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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本报记者 武怡晗

距离西湖不足百米的杭州市惠兴

中学，这两年在附近群众中口碑渐

起。不仅学校环境大为改善，对口小

学直升的优质生源也不断增加。“生源

回流是对我们教学的肯定，也从侧面

要求我们推进差异化教学改革，为不

同学生创造成长平台。”学校副校长洪

熙说。在入校第一次家长会上，学校

领导重点介绍了基于不同层次学生成

长的评价规划，让不少新生家长对学

校充满信心。

横跨西子湖、钱塘江的上城区，基

础教育底蕴深厚，名校荟萃，公办教育

优质均衡发展水平更是位居全省前

列。尽管辖区内不少初中文化积累丰

富、师资优良，但每年升学季，仍有不少

家长要“择校”。

“一直以来，不少人把升学率作为

衡量初中办学水平的唯一指标，学生能

否升入重高成为一种‘风向标’。因此

受此外部环境影响，部分初中重考分轻

育人的现象仍然存在。”上城区教育局

局长项海刚说，以辖区内公办初中为

例，部分学校面临着办学趋于同质化的

现状，个别学校整体缺乏活力，办学特

色不明显，无法完全满足家长高品质、

多元化的教育需求。

2020年省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

价监测结果显示，我省公办初中以欠缺

活力型（占总数32.9%）和高分重负型

（占总数30.3%）为主。对此，省教育厅

教研室相关负责人表示，公办初中是初

中教育的主体，实施“公民同招”，克服

生源基础的不利因素后，必须针对发展

中的机制性问题，从内涵发展着手，激

活办学活力，重点是改进学校教学管

理、加强课程建设等。

上城区教育局副局长王莺介绍，虽

然提质强校是早已确定的工作，但每所

学校“症结”不同，需求不一。为此，去

年疫情后刚复学，区教育局就组织专家

团到9所公办初中“把脉”，专家们通过

“一校一诊断”，推动学校以此为据，从

文化、管理、课堂、课程等开展提质强校

行动重点项目，形成学校《提质强校三

年行动计划》，实现内涵建设。

“精神格局是一所学校的灵魂，常

态的教学是学校教育气质最真实的反

映。”在调研组成员、省特级教师赵群筠

看来，应试的确需要被突破，但不是野

蛮突破，这方面其实是有科学方法的。

在“一校一诊断”过程中，通过专家们一

节节的课堂教学观察、与师生面对面座

谈，制约学校发展的核心问题被抽丝剥

茧，一一找出。例如，有些学校在课程

及教学上的改革力度很大，因此更需要

“精细化管理”和“专业化改造”；有些学

校虽然氛围温馨平和，但不够大气，因

此需要在工作力度上下功夫，逐步提高

教学质量……

这样的调研也让校长们受益匪浅。

杭州第十中学校长陈积粮听取专家建

议，打算以百年校园历史底蕴来助推人

文学科建设，赵群筠则提出从更深层次

的精神追求、教师发展、关注学生三方面

来提升办学内涵。“这些建议对学校来说

是一种及时而必要的‘点醒’。”而在调研

组成员、上海市教育学会会长、国家督

学尹后庆看来：“最重要的是，学校除了

要发现新问题、新规律以外，还要把所

有的认知落实到学校的管理中。”

结合专家们的诊断，不少学校提质

路线变得清晰起来——北京师范大学

附属杭州中学聚焦课堂和作业中存在

的真问题，在原有“深度学习”教学改进

项目的基础上，探索实施分层教学和分

层作业；惠兴中学聚焦育人要求，规划

上线基于大数据的“惠兴大脑”，进行多

方位多层次的学生综合素质改革，提升

育人实效；杭州第六中学围绕“五育”融

合，探索选课走班课程改革、梦想德育

品牌创建、艺术教育特色发展……在前

不久公布的杭州市首批公办初中提质

强校行动试点学校名单中，这3所学校

均入选。

在做好“一校一策”的同时，针对

该区初中阶段名师名校长短缺的现

状，区教育局提出从加大初中教师的

培养力度入手，在区特级教师、“五阶

段”教师、骨干教师等的培养中，比例

向公办初中教师倾斜，做到“校校有

特级”。并实施“初中名师名校长新

研修计划”“双名工程”“梧桐计划”，

探索才智并进、智力兼职、人才租赁

等柔性引才方式。此外，还规划每年

专拨不少于600万元的公办初中提质

强校资金，用于提升教育教学质量、

管理团队能力和科研水平。

各校的规划仍在不断完善中，但

一些看得见的改变，让辖区内的百姓

对家门口的初中充满期待。不久前，

在区教育局的微信公众号中，有家长

留言：“‘公民同招’后，我们最担心的

就是孩子既上不了好的民办初中，又

没有好的公办初中可读。现在好了，

区教育局下大力气办好公办初中，我

们做家长的就放心了。”

