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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懂教育的报刊
《中国教育报》《人民教育》《浙江教育报》等报刊以服务教育、服务教师、服务学生为主要使命，是我省教育战线的重要舆论阵地，

多年来始终坚持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全面构建思想引领、数智集成、融合创新、业态多元的高质量教育宣传集成体系。

《中国教育报》《人民教育》《浙江教育报》均由邮局发行，读者可直接到当地邮局（所）或中国邮政线上商城订阅，省内读者也可以

通过浙江教育报刊总社设在各地的通讯站集中统一向邮局订阅。

《浙江教育报》是我省唯一一份教育类

专业报，是全省教育新闻发布的主阵地、社

会获取浙江教育新闻的主渠道；不仅是省

教育厅指导工作的重要抓手，也是全省教

育系统广大师生员工的挚友和知音。

2023年，《浙江教育报》全媒体平台将在

报道理念、内容生产、传播形态等方面开

展有益探索，重塑新闻生产和传播生态，

聚力打造涵盖报、网、端、微在内的全天

候教育专业媒体。同时，始终坚守主流

价值和专业价值，始终关注浙江教育

改革发展，始终坚持唱响浙江教育主

旋律，始终坚持传播积极向上正能

量，始终努力传递有理论高度和新闻

“鲜度”的好资讯、好声音。

《人民教育》杂志是教育部主办

的全国性、综合性的教育刊物，是教

育部从思想上、政策上、业务上指导

全国教育工作的重要舆论工具，在

教育界具有广泛的影响。《人民教

育》准确、及时地传达党和国家关

于教育工作，特别是基础教育工

作的指导精神、方针政策和工作

部署，报道各地重要的教育情

况，传播教育教学改革新鲜经

验，宣传教育界的先进人物，探

讨教育中的理论和实际问题，

介绍外国教育情况，为广大中

小学校长、教师提高思想业务

素质提供帮助。

《中国教育报》是教育部主办的国

内唯一的教育行业日报，是教育部党组

指导全国教育工作的重要舆论阵地，是

教育新闻的权威和主流媒体，是教育

行政部门和学校教育工作者及时准确

全面了解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

部署、各地教育改革发展和学校教育

教学改革新鲜经验以及国外相关信

息的主渠道。订阅和使用好《中国

教育报》，对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

各类学校领导干部了解党和国家

的教育方针政策部署、提高领导

和管理水平，对广大教师开阔视

野、立足教改学术前沿、提高教育

教学水平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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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江 晨

走进杭州市萧山区湘湖未来学

校，你会被其极具诗意追求的气质吸

引——体现办学理念的“三个人字

形”的校徽设计、多元出彩的课程设

置和学生成长计划，更会被充满科技

气息的内里打动——智能电子班牌、

一体化设计的智慧教室、便于课程教

学的虚拟实验系统……数字场景随

处可见。

建校之初，“数智”就被纳入校园

规划中。在校长叶翠微看来，校园内

的每一个物件都可以是触发点，连接

起背后的一张“数智之网”。

科技应用赋能教学
让个性化教育成为可能

自入校任教以来，体育教师郭

昕宇就习惯带着平板上课。课堂步

骤包括打开平板，点击“智慧体育系

统”，人脸识别每一个学生，开展系

统的体育教学。无须肉眼评判，只

要点开系统，查看一下抓拍画面和

数据记录，学生在长跑、跳远、扔铅

球等项目中的表现，教师就都能掌

握。“通过系统的数据抓取与分析，

学生可以了解自己的学习情况，教

师也可以据此开展个性化、有针对

性的教学。”郭昕宇说。

802班的来熳妮是郭昕宇的学

生，如今的她已经不再为800米总是

“差一点满分”而苦恼。一到体育课，

她就和小伙伴们一同戴上智慧脚环，

连上平板设备后开跑。“通过数据，我

才知道原来自己在600米到700米

这个区间的步频会变慢、步幅会变

小，影响了跑步节奏。”因此，在郭昕

宇的指导下，来熳妮进行了后半程跑

步的技巧训练和心肺功能训练。“现

在我可以轻松‘拿捏’800米！”来熳

妮笑着说。

这样的数字化教学场景在湘湖

未来学校并不少见。“我们在英语教

学中采用了分级阅读系统，教师通过

专业评测掌握学生真正的英语阅读

水平，系统给学生推送与其阅读水平

相适应的阅读内容和巩固练习；在科

学教学中，我们还引入了虚拟实验系

统，让学生可以在规避较高的实验风

险的同时充分体验科学实验的乐

趣。”数智运营中心主任王琦介绍。

今年秋季开学，校内70多间教室

都安装上了智能录播系统，这是学校

在赋能个别学科教学之外，辅助常态

化教学的重要数智行动。值得一提

的是，录播无需人工操作，完全由学

校的“数智大脑”自动根据课表实现

无感化录播，同时系统也会对课件、

板书画面，教师画面及学生画面自动

进行剪辑合成，非常智能。

“学校推行常态化智能录播的意

义是重大的，对于教师而言，特别是

年轻教师，他们可以复盘自己的课堂

教学过程，快速成长；对于学校管理

者而言，可以更高效地实现巡课、督

课及听评课；对于学生来说，如果出

于各种原因无法到校，‘数智大脑’将

会自动推送课堂直播和点播内容，让

学生不落下学习进度。”在王琦看来，

有了这套智能录播系统，学校还可以

对师生课堂行为数据进行分析，不断

改善课堂教学质量，赋能教研。

“未来教育的应有之义在于通过

科技、大数据实现个性化教育教学。”

