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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本报记者 朱郑远
通讯员 黄婉晶

4月25日早上6点，新昌中学校

园内静悄悄，该校保安队长王利海拿

上手电筒、手机等工具，从传达室出

发，开始晚班的最后一轮巡更。他先

走到教学楼一楼的一个巡更点，举起

手机使用“智安校园”学生安全守护

平台移动端App，扫一扫墙上的感应

器，机器发出“嘀”的一声。

“进行‘智安校园’建设后，学校

里像这样的巡更点增加到50余个，主

要分布在学校大门口、走廊等主要出

入口，以及食堂、体育馆等聚集场

所。每天工作人员都会全天候巡查，

仅在晚班时间22点至次日6点期间，

值班的保安就需要巡更5次，每天的

巡更情况及发现的隐患问题都会在

系统后台一一显示。”该校副校长吴

晓春告诉记者，同时班主任、生活指

导教师在学生日常生活中发现的问

题也可以借助该系统一键快速上报。

为推动传统校园安防模式向智

慧安防警务模式转变，新昌县教育体

育局、公安局结合社会治安和校园安

防新情况、新特点，联合推进“智安校

园”建设项目，以“1+6+X”基本架构

搭建起一张智慧网：即1个“智安校

园”信息汇聚应用平台，视频监控、人

脸车辆抓拍、无线射频识别采集等6

大基础感知系统，以及X项物联扩展

系统，实现风险隐患事件主动防范和

自动预警。

400万像素高清摄像头全域实时

监控，人脸抓拍摄像机快速识别，射

频识别技术严格管理人员出入……

打开系统平台，就能看到诸多科技化

的模块应用。“‘智安校园’在学校的

关键位置增设了各类传感器等硬件

设施，提升了数据归集丰富度、及时

度，能快速感知校园、学生安全状

况，可实现火灾等安全隐患自动预

警，实时推送校园异常状况。”县教体

局安管科科长吕岳夫介绍，此外学生

手中还多了一张“智安校园”卡，该卡

片可记录学生上学的时间及路线，家

长通过小程序就能及时关注孩子上

下学情况。

“只要关注微信公众号、登录系

统，孩子进出校园后，家长就会收到

信息推送，还能看孩子的行走轨迹。

轨迹大约一分钟更新一次，再也不担

心孩子的安全问题了。”市民张女士

的孩子在新昌县南明小学四年级就

读，如今孩子已经开始独自上下学。

之前一直担心孩子的出行安全，前不

久学校下发了新的“智安校园”卡，让

她彻底放心了。

“智安校园”还跨层级、跨部门打

通数据库，在校门口主要道路200米

左右形成一道闭环预警防控圈，门口

的人脸抓拍系统、智能访客信息管理

系统等都是与公安部门的网络相链

接，可在确保数据安全的情况下，比

对公安等部门的部分数据库。

“例如人脸抓拍系统，识别到异常

人员出现，便会及时通报辖区派出所、

教体局和校安保部门。”县公安局治安

管理大队相关负责人解释，异常人员

如果进入学校30米警

戒线，日常巡逻的铁骑

与特警就开始向学校靠

近，遇到突发情况1分钟

内就会抵达现场，3分钟

内派出所民警也会抵达现场。

家住南明街道鼓山新村的梁阿

姨告诉记者，她的孙女即将上幼儿

园，家边上的白云幼儿园已经实施了

校园安防升级改造，如今校园内外新

设立起立体化的智慧屏障，一旦校园

及周边治安状况有异常预警，民警、

学校安保人员都会立即前往处置。

“以前还听说有小孩子会攀栏杆爬

墙，挺担心幼儿园里的一些安全隐

患，现在感到很安心。”梁阿姨说。

按照部署，新昌县“智安校园”建

设工程共分两期，其中第一期有28所

学校，第二期有41所学校。第二期规

划在近期完工，从而为69所中小学幼

儿园、45694名学生织起家与学校之

间的安全防护网。接下来，“智安校

园”综合应用平台将进一步完善，覆

盖到更多的中小学、幼儿园和特殊教

育学校。

本报讯（记者 武怡晗 通讯员
周江云）“我们将在直播间推出12类

120个见习岗位，有软件开发、测试、

技术支持等。”近日，杭州市就业管

理服务中心的就业“云访”活动上

线，恒生电子校园招聘负责人在直

播间面向学生开展了“职场体验+岗

位直荐”活动。

疫情常态化下，杭州人社部门

积极发力，加强线上就业创业指导

和“不断线”服务，“云端”助力高校

毕业生实现高质量就业。为拓宽求

职渠道，杭州市打造“杭州就业”线

上招聘PC端和移动端平台，实现用

人单位招聘和高校毕业生求职渠道

“空中对接”，推动多方集聚专业资

源，实现市、区（县）两级就业部门和

46所长三角高校联动。

杭州市就业管理服务中心相关

负责人介绍，从3月以来，中心线上

推出“梦起见习、乐业杭州——2022

年杭州市大学生就业、见习空中双选

会”活动，围绕热门行业、重点企业、

地方特色，设置金融财经、智能制造、

信息技术、文创商旅、农林医药5个

招聘专区，吸引900余家单位入驻，

提供2万余个适合大学生的招聘岗

位，线上浏览量超过4.1万人次。

在政策咨询和就业指导方面，

杭州市还创新推出“数智就业”小程

序，实现“政策智推”和“政策智配”

的7×24小时智慧就业模式，目前已

有 1.5 万余名用户进行了政策咨

询。通过公众号、小程序将就业创

业政策以动漫形式向企业和求职者

推介，创新“企业说就业”“导师说就

业”小视频栏目，从企业和导师角度

向大学生们分析就业形势、传导职

业理念等。推出“小鹏在线”空中咨

询，以导师在线解答和智能回复相

结合的方式，为大学生们提供生涯

规划、择业指导、创业咨询、心理疏

导、简历制作、面试技巧六大方面的

线上一对一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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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X”搭起智慧网

新昌“智安校园”平台守护学生安全

杭州市“云端”助力大学生高质量就业

衢州：
疫情防控精密智控应用上线

本报讯（通讯员 方 俊 邹定容）近日，衢州市

教育系统疫情防控精密智控应用正式上线，今后可

实现实时掌控全市师生及亲属同住人员共计140余

万人的健康状况。

“通过该应用，疫情摸排无需家长截图、无需班

主任统计、无需学校汇总。原来平均需要8小时才

能完成一次摸底调查，现在学校通过应用即能实时

核查，提高了疫情防控决策效率。”衢州市教育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通过相关部门密切配合，应用将实现

