化工程《中国工艺美术

全集·西藏卷》的编撰工作等，编写了

20万字专著《西藏民间美术概论》，尽

心竭力地传承与保护西藏文化。

他开设的课程吸引了3000多学

生参与，为西藏艺术培育出优秀的毕

业生；主持西藏大学各类教改项目，

助推艺术教育专业升级，硕博点从无

到有……这些年来，熊永松先后荣膺

西藏大学“珠峰学者人才发展支持计

划·杰出青年学者”、西藏文联优秀共

产党员等荣誉。

奉献了这么多、这么久，什么时候

离开呢？听到这个问题，熊永松愣了

一下，稍加思索后答道：“我还没考虑

那么多，因为仍有很多想法没有实践，

比如编写一两本当地艺术理论教材、

建设一两门精品课程、培养几个有世

界眼光和学术实力的本地艺术理论人

才，然后和大家共同建立起现代化的

藏族美术历史和理论体系。我的性格

就像我的名字一样，‘永松’嘛，只要身

体条件允许、学校答应，我愿意永远在

高原上做棵雪松。”

永做高原上的那棵雪松
——记中国美院1993级毕业生熊永松

宁波鄞州力推教育精准评价

我省5单位获评
全国学生资助工作典型

本报讯（通讯员 张伟闯 陈 鑫）日前，教

育部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公布了“全国学生资

助工作单位典型”名单，我省共有5个单位获“优

秀单位案例典型”称号。

它们分别为杭州市教育资产营运管理中心、

浙江大学、杭州师范大学、宁波职业技术学院、云

和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在此次公布的表彰文

件中，共有99个单位被授予“优秀单位案例典

型”称号。另有84人获评“优秀个人案例典型”，

其中我省浙江师范大学学生处余本兰、衢州中等

专业学校余雨生、宁波市甬江职业高级中学郑伟

上榜。

自国家新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实施以来，我省

各级各类学生资助工作单位与资助工作者全面

落实国家学生资助政策，坚持精准资助与资助

育人相结合，取得了显著成绩。如杭师大积极

探索“助困与育人有机融合”的资助模式，从以

物质支持为主的“他助”，到学生素质拓展和能

力提升的“自助”，兑现了“不让一名学生因家庭

经济困难而失学”的承诺，筑牢了让无助者有助

的保障底线。

据悉，该评选活动由教育部全国学生资助管

理中心组织开展，旨在宣传一批在学生资助工作

中狠抓落实、勇于创新、成效显著的先进典型，推

广经验做法，充分发挥优秀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

熊永松深入西藏各县，向当地老百姓讨教，研究民间美术。

寻找身边的感动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