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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追 踪追 踪热点热点

□本报记者 李 平
通讯员 赵文静

近日，杭州市教育局公布了2020

年杭州市中小学生体能素质抽测结果，

桐庐县总平均分在全市七区、县（市）中

位列第一。这是继2019年浙江省大一

新生体质健康测试中该县优良率居全

省第一之后的又一个“第一”。

该县教育局副局长徐永茂说，桐庐

历来重视体育工作，将体育工作作为教

育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阳光大课

间、全员运动会，全年有比赛……学生

运动习惯的养成和身体素质的提高，才

是陪伴他们一生的财富。”

大课间校校有特色

每逢大课间时间，桐庐县分水实验

小学的学生们跟着音乐节拍，欢快地做

起篮球操。紧接着是身体素质练习，包

括体前屈、仰卧起坐、平板支撑等，接下

来还有区域性活动……整个校园洋溢

着浓浓的运动氛围。

运动不足是导致学生体质下降的

主要原因，而阳光大课间则是保障学生

日常运动量的重要渠道。为让大课间

活动发挥实效，早在2016年，桐庐县就

开展了“一校一品”大课间长效推进的

实践尝试。

桐庐县教师发展中心体育教研员

许长春告诉记者，2017年、2018年公布

的我省大一新生体质健康测试中，桐庐

县的合格率均位居全省前十，而到了

2019年，该县大一新生体质健康优良

率跃居全省第一。“大课间改革之后，通

过每天扎实的锻炼，学生的体能与特长

技能提升明显。”

几年下来，篮球特色大课间已成为

分水实验小学“体健”课程的重要组成

部分。“一次大课间就是一堂体育课。”

校长徐炎说，时间安排得非常紧凑，保

证了学生的练习密度及强度，而且还实

现了“分层”，为不同年级段的学生设计

了不同的活动内容。

各校在挖掘桐庐地方体育资源的

基础上，编写课程内容。每两年，该县

还进行一次大课间评比，并形成典型特

色成果加以推广。眼下，桐庐县46所

学校大课间校校有特色，形成了足球、

排球、畲族体育、太极、竹竿舞、柔道、皮

筋舞等25门特色项目课程。

尽管要求高了，任务重了，但体育

教师们的干劲都很足。近年来，随着

《桐庐县体艺工作实施意见》《大课间评

比方案》《体育教学质量检测方案》等制

度的出台，该县从上到下逐渐树立起

“体育课应是最受学生喜欢的课”的观

念。同时，该县完善评价监测机制，将

体育教学质量检测成绩纳入学校目标

管理考核。

为解决专职体育教师短缺难题，该县

拓展大课间的管理队伍，班主任、各学科

任课教师都参与其中。各校体育组负责

对他们做好业务培训，让任课教师真正成

为大课间的组织者、引导者、合作者。

举办体育赛事氛围浓

“作为一所山区学校，学生人数少，

符合年龄的孩子几乎人人参与，才勉强

组成一支篮球队，没有专职体育教师，

就由一名数学教师带队，竟在县级篮球

赛上一举夺冠！”谈及去年拿奖这事儿，

新合小学校长方永丰有些激动。

“比赛是学校体育文化的主要载

体，能检测体育教学效果，能增进健康、

增强学生体质，更能促进学生间的相互

交流，践行体育品德。”许长春说，全县

积极构建从学校到区县的体育竞赛体

系，多部门合作、多主体参与，畅通分级

分类有序参赛通道，推动青少年竞赛体

系和学校竞赛体系有机融合。

从2014年至今，桐庐较为成熟的

校园体育赛事越来越多，如中小学生阳

光体育运动会、中小学生篮球赛、中小

学“市长杯”足球联赛、中小学游泳比

赛、中小学棋类比赛等。

这不仅是对学校体育竞技水平的

检阅，通过比赛，也在不断向社会输送

体育人才。在去年10月举行的桐庐县

中小学生阳光体育运动会上，杭州市陈

经纶体育学校、市水上运动中心、市射

击射箭自行车项目管理中心的教练员

们，纷纷来到赛场“选人”，为运动员后

备人才队伍做好储备，为市队、省队甚

至国家队输送高水平运动员。仅一上

午的比赛下来，世界射击冠军、教练王

娴就发现了不少好苗子。“无论从身体

素质还是技术水平来说，他们在同年龄

选手中都非常出色。”