与学校核酸检测、疫苗接种等相关数据对接，同时，

每隔4小时数据就会自动更新一次，形成“一师一

表”“一生一表”“一校一指数”的师生健康“三色管理

跟踪管控”机制，实时掌握师生返岗到校和学校疫情

防控动态。

据了解，衢州市还将通过应用把数据与流调信

息进行分析比对，建立“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双循环

双闭环管控，确保不漏一人；疫情战时状态，教育部

门和学校将实行专班集中办公，建立疫情防控规范

处置流程，实现数据治理、智能防控。

舟山普陀区：
“五大项目”助力教师成长

本报讯（记者 李 平 通讯员 刘叶锋）“时隔

多年，再次站上讲台，真是倍感亲切。”近日，舟山市

普陀区教育局教研室副主任孙安成来到普陀第二中

学，为学生上了一堂“下水课”，这是一个月来他去的

第6所初中。

今年，普陀区出台教师专业发展高品质项目群

建设行动方案，扎实推进全区教师培训工作。“教研

员上课机制”是重点项目之一，根据规定，区教研员

每学年要上10节示范课，为教师作现场指导。方案

提出，要推进真实性学习的区域探索课题研究项目，

切实提高教师的教学科研能力，促进区域教育教学

改革；落实区外人才引进项目，建立普陀特级教师工

作站，领航骨干教师专业成长；打造区内外共同体建

设项目，促进学校领导和教师在教学管理、教学研

究、教学实践上的提升；建设智在阅读应用场景建设

项目，投入300万元打造智在阅读平台，拓展师生阅

读空间等。

“教师培训不只是为了完成学时任务，而是要切

实提升教师专业发展，有效促进海岛教师队伍的稳

定与发展，让办好家门口的好学校成为现实。”区教

育局局长王岳军说，普陀区将奋力打造教师研训金

名片，促进海岛教育优质发展。

遂昌：打造数学“说题小能手”
云微课平台

本报讯（通讯员 叶艳景）“今天，我和大家分享

五年级下册数学课堂作业本第13页的第5小题‘露

在外面的面’。”日前，遂昌县小学数学学科工作室的

公众号推送了“每日一题”，视频中，来自育才小学五

年级学生何乐儿的题目讲解，成为同年级学生课后

辅导的学习素材。

“公众号每天推送6个年级共18个学生数学

‘说题’微课，为更多学生提供展示机会和学习途

径。”遂昌县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郑月娥表示，“双

减”背景下课后作业的分层与拓展设计变得尤为重

要，该县打造数学“说题小能手”云微课平台，引导更

多小学创新教学方式，因材施教。据了解，该县还为

学生印制《每日一题》同步听课记录本，引导学生做

好听课笔记，并推出“说题小能手”PK赛。

“由教师为学生纠错，到学生为同伴讲题，我们

探索为师生搭建‘零距离’的云微课平台。”遂昌县教

育局教研室副主任、小学数学教研员廖凤标说，从日

常调研与教师赛课情况反映出，讲授型教学方式依

然是乡镇农村学校课堂的主要模式。通过打造数学

“说课小能手”云微课平台，引导教师从关注“教”到

研究“学”，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表达能力、思辨意

识，促进学生深度学习。

4月25日，在温州市实验小学的空中农场，
教师正在指导学生给柚子花进行人工授粉。学