刚刚过去的寒假，在建德市博物馆非物质文
化遗产展厅内，精彩婺剧曲目表演及戏曲服饰、道
具展示等，吸引了不少中小学生。该馆今年推出
免费学非遗、看大戏系列活动，严州虾灯、李村抬
阁、诸家断头龙等当地特色非遗项目轮番登场，让
众多中小学生感受、体验非遗传统文化的魅力，增
长见识，过一个有意义的文化年。

（本报通讯员 宁文武 摄）

博物馆里学非遗

□本报通讯员 陈胜伟 霍婷婷

过完春节，大学生们即将开启新学

期，但浙江农林大学大三学生郑姜暂时

不会回校学习了。去年9月，她从一名

大三学生变身为部队的“新兵”。

让很多人意想不到的是，外表秀气

的郑姜，在前不久举行的新兵阶段比武

中，从500多名新兵中脱颖而出，取得新

兵四大队结业考核女兵总评第一名，这

也是她入伍以来获得的第8个奖项。这

些优异成绩的取得，与她在校期间学习

攀岩的经历密不可分。

郑姜是开化人。1998年出生的她，

小时候在外婆家长大，经常上山爬树，

下水摸鱼，喜欢蹦蹦跳跳，体能一直不

错。长得甜美秀气的郑姜，一直有个保

家卫国的军人梦。2017年高考，她原本

想考军校或警校，却未能如愿。最后，

她选择了浙农林大，但参军的种子已然

在心底萌发。

入学后，校园里一面几十米高的攀

岩墙吸引了她。原来，浙农林大有一门

富有特色的体育课程：户外攀岩。更让

郑姜觉得幸运的是，自己的体育老师就

是户外攀岩教练罗林斯特。在罗林斯

特的鼓励下，郑姜报名参加攀岩新生

赛，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随后，她顺利加入学校的户外攀岩

队，开始练习攀岩，并且很快就痴迷于

攀岩这项强调体能和臂力的运动。为

了参加全国大学生攀岩赛，郑姜曾参加

校户外攀岩队高强度的暑期集训：每天

跑5公里，提升耐力；苦练游泳，锻炼心

肺功能；负重爬楼梯，不断培养一直向

上攀登的身体记忆，破皮瘀青是常态。

成功总会青睐努力的人。2019年，

郑姜一举夺得中国大学生攀岩南区赛

女子甲B组难度第一名。比赛结束，郑

姜对着镜子中伤痕累累、“狼狈”的自己

傻傻地笑了。

“她对自己太狠了！”队友赵漳澳

这样评价郑姜：她并不是我们中身体

素质最好的，但永远是最拼最努力的

那一个。

虽然大学生活丰富多彩，但是没能

参军入伍成了郑姜心中一直的痛，尤其

在社会和学校的征兵宣传影响下，她不

断追逐自己的军人梦：既然我的身体素

质好，就更应该承担起保家卫国的责

任，到部队熔炉接受锻炼。

为了实现梦想，她大一的时候就报

名参军，然而体检没有通过；大二时，她

继续报名，因为人在省外没能及时赶回

来体检；大三暑期，为了参军，她选择留

在学校。功夫不负有心人，去年，郑姜

如愿成为一名战士。

靠着一股子不服输的劲头，再加上

攀岩时打下的扎实基础，郑姜在三公里

跑、单兵战术、手榴弹投掷、单杠屈臂悬

垂科目中保持领先优势，最终取得新兵

四大队结业考核女兵总评第一名的好

成绩。新兵大队领导也对她竖起大拇

指：“这个女新兵真不一般。”

杭州上城区：

“一校一策”助力初中特色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 童 玲 吕 帅）
近日，在衢州市柯城区通荷幼儿园及地