通过各项比赛的锤炼，学生的运动

水平逐年提升。越来越多的学生在省

级乃至全国的赛事上崭露头角。去年，

在浙江省青少年田径锦标赛上，桐庐中

学王鑫宇获得男子跳高冠军。在去年

全国U系列田径通讯赛（浙江赛区）上，

县职业技术学校季许浩荣获U20男子

400米冠军，而分水高级中学徐鑫莉不

仅夺得U18女子 100米冠军，还荣获

U18女子200米冠军。

许长春直言，眼见孩子尽享体育乐

趣，身体素质得到改善，尤其当一个个体

育尖子涌现出来时，家长们的观念彻底得

到了改变，不再带着偏见看待体育学科。

在上好上足体育课的基础上，一些

学校还克服场地不足、专业教练缺乏等

困难，主动谋求社会力量支持，开发体育

拓展性课程。目前已形成一批特色项

目，如分水实验小学的旱冰滑轮、徐凝小

学的跆拳道、旧县中心学校的射击等。

同时，进一步丰富赛事内容，为学生提供

更多选择，最大化挖掘学生的运动潜能，

整体提升该县学生的体能素质。

杭州医学院

又建一所附属医院

本报讯（通讯员 黄亦冰）日前，杭州医学院与中

国人民解放军某部队医院签约成立了杭州医学院附

属西湖医院。

根据协议，西湖医院将承担杭州医学院相关专业

的临床教学、学生管理、后勤保障等工作；杭州医学院

将协助医院做好教学管理、师资培养、文化建设等工

作。双方还将共同建设高标准的临床技能中心，在科

学研究、人才培养和产学研结合等多方面实现优质资

源共建共享，积极拓展合作领域，不断创新合作机制，

努力推进双方医疗、教学、科研工作的全面发展，助力

“健康浙江”建设。

近年来，杭州医学院积极推进校地合作、校院合

作、校企合作，不断夯实附属医院医学教育和人才培

养的主阵地，探索服务卫生健康事业的新路子，有力

助推了区域卫生健康事业发展。截至目前，已建有1

家直属附属医院、13家非直属附属医院。

莲都：让校监会

“会监督、能监督、敢监督”

