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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本报讯（记者 金 澜）温州市瓯海

区景山小学的一堂展示研讨课上，没有

听课本和签字笔，听课教师不约而同地

打开手机，一会儿码字，一会儿拍照。

到了下课时间，一份份图文并茂的听课

笔记已经被推送到教研组组长的手机

端。这是瓯海区极富特色的数字化课

堂评价。

瓯海区教育局数字化改革专班工

作人员陆伟坚告诉记者，教师们平时要

参加大量的观课教研活动，难免会发生

忘带听课本、评课本，笔没墨了等情况，

且活动结束后还得花大量时间来完善

材料，着实增加了教师的负担。2021年

9月，瓯海区上线“慧观课”应用，实现课

堂评价数字化，目前该应用已覆盖辖区

内所有学校。

登录“瓯教钉”工作台，打开“慧观

课”应用，教师可选择自己观摩的课程，

自主新建听课记录。教师要从“学生、

教师、空间、成效”4个维度12个指标

打分，这12个指标对应瓯海区“美好课

堂”评价指标体系。每个指标除了打

分，还可以插入文字和图片，完成后点

击保存并归档，应用会自动评级，形成

课堂观察记录。如有需要，可以直接一

键推送给执教教师。教研组组长的权

限更大，可以查看所有教师的听课记

录，并进行归纳总结。温州市瓯海区外

国语学校课程研究中心副主任马金秀

说：“这个应用可是帮了教师大忙，用手

机就可以完成听课记录，还能即时生成

课堂评价，支持随时回看，再也不用担

心资料意外丢失了。”

温州大学附属南白象实验小学以

“慧观课”应用为切入点，开展了数据

驱动下的课堂评价探索。“‘慧观课’

的评课报告里有六维雷达图和建议，

实现了教师即时反馈、板书全局展

示、活动动态累积，使教学评价过程

立体化呈现。”副校长陈建敏说，数字

化评课还减轻了教师面对面评价会

出现的心理压力，有助于营造民主氛

围，大家在线畅所欲言，真实直观的

评价建议能帮助执教教师更快更好

地提高能力。

此外，“慧观课”应用每月还会自动

发布区域课程指数，评选十佳“活力学

校”、十佳“观课达人”、十佳“魅力课

堂”，营造比学赶超的氛围。据了解，截

至6月24日，已有1200多人使用“慧观

课”应用，累计观课次数1.1万余次。

□本报记者 江 晨

宁波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的

师生对宁大在6月23日公布的公开

招聘拟聘用人员公示名单上“尤阳”这

个名字非常熟悉。从攻读硕士研究生

到博士毕业，尤阳在信息学院待了6

年。如今，他的身份将从学生转变为

教师，延续在宁大的时光。

尤阳说，选择留校任教，这份坚定

来源于学院的良好氛围和导师们的榜

样力量。自2019年入选教育部第二

批“全国党建工作标杆院系”培育创建

单位以来，信息学院党委以党建和业

务深度融合为主题，强化“党建+”专项

行动，提升党建引领力。其中，“党建+

人才培养”双融双促的工作模式，为学

院创新型人才培养注入了新的动力。

“学院党员数量多，党建氛围浓。

这几年，我们不仅在制度上把牢思政

教育方向，推进课程思政建设，还积极

结合学院特色，构架‘思政教育+创新

创业’新模式。”信息学院党委书记王

伦耀告诉记者，学院党员教师们率先

垂范，将思政教育融入特色双创教育，

吸引了许多学子加入实践。

2021年10月15日，第七届中国

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落下帷幕。宁大信息学院“星路通信”