下公共停车场项目建设现场，10余辆渣

土车有序排起长队，将挖机土方作业的

泥土运出。挖机身后，地下公共停车场

的地基部分已粗具雏形。

实施教育补短板工程是柯城区今

年“十件民生实事项目”之一，包含新增

公办幼儿园分园6所，实施3所农村中

小学危旧校舍拆建工程，开工建设尼山

小学、新华第二小学等。新春伊始，这

些教育民生项目相继开工。

“土方部分还剩一个弯角，今明两

天回平场地后开始打桩，天气条件好的

话，20天左右就能完成地基部分的桩，

开始混凝土垫层作业。”项目管理负责

人管建军介绍，虽然按规划今年12月底

前完成综合验收，但交付越早，建筑装

修产生的各类气体就有更多的时间挥

发和净化，这样孩子们入园后也就更健

康安全了。

当天下午，在城南初级中学二标段

8幢房屋建筑工程施工现场，挖机、工程

车开始在项目地块上动工作业。“严格

按进度计划执行到位，严格按标化工地

要求去实施，单体建筑进度节点要排

细，各班组成员要积极配合项目部管理

人员，确保工程进度、质量、安全有效并

行。”柯城区教育局相关人员嘱托施工

单位合理安排好开工后的各项工作，常

抓不懈安全生产。

“实施教育扩容提质工程，优化教

育硬件设施条件，是实施教育补短板

工程的题中之义。”柯城区教育局负责

人表示，今年将统筹推进11所公办幼

儿园新建（扩容）工程建设，实施航埠

镇初级中学、航埠镇中心小学与石室

乡中心小学3所农村中小学危旧校舍

拆建工程，同时将实施3所（城南初级

中学、新华第二小学、尼山小学）义务

教育学校的新建、扩建工程，建成后将

新增初中班级42个、小学班级48个、

城区公办园班级 132 个，预计工程投

资总额约13亿元。

柯城：教育民生项目打响“开年炮”

从校园攀岩冠军到部队尖子
浙农林大学生郑姜圆了军人梦

温州瓯海区
打造思政“良师”

本报讯（通讯员 潘伯俊）近日，温州市瓯海

区出台《关于加强新时代思想政治课教师队伍建

设的实施办法》，旨在培养高素质专业化中小学

思政课教师队伍，打造“瓯海良师”。

按照该办法，瓯海区创新思政课教师激励机

制，根据学科和学段特点合理安排周课时，在区

政府质量奖总量内设立专职思政课教师岗位津

贴，完善绩效工资分配办法，并对跨学科、跨年级

教学予以课时补贴。在各类评优褒扬中给予倾

斜，加强优秀思政课教师宣传，发挥示范引领作

用。优先发展中小学思政课骨干教师入党，逐步

提升中小学思政课教师党员比例，把中共党员思

政课教师作为学校干部队伍的重要来源。

与此同时，瓯海区根据思政课教师实际情

况，探索实施与其他学科不同的评价指标和评价

办法，把时政教育、社会实践、课外辅导等工作计

入工作量。完善思政课教师职称评聘标准和办

法，探索单独设置“思政类”学科，实行单列评审，

中、高级专业技术岗位结构比例高于教师平均水

平，专职思政课教师任教年限在中级职称评审中

视同班主任年限。

缙云：
让孩子把书带回家

本报讯（实习记者 叶 霓 通讯员 杜益杰）
新学期伊始，缙云县七里小学的图书馆迎来了前

来还书的学生们。寒假前夕，该县一些学校开展

图书馆“清馆”行动，让学生把学校的馆藏图书带

回家，尽享阅读乐趣。

据了解，早在2018年，该校就开始了这项行

动，一到寒暑假，图书馆就通过电子借阅与纸质

登记结合的形式，开放3000册藏书供学生借阅，

每名学生最多可借阅10本图书。而长坑小学在

开展“清馆”行动的同时，今年寒假还举行了“21

天爱读书打卡活动”，希望以21天为一周期，收集

学生读书笔记、读书视频等，培养学生良好的读

书习惯。

据介绍，缙云县依托蒲公英公益图书馆的丰

富资源，积极引导各校组织开展校园图书馆“清

馆”行动，把精心挑选的书籍借给学生，让疫情之

下的假期变得更加充实，也让图书馆的育人功能

从校内延伸到校外，为学生的成长助力。

庆元县教育系统积极参与植树活动，开启
教育工作新征程。图为日前，来自县职业高级
中学、县第三中学和县教育局的干部教师代表
们扛着铁锹、锄头，来到松源街道熏山下村“真
武岗”山场，挥锄铲土，踩土定植，种下了新年的
第一抹绿。 （本报通讯员 吴长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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