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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月22日，2019年中国

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结果出

炉。我省新增2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和5

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其中4人来自高校。

其中，浙江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教授叶志镇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

大学化学工程与生物工程学院教授任其

龙、浙江理工大学校长陈文兴、温州医科

大学校长李校堃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叶志镇院士长期从事宽禁带半导体

氧化锌等无机光电材料及关键技术研

究，在ZnO p型掺杂技术与LED发光器

件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成果，创建

的p型二元共掺杂理论获国际同行广泛

采用，二元共掺技术与电致发光工作居

国际前沿；发展n型高导电掺杂技术，突

破无铟透明导电材料难题，技术使LED

芯片企业产出重大效益。任其龙院士长

期从事化工分离领域的应用基础研究和

工程实践，创建分子辨识分离工程平台

技术，实现生物基原料到高端化学品的

高效制造，取得系列创新成果，并建成有

国际影响的化工分离创新团队，为我国

化工、制药等行业的绿色生态转型发展

作出了突出贡献。陈文兴院士长期从事

纤维制备技术的研发工作，在蚕丝纤维

高质量制备、涤纶工业丝高效节能制备

方向开展产学研合作，突破技术瓶颈，取

得了重大应用成效。李校堃院士长期专

注于以生长因子为代表的大分子蛋白药

物基础理论研究与新药研发，在国际上

率先成功开发多种促组织损伤与再生修

复的一类新药和三类载药医疗器械等，

广泛应用于烧伤、难愈性溃疡、糖尿病等

的救治。

据悉，此次中国科学院共选举产生

了64名中国科学院院士和20名中国科

学院外籍院士，中国工程院共选举产生

75位院士和29位外籍院士。新当选两

院院士中，超半数来自高校。（本报记者）

本报讯（记者 舒玲玲 通讯员
谢慧颖）集中学习8次，专题研讨4次，

累计546人次参与，党员干部集中学

习均超过7天……自从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以来，浙江旅

游职业学院掀起了浓厚的“先锋夜学”

热潮，鼓励党员干部争当“学习先锋、

育人先锋、创业先锋”。

在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

上，该学院党委书记金炳雄代表领导

班子表态要争当“学习先锋”。他说，

要利用周末和晚上时间自学，不断推

动主题教育理论学习由“通读熟读”向

“深读精读”进阶提升，真正做到学习

往深里走、往心里走。

“书记午餐会”是金炳雄亲自主持

的一个活动项目。“吃住习不习惯？”