团队荣获国赛高教主赛道金奖。作为

项目负责人，尤阳在导师黄季甫的指

导下，带领另外14名成员共同完成项

目。此前，他们已分别在5月和7月顺

利通过校赛与省赛的选拔。

“2015年，黄老师通过国家高层次

人才特殊支持计划从美国回国任教，

在项目准备过程中，除了经常引导我

们深入一线了解产业技术，他还会讲

述自己从学生成长为讲师的经历。这

给我很大的启发和帮助。”尤阳说，虽

然在科研工作中会遇到很多难题，但

导师时常会鼓励他们，那份爱国情怀

也让他们更加坚定。

“学院为学生专门打造了一个双

创空间、一条创新创业长廊和一条学

院文化长廊。通过硬件的配套营造

‘渗透+体验’的思政育人环境。此

外，学院党委还联合社会企业力量共

建了许多产学研基地，为学院学子提

供了实训平台。毕业校友也积极与

学院加强联系，发挥传帮带作用，支

持在校生创新创业。”信息学院党委

副书记陈海明说，通过育人模式与硬

件设施的双向加持，学院在这些大赛

中也取得了不少好成绩。近3年，学

院在“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中获国奖 3金 3银，省奖 7金 8银 3

铜；在“挑战杯”上获国奖2金1银1

铜，省奖特等奖3项、一等奖5项、二

等奖2项。

其实，在学院里，和尤阳一样感

受到榜样力量的学生不在少数。自

学院2019年构建“知行永新，E心向

党”思政系列讲堂第二课堂以来，每

个月都会有学院党委书记、党委副书

记、党务工作者等集体备课，面向学

院所有学生现身说法，丰富理论学

习。在这样的氛围中，学生们不断成

长。这是信息学院做好人才培养的

又一途径。

“一方面，学院会宣传一些党史党

建方面的内容；另一方面，我们也会挖

掘优秀师生的案例，将思政元素融入

日常教育，培养身心健康的爱国主义

者。”王伦耀介绍，最近学校刚刚评选

出首届十佳研究生，信息学院学生任

鑫伟光荣入选，他携笔从戎、抗洪抢险

的英勇事迹让许多学生受到鼓舞。此

外，学院还专门设立了心理辅导中心，

对学生进行心理辅导。据了解，自

2019年10月以来，该思政系列讲堂

累计授课650多讲，讲授主题530多

个，参与人数3万余人次。

前不久，宁大信息学院党委通过

了教育部第二批“全国党建工作标杆

院系”培育创建单位验收。学院将继

续完善“智慧党建”工作平台的建设，

通过线上平台与线下活动的双向促

进，在人才培养及其他“党建+”工作

模式上更进一步。

而对于尤阳来说，将思政教育融入

教学课堂，践行学院人才培养模式，培

育具有责任感和创新力的青年人才，将

是他成为教师后的首要育人目标。

本报讯（记者 金 澜）暑假临近，

杭州市鸟类与生态研究会理事长、浙江

自然博物院研究馆员范忠勇格外忙碌，

不少街道和社区都向研究会的“浙江飞

羽课堂-生物多样性科普教育”项目团

队发出邀请，希望团队成员能为暑托班

的学生带来公益科普讲座。

“以前认为鸟叫声都差不多，可细细

一听，发现不仅不一样，叫声里还蕴藏着

这么多秘密，我们要保护好这些小精

灵。”杭州天杭教育集团的学生们听完

《鸟儿鸣声知多少》讲座后发出由衷感

叹。生动有趣的讲座令学生们大开眼

界，也对如何保护生态环境有了更深的

理解。“西湖边鸳鸯一家是我们的好邻

居。”杭州市勇进实验学校五年级的学生

们提议，在景区立上“保护鸟类，人人有

责”的宣传标语牌。

范忠勇说，“浙江飞羽课堂-生物

多样性科普教育”项目通过组建专业的

讲师团队，筛选、搜集富有浙江地方特

色的鸟类科普素材，形成既有专业性又

有故事性的科普课件集，走进校园进行

公益宣讲，激发学生们对生物多样性保

护的兴趣，增进对生物多样性知识的了

解。“在活动中，我们发现学生的参与度

特别高，且杭州不少小学成立了观鸟社

团，学生们也希望得到专业的指导和帮

助。”范忠勇介绍，研究会成立后，经常

到省内景区开展公众观鸟活动，还协办

过杭州市小学生观鸟赛。“双减”落地

后，学生们缺少一个走进大自然、了解

生态文明知识的渠道。于是，研究会就

开发了飞羽课堂。

据介绍，受邀担任首批讲师的有鸟

类学研究工作者、媒体从业人员、企业

高管、自由职业者等，尽管他们的身份

各异，但都是资深的鸟类观察爱好者，

具有多年的观鸟经验，大家根据自己的

擅长领域各自准备了主题讲座。既有

专门介绍一种鸟的《追寻“神话之鸟”》

《鸳鸯和西湖的美丽故事》《震旦鸦雀和

它的家园》《松阴溪上的中华秋沙鸭》，

也有通识讲座《鸟类鸣声知多少》《鸟类

观察和观鸟笔记》《古诗词里的鸟类》

《鸟类与植物的关系》……学校只要关

注研究会官微、填写信息，对应的讲师

就会送课上门。

目前，2021—2022学年的第一期

项目已经结束，8名讲师在省内3个地

市的22所小学和社会机构开展了25场

鸟类科普讲座，现场及在线听课师生数

超过5000人。团队还录制了3节视频

课，后续将在官微和其他平台上线，省

外的鸟类爱好者也可以参与进来。范

忠勇透露，在阿拉善SEE江南项目中心

的资助下，目前第二期项目已在筹备

中，未来将吸纳更多讲师，走进更多学

校、社区、企业，将爱鸟护鸟共享生态文

明的理念传递给更多人。

课堂评价实现数字化
温州瓯海区推出“慧观课”应用为教师减负

构建“党建+”专项行动范式
宁大信息学院为人才培养注入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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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羽课堂带学生探秘“鸟精灵”