校在校内构建生活实践课基地，探索开发劳动
课程，用寓教于乐的方式提高学生的劳动素养，
感受劳动教育带来的乐趣。

（本报通讯员 刘吉利 摄）

缙云县碧川小学近日举行校园马拉松
比赛，全体师生及家长并肩开跑。图为比赛
现场。

（本报通讯员 李 青 杜益杰 摄）

师生家长并肩开跑师生家长并肩开跑

本报讯（记者 江 晨）台州市小

学生均图书量达到42.96本，高于国家

中小学图书馆（室）小学生均图书量25

本……4月23日，台州市教育局发布

《2021年度台州市小学生阅读素养监

测社会版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

告》数据显示，全市小学生整体阅读教

学质量较好，参与调研的小学生中，

84.2%阅读素养达标。

“本次阅读素养监测是基于分析区

域阅读教学中可能出现的问题，通过监

测技术与手段，对学生的阅读素养进行

一次‘健康体检’。”台州市教育监测与

科学研究院院长赵凌云介绍，此次监测

工作以全市小学四年级学生为主要对

象，旨在了解学生的阅读素养水平，发

现影响学生阅读素养的相关因素，并探

讨提升学生阅读素养的有效办法。

据了解，在方法上，此次监测采用

抽样调查规则，抽取了台州市9个县

（市、区）和台州湾新区135所小学的

10355名学生、2917名教师作为监测

对象，并通过学生测试、学生问卷调查、

教师问卷调查及家长问卷调查方式采

集结果。

根据《报告》，小学生阅读的材料

中，阅读频率排名前三的是童话、寓言

故事类，作文集类，漫画书、绘本类；学

校和家庭阅读学习氛围指数都比较好，

相对而言，学校阅读学习氛围比家庭阅

读学习氛围更浓；睡眠时间、性别差异、

阅读指导、参加辅导班与否等都是影响

阅读的重要因素。

“在监测前，我认为学生阅读跟学

校和教师联系紧密，《报告》出来后，我

发现家庭阅读氛围、父母的阅读表现对

学生阅读成绩影响同样大。”路桥区南

官小学校长李勇从《报告》中得知，父母

每周有三天在看书的学生，在阅读成绩

上高于父母每周只有一天看书和父母

每周不看书的学生。“父母阅读时间与

孩子阅读成绩呈正相关。”李勇说。

此外，《报告》也对“双减”背景下，学

生上辅导班与否对阅读成绩的影响进行

了分析。监测发现，上辅导班的学生与

不上辅导班的学生在阅读成绩上并无太

大差异。对此，仙居县横溪镇中心小学

校长蒋燕萍表示，“上辅导班无助于阅读

成绩”这一调研结果，让学校可以在家校

合作中更好地给予家长建议，缓解“双

减”背景下家长的焦虑情绪。

“监测是为了更好地改进。”赵凌云

说，台州市将通过连续3年的质量监

测、跟踪分析和结果运用，形成多方合

力，全面提升学生的阅读素养水平。《报

告》还从社会、学校、家长和学生层面，

对提高阅读质量提出相应建议。建议

全社会营造更浓厚的阅读氛围、完善阅

读资源建设，并推动数字化阅读；建议

学校要加强阅读课程的整体设计、阅读

氛围的精心营造、阅读方法的有效指

导；建议家长要创设家庭书屋、加强亲

子共读；建议学生养成阅读习惯、培养

阅读兴趣、改进阅读方法。

学生阅读素养的一次“全面体检”
台州发布小学生阅读素养监测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