本报讯（记者 李 平 通讯员 章 媚）“成立校

监会以来，通过多方努力，现在已走出‘重形式、轻实

效’的误区。”丽水市莲都区碧湖中学校长朱晓伟感慨

地说。去年，该校在校监会原有人员基础上，成立专

家监督组、家长监督组、学生监督组，对维权、教育法

规落实、校园基建工程项目等作了专门监督和指导。

据了解，去年以来，莲都区教育局把校监会工作

与清廉学校建设有机结合，加强校监会工作的管理，

赋予校监会“管”和“严”的权限，烧旺校监会“大火

炉”，为校监会“瞪眼黑脸”撑腰、履行监督壮胆。

莲都区教育局机关党委副书记陈久远介绍，各校

建立了工作例会、学习培训、履职报告、考核评议、工

作台账等制度，真正使得校监会成员“会监督、能监

督、敢监督”。对重大事项决策、区管校聘、修缮项目、

物资采购、经费管理使用等存在重大廉政风险的事

项，校监会全程参与、跟踪监督。针对监督发现的体

制机制漏洞，该区不断完善出台《中小学后勤财务管

理制度》《中小学（幼儿园）自主经营食堂管理工作方

案》等，真正做到了发现问题、整改问题、推动工作。

据统计，2020年，莲都区校监会共提出意见建议

115条，开展监督事项156个，调查核实问题48个，化

解矛盾纠纷7起，纠正不规范票据16张，拒付不合理

开支0.8万元，通报监督结果152起，打响了校监会监

督品牌，清廉学校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桐庐的这个“第一”是怎么来的？

龙游：

幼共体建设结硕果

本报讯（记者 舒玲玲）近日，龙游县溪口幼共体

举办了迎新年系列儿童作品展，孩子们用剪纸、绘画

等手工作品将各园区装点得喜气洋洋。

实施幼共体改革半年多以来，龙游县幼共体各

园区间的关系更加紧密，城乡公民办幼儿园优质均

衡发展也更进一步。其中，“一乡镇一公办园”实现

全覆盖，普惠园覆盖率和入学率均为100%；优质园

比例达27.08%，幼儿园在园幼儿占比达到60.03%，

较 2019年优质园覆盖面大幅提升；推进独立园转

设，实现独立园所从原先的6所增至27所；组建16

个教师成长团队，开展245节研究课、68次联合培

训。此外，幼共体建设还拉动了公办园招生数量攀

升，化解了原乡镇中心园招生人数不足、群众满意度

低等问题，去年该县乡镇中心幼儿园在园人数较

2019年提升18.76%。

去年7月，龙游启动实施了幼教共同体建设，结

合地域、等级、办园规模、保教质量等因素，将全县27

所乡镇中心园建成城南等7个幼共体，实行“1所中心

园+N所园区”结对发展模式。

连日来，缙云县“机器人进校园”活动先后走
进该县坑沿小学、大源小学、盘溪中学等中小学
（幼儿园），为乡村学生送上一堂堂新奇的智能机
器人体验课，让他们零距离地感受高科技的无穷
魅力。图为活动现场。

（本报通讯员 吕精武 杜益杰 摄）

最近，浙江各地遭遇强降温和一定
程度的冰冻、雨雪天气，柑橘、番茄等园
艺作物受到不同程度的冻害。浙江农林
大学园艺学科 20多名省级科技特派员
带领相关专业的学生赶赴温州、衢州、金
华等地的田间地头，指导果农、菜农等开
展防寒防冻工作，帮助 30多家园艺企
业、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制订精准的
减灾复产技术方案。图为教授徐凯在指
导果农修剪猕猴桃枝。

（本报通讯员 陈胜伟 摄）

防寒防冻技术送到果园防寒防冻技术送到果园

本报讯（通讯员 胡卓姗）近日，开

化乡村振兴讲堂电脑实训基地内灯火

通明，一场抖音视频剪辑课程正在火热

进行。

当晚的课堂与以往有些不同，46

名学员的桌子上都放了一本名为《新

农人、新农具、新农活——农村直播一

本通》的村播教材。教师按照学员需

求选择章节授课，学员一边听讲，一边

对照教材，手指在手机上飞快地滑

动。教材由中国农业大学·钱江源乡

村振兴研究院和衢州职业技术学院联

合开发编写，这是开化校地合作落地

的又一创新成果。

毛小娟是研究院兼职副院长，也是

村播教材的编委之一。她介绍，这本村

播教材以图为主、注重实操，非常适合

农民活学活用。村播教材一进讲堂，就

受到了学员的欢迎。学员余纯忠是村

头镇上边山村村民，种植灵芝、菌类等

农产品。一拿到这本村播教材，他就迫

不及待地翻阅起来。“上课时间有限，有

时候我们对课堂内容一时理解不了，需

要课后进行巩固练习。到时，这本书就

派上大用场了。”