义乌工商职院打造
“四位一体”实习就业平台

本报讯（记者 江 晨）近日，义乌工商职业技术

学院通过现场直播形式举行2022年实习就业供需对

接会，积极为学生打造“四位一体”的实习就业平台。

“此次对接会旨在进一步搭建政、校、行、企‘四

位一体’的实习就业供需对接平台，更好地解决企

业用人需求，助力毕业生更高质量更充分就业。”义

乌工商职院院长马广介绍，实习就业供需对接平台

面向全校学生开放，学校的课程建设、与企业的合

作项目等都会通过该平台开展。

活动现场，学校与各地人社部门分别进行了校

地人才合作基地揭牌和校企合作签约仪式。同时，

义乌工商职院部分二级学院负责人和企业代表分

别对学生实习就业情况、企业用人需求进行了介

绍，现场还举行了就创业实习基地授牌仪式。

据统计，本次活动各学院与76家企业达成了

实习就业合作意向，现场签订校企合作协议4家，

就创业实习基地授牌15家。义乌工商职院创业管

理处副处长余雅晶表示，这类小型招聘会将会持续

1~2个月，与企业的合作对接今后也会朝着常态化

方向发展。

杭州拱墅区构建
“1241”区域校园足球新模式

本报讯（记者 舒玲玲 通讯员 沈星凯）
6月28日上午，杭州市拱墅区校园足球现场会暨拱

墅区校园足球俱乐部成立仪式在长阳小学举行。

会上，拱墅区宣布成立校园足球俱乐部，首批

会员单位共有57所中小学、幼儿园。其中，景成实

验学校、长阳小学和桃源幼儿园分别出任中学、小

学和幼儿园学段的首届理事长单位。

记者了解到，为推进“校园足球发展计划”，建

设区域学生体育运动品牌，拱墅区将以校园足球俱

乐部为载体，推动构建“1241”区域校园足球新模

式。具体包括：推进1项校园足球精品赛事“运河

杯”，规范落实班级、年级、校级的三级联赛机制；建

立线上“课宝”和线下“足球交流圈”2个资源共享

平台，共享师资、场地、文化、课程，形成浓郁的校园

足球运动氛围；创新“球员排行榜”“积分晋级制度”

“球星养成计划”“梯队建设制度”4大足球人才培

育机制，为孩子足球运动成长提供平台和通道；打

造1个区域运动品牌项目“拱墅区校园足球俱乐

部”，扩大校园足球普及面和参与面。

据介绍，拱墅区目前共有全国足球特色学校

（幼儿园）25所、省级特色校园11所、市级特色校园

27所。“我们将以校园足球为突破口发展校园体

育，悉心营造足球氛围、培育足球文化，让校园成为

培育足球人才的沃土。”拱墅区教育局副局长刘志

华说。接下来，该区还将陆续成立篮球、羽毛球等

校园体育俱乐部。

嘉兴南湖区：
博士服务站为高考生支招

本报讯（通讯员 周明丽）6月23日晚，嘉兴

市南湖区湘家荡三家浜社区博士服务站活动室内

灯火通明。围绕高考志愿填报和大学生活，来自

南湖实验室和南湖研究院的科研工作者龚翔、鲁

萍和杨邦诚与数十名今年参加高考的青少年及其

家长真诚交流。

三家浜社区博士服务站由湘家荡管委会、南

湖实验室、南湖研究院、三家浜社区四方共建，是

浙江省首个博士社区服务站，旨在推动人才更好

地融入当地生活，实现人才交流与培养、学生就业

与创业、文化传承与发展、党团建设等方面的产学

研融合。服务站自4月30日成立以来，每月都组

织“新两院”硕博人才进社区开展服务，仅讲座今

年就安排了10余场。

眼下，博士服务站正从社区学生和家长感兴

趣的科普讲座入手，打造科普基地，点亮青少年科

学梦想的星空。此外，服务站还制定了5~10年的

服务计划，除了科普讲座外，还考虑举办实验室开

放日活动，帮助湘家荡区域的青少年们养成爱国、

立业、爱家的美好品质。

暑期是儿童安全事故的高发期。6月24日，温
岭市箬横镇妇联、团委、关工委联合箬横镇乡村七巧
板爱心服务社走进该镇中心小学开展“快乐假期，安
全先行”毕业生暑期安全教育活动。图为学生在体
验小交警。

（本报通讯员 朱国兵 朱芷萱 摄）

快乐暑假
安全先行

（紧接第1版）要加大政策迭代，激发人才创新活

力，坚持问题导向，深化人才管理机制改革，创

新人才评价制度，不断健全人才评聘机制，破除

人才评价“五唯”倾向，加快建立以创新价值、能

力、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要坚持靶向

发力，聚焦需求精准引才，主动对标国家与省委

的重大需求、学校发展的重点领域，紧密结合学

科专业建设所需、科研平台提升所求，科学编制

人才引育规划，增强人才工作的前瞻性和科学

性。要落实服务保障，系统重塑人才生态，着力

优化人才工作软硬环境，建立实施“人才服务专

员”“人才服务绿色通道”等制度，努力营造识才

爱才敬才用才的浓厚氛围，以更优的政策、更大

的活力吸引全球顶尖人才集聚。

国投科创总经理沈伟应邀出席会议并作高

层次人才引育辅导报告。

省委组织部人才办负责人，省教育厅人才

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全省高校人才办主任参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