“学习上有没有困难？”……他一边为

那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递上学校额外

添加的饭菜，一边关切地询问他们的

学习生活状况。该院院长杜兰晓则牵

头创设了“院长有约”活动，前不久还

把学生家长代表请进校园，向他们介

绍学院设施和育人理念。

在主题教育期间，浙旅职院校领

导积极问计于师生、家长，已累计开展

10余场座谈交流会，邀请师生、家长

近200人次，收到意见建议100余条，

解决实际问题70余项。不仅如此，他

们还分头深入二级院系、行政处室、用

人单位和学生学习生活区域，主动查

找存在的问题并严格整改落实，争做

“育人先锋”。

除“先锋夜学”外，浙旅职院还推

出了“在岗晨学”“周末精学”“支部抓

学”等多种学习形式，利用红色阅读空

间、红色讲坛、红色经典歌剧巡演、红

色旅游产品创意设计大赛展、红色旅

游线路设计大赛等活动载体，带动全

体师生党员的学习积极性，不断把理

论学习引向深入。

最近，党员教师叶乐安就带着团

队回到了两年前帮扶过的嘉兴市新塍

镇潘家浜村。这个昔日的“养猪村”如

今已经变身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

“当年我们在潘家浜村调研时发现其

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就决定从打响文

化牌入手。”叶乐安说，团队成员各显

其能，为该村提供了新的形象设计，最

终助力其成功入选首批浙江省3A级

景区村庄。

开展主题教育以来，浙旅职院全

体师生党员都铆着一股劲儿比学赶

超，争当“创业先锋”。他们通过列学

习清单、订工作计划，将“找差距、抓落

实”的总要求落细落小。而好消息也

接连传来：学校荣获高职院校“育人成

效50强”称号、导游专业群成功入选

教育部“中国特色高水平专业群建设

单位”公示名单……

金炳雄表示，要努力解决师生最

急、最忧、最期盼的问题，用师生的获

得感来体现主题教育的含金量。

浙旅职院：人人争当“三个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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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纯纯

“为什么你会选择这个选题？之前

有做老师的经验吗？”

“你想得非常深入，但如果和‘减负

提质’结合起来，选题价值会更高。”

……

在浙江师范大学教育硕士实践取向

学术论文双向选择答辩会的现场，28名

2019级教育硕士正在紧张地阐述着选

题研究方案，而此次答辩会的评委是来

自杭州市拱墅区的13位一线中小幼名

师，他们也是研究生所选论题的命题者。

“之所以由这些一线教师给高校研

究生出‘难题’，是因为一线教师们有亟

待解决的教育教学实际问题，同时高校

的理论研究也需要现实支撑，解决的最

好办法就是将二者真正结合起来。”拱墅

区教育局党委委员、区教育研究院院长

沈旭东认为，这种模式看似是在培养研

究生，其实是促进一线教师和教育硕士

共同成长。

据浙师大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孙

炳海介绍，一年前浙师大研究生院向拱

墅区的一线教师征集了在教育教学中

遇到的实际问题，经过相关领域专家论

证和筛选后，形成了一个教育硕士论文

选题库。近100道选题涵盖了课程实

践改革、学科教学转型、课堂精准教学、

班级有效管理、学生学习干预、教师专

业发展等多个研究领域，“这些‘难题’

交给我们的研究生，他们需要用所学的

理论去解决，也要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进一步提炼理论，形成专业论文。无论

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都意味着

我们的教育硕士必须去解决一线教育

教学中的实际问题，这样到了岗位才能

真正胜任”。

小学教育专业的研究生刘圆怡每周

三都会和班级同学一起去学校附近的小

学进行教育见习，参与管理班级事务，进

行教学观摩，有时也会试教。在这个过

程中，她注意到语文课堂里的故事是学

生们特别喜欢的一种文体形式，能不断

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因此，当刘圆怡

看到选题库中的题目“小学‘故事语文’

拓展性课程建设的价值及操作策略研

究”时，她立马进行了选题申报。

从校内筛选再到此次公开答辩，刘圆

怡的选题方案最终得到了命题教师杭州

市德胜小学校长袁红强的认可，顺利完

成了双向选择。接下来，刘圆怡将前往

德胜小学进行至少半个月的调查研究。

对此，她充满了期待：“之前的教育见习

都是偏向于教学技能的训练，而这样的

调查研究则能帮助我更好地提升教学研

究能力，从而更精准地为教学实践服务，

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

同样充满期待的还有袁红强。在此

次答辩会上，他和其他12位教师一起被

聘任为浙师大研究生实践导师。“研究生

的理论功底比较强，而一线教师由于工

作繁忙，理论学习往往缺乏系统性，在共

同工作的过程中，这些教育硕士可以帮

助我们更好地建构自身的理论体系。”袁

红强说。

拱墅区教育研究院首席研究员金晓

芳也是实践导师之一。她坦言，自己的

研究课题遇到了瓶颈，需要借助高校前

沿的理论来突破，“关于小学语文游戏教

学设计的课题，我们已经研究了将近15

年，不论是内容、形式还是方法，都可以

给研究生提供丰富的案例。但同时，课

堂评价方面是我们的薄弱点，希望研究

生可以利用前沿理论介入课堂，帮助我

们找到一种除分数外的科学的评价方法

和体系”。

“这种模式对我们高校里的理论导

师也有帮助，光注重理论，不重视实际，

会使得他们对真实问题的敏感度降低。

这些一线教师提供的选题本身就非常有

价值，解决了高校研究生培养的软肋。”