“我们还在推动村播教材进高

校。”衢职院连锁经营管理团队负责人

陶莉莉也是编委会成员之一。她说，

教材正式出版后，已被列为校内教

材。学院的教师将开设店铺、开通直

播、视频剪辑甚至开化农产品的典型

案例融入课堂，为学生们上了一堂堂

接地气的村播课，以培养更多的乡村

振兴人才。

“村播教材的使用和推广将为农民

增收带来更多甜头，为乡村振兴、农民

增收提供强劲动力。”开化县委组织部

负责人表示，该县将继续用好村播教

材，依托校地合作平台，持续释放乡村

振兴新动能。

开化：校地合作再结硕果

（紧接第 1版）继续教育中心副主任何

猛说：“独乐乐不如众乐乐，高校硬件设

备齐全、师资力量丰富，如今开办老年

大学，便利周边退休居民，民生直达，是

水到渠成的好事，既响应省委省政府和

市委市政府办好老年大学的倡议，也是

高校服务地方的直接体现。”

就这样，一所所整合教育局、财

政局、老干部局、民政局等多部门资源

的老年大学（学堂）拔地而起，成为老

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教的最强保

障。“老年大学是全体老人的大学，要

让老年教育走进千家万户。”省教育厅

职成教处二级调研员金仁康说，在加

紧新建改建实体老年大学的同时，各

地坚持线上线下两条腿走路，通过电

视、网络等渠道，送课入户。

温州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约

151.1万人，想要做到全时段全覆盖，线

上教育平台不可或缺。疫情期间，温州

市各县（市、区）老年课堂积极响应“停

课不停学”，利用第三年龄学堂、钉钉直

播课堂等平台为老年人提供在线学习

资源，访问量高达28万人次。而舟山

蓉浦学院（舟山老年开放大学）则与电

视台合作，推出《老来乐学堂》栏目，在

固定时段播放线上课程，老人们居家也

可实现个性化学习。

过往，永嘉县岩头镇嘉园敬老院的

老人们通常是聊聊天或看看电视。自

从老年学堂进驻敬老院后，他们的生活

发生了大变化。160多平方米的空间

被腾出来改成了茶艺培训、书画、书吧

等功能教室，院子顶部罩上了一层透明

玻璃顶棚，成了大型露天综合培训区，

可以同时容纳60人学习。永嘉社区学

院、老年学堂为老人们提供养生、护理

等免费课程。

该县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敬

老院老人集中，又有现成的护老设

施。依托敬老院布点老年学堂，打造

“养教医”共同体，推行“1+N”运行模

式，一来节省经费，同样的投入覆盖更

多的目标人群；二来更安全，免去老人

奔波之苦，这是双赢的好事。而在长

兴县，皇家湾社区老年学堂则依托社

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以“幸福邻里

情，和谐一家亲”为主题特色，积极探

索“养教结合”模式。

记者了解到，经过多年努力，我省

已形成了“省—市—县—乡镇（街道）—

村居”五级老年教育系统，其中11个设

区市全部依托电大系统挂牌成立老年

开放大学，99%的县（市、区）挂牌成立

老年开放大学，888家成人文化技术学

校增挂老年教育工作牌子，按标准配备

乡镇（街道）成技校专任教师，积极办好

“家门口”的老年大学。

目前，全省已完成新建105所老

年大学（学堂），完成率105%，超额完

成建设任务。随着各地老年大学（学

堂）陆续投入使用，接下来省教育厅将

开展老年教育提质扩容行动，通过遴

选一批老年大学（学堂）示范校，用榜

样力量激励各地兴建兴办更多老年教

育机构，提升教学品质，满足老年学员

多元化、多层次的学习需求。同时进

一步完善浙江老年开放大学体系，扩

大老年教育规模，重点利用农村文化

礼堂做好村居老年教育，打造“家门

口”的老年开放大学。依托第三年龄

学堂，以“一网一码一图一指数”构建

“互联网+老年教育”，发布全省老年教

育“学习码、学习图谱和学习指数”。

依托各地乡镇成校、职业院校、社区学

院和老年大学，上下联动，多方协同，

实施“老年人智能技术日常应用普及

行动”，重点开展智能技术应用教育培

训等相关服务，进一步培育打造“浙里

美”老年教育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