孙炳海说，“拱墅模式”是浙师大研究生

培养模式的一种改革和创新，“高水平的

卓越教师不仅仅要能够教学，还要能够

进行教育教学研究，而我们的初心和使

命就是探索、明白、理解、掌握、应用高端

人才成长的规律”。

2019年两院院士增选结果公布
我省高校4人入选

一线名师和教育硕士共成长

浙师大联姻拱墅探索研究生培养新模式

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在防艾日到来前夕，
“美好青春我做主”2019年红丝带青春校园行活动走
进杭州医学院临安校区。中央电视台主持人、预防艾
滋病宣传大使任鲁豫及相关专家等出席活动，杭州医
学院学生还献上舞蹈《来自星星的关“艾”》。图为活动
现场。 （本报通讯员 谢丽亚 摄）

红丝带“飘”进校园

我省成人教育
获多个国家级荣誉

本报讯（记者 陈蓓燕 通讯员 张立淼）
近日，中国成人教育协会公布了获2019年“百姓

学习之星”“终身学习品牌项目”名单，我省多个

单位与个人榜上有名。

其中，获“百姓学习之星”称号的有金华市东

华社区老年大学常务副校长杨郊、江山市双塔中

心成人文化技术学校校长徐贵祥。杭州市上城

区社区学院星级家长执照工程获“特别受百姓喜

爱的终身学习品牌项目”；杭州市下城区社区学

院“武林银杏”老年学堂、温州市洞头区东屏街道

成人文化技术学校民宿管家培训等获“终身学习

品牌项目”称号。

近年来，我省成教工作本着服务区域发展的

宗旨，打造优质团队，搭建服务平台，有效助力了

学习型城市建设。

专家齐聚宁波
研讨社区教育

本报讯（记者 季 颖 通讯员 董惠婕）日
前，一场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社区教育研

讨会在宁波举行。

研讨会以“发展社区教育，促进技能开发与

终身学习，推动可持续发展教育与生态文明建

设”为主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

研究与培训中心副主任王力提出，社区教育要

帮助受教育者树立可持续发展价值观，掌握可

持续发展的科学知识，提高可持续学习能力，践

行可持续生活方式，关注并参与解决可持续发

展实际问题。

宁波市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朱达则表示，

本次研讨会是进一步推动宁波终身教育实现质

的提升的契机，将努力为每位学习者提供公平而

有质量的教育。明年，宁波还将申请加入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全球学习型城市网络（GNLC），筹备

工作现已启动。目前，我国已有北京、杭州等9个

城市加入该网络。

丽水学院入围
“国字号”文化基地名单

本报讯（通讯员 杨 敏）近日，2019年全国

普通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认定结果

公示结束，全国共有25个基地入围。丽水学院中

国青瓷传统文化传承基地成功获批，是我省唯一

入选者。

该基地位于丽水学院内，是集青瓷基础教育

教学、青瓷艺术展厅等多元青瓷传统文化传承的

基地，占地约3000平方米，设施设备齐全，展品

多样，且对外免费开放。丽水学院高度重视传统

文化的教育与传承，通过开设全校青瓷通识课

程、举办青瓷文化节等活动，让学生与市民有机

会了解学习青瓷文化。

教育部要求各传承基地扎实推进建设工作，

抓实课程建设、工作坊建设等环节，并辐射带动

当地3所左右的中小学校和1个社区，切实将基

地打造成本校的特色和品牌。

近日，湖州市爱山小学教育集团组织学生到
德清开展“小八路从军记”研学活动。通过练兵、
滑草等活动，激发学生们的爱国主义情怀。图为
学生体验用树枝织物。

（本报通讯员 杨斌英 杨英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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