在叶翠微的设想里，学生在学校能够

获得个性化成长，借助数据平台看到

更大的世界。校园内将会有越来越

多的数智技术应用于教学过程，全方

位记录学生数据。记者了解到，目前

学校正在试点“点阵纸笔系统”，师生

只要使用特定的笔进行答题和批改，

即可无感化采集课前、课中、课后的

学情，实现精准教学。

数智平台辅助管理
让现代校园进阶式呈现

如果学校课表发生变动，如何用

最省时省力的方法让师生适应变

化？湘湖未来学校给出的答案是：打

通各个系统的数据层，借助数据中台

实现“牵一发而动全身”。

所谓的数据中台，指的是“湘湖

未来学校数智校园一体化平台”。这

个平台与学校许多智能物件进行互

联，如每间教室配备的智能电子班

牌。有意思的是，班牌上还会实时呈

现师生上课的场景，只要站在班外，

就可以查看该班该节课的课堂动态。

教师娄海洋既是801班的数学教

师，又是学校的教务管理员。每天，

他都会登录平台查看学校课程安排、

考试成绩管理等页面。此外，他还肩

负着发布小学部和初中部的每周行

事历的任务。“只要在这个平台上发

布，全校教师都能够收到信息，非常

方便。”娄海洋说，平台还会根据教师

的需求不断升级，如在课程安排页面

的“更改课程”就是根据教师的建议

新增的定制化按钮。如今，该平台还

接通了小程序端，教师只要点击小程

序就可以实时操作。

“我们在数智校园的规划上有四

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数字化，也

就是引进各种信息系统、数字设备，

借助智能系统实现数据最大程度

的无感化采集。第二个层次是互联

化，在这一步要实现系统间的联动打

通，解决‘数据孤岛’问题，最终实现

一体化。第三个层次是物联化，也就

是实现万物互联。”王琦告诉记者，目

前学校已有 2000 多个设备实现物

联，应用场景也很丰富。如在能耗管

理方面，每间教室都设有中控设备，

“数智大脑”能够智能判断哪些设备

应该开启，哪些应该关闭，实现“全自

动”管控，打造“低碳”校园。“这样一

来，管理的智慧通过机器实现，就把

人力解放了出来。”

而今，学校的发展脚步正在逐渐

靠近第四个层次——智能化。它既

体现在校园各种场景下无处不在的

“数智大脑”，还体现在人机交互的方

式上，即基于语音交互的人机沟通。

“我们希望以后学校任何一个智能设

备都可以作为人机交互的触点，在一

体化的基础上，让每个教师都拥有一

个‘得力助手’赋能教学与管理，让每

个学生都拥有一个‘伴读书童’陪伴

学习与成长。”王琦说。

“‘数智’二字体现了教育的方

向，我们要用数据平台作支撑，实现

数字技术与现代教育的深度融合。”

叶翠微期待，在不久的未来，“数智之

网”能够遍布校园，渗透在教育教学、

校园管理的各个方面，为自己、为学

校、为社会留下一份沉甸甸的“数据

答卷”。

本报讯（通讯员 朱昶昶）“我的梦，

我主宰，生命因运动更精彩，有梦的年华

最美丽……”11月18日晚，浙江省第十七

届运动会正式开幕，伴随着会歌《金色未

来》响起，会旗在金华市体育中心上空缓

缓升起。镜头扫过会歌演唱者们稚嫩的

脸庞，他们是来自金华市金东区光南小学

的100名学生。

“作为此次省运会全市唯一入选的校

园合唱团，打动开幕式导演组的或许并不

是我们的学生音准有多完美、表现有多专

业，而是他们身上质朴、积极向上的精神

风貌。”光南小学校长李建生介绍，该校有

来自瑶族、回族、仡佬族、侗族等15个少

数民族的学生，生源分布在贵州、四川、

云南等20多个省份，因此合唱团中有近

一半学生是新金华人，他们与父母一起

扎根金华，参与见证城市发展，这与本

届省运会“韵动浙江，和美金华”的主题

相契合，呼应着“友谊与团结、公平与公

正、互竞与共进”的体育精神。

为了能在省运会上有完美的表现，

合唱团的100名成员每天都在导演组的

指导下加紧排练，一趟趟来回走位、演

唱。严格的管理制度和全封闭的排演安

排对于这群平均年龄10岁的学生来说压

力很大，但就算这样，也从未有学生抱怨

或退出。

站在合唱团第一排最左边的宋紫涵

今年只有8岁，是合唱团里年龄最小、个

子最小的学生。虽然聊天时细声细语，

神情腼腆，但随着音乐响起，宋紫涵的身

体立马晃动起来，一双漂亮的眼睛笑成

了一弯月牙，投入的状态像换了一个人

似的。

“学校和家长都很重视这次活动，能

站上省运会开幕式的舞台将会是学生们

一生珍贵的回忆。”光南小学少先队辅导

员杜丽卿说，为了不耽误学生们的学习，

学校还特别组织各学科教师全程跟队，

为学生们做好服务保障。

“这是我经历过的最大舞台，虽然有

点小紧张，但一想到表演时大家能从屏

幕上看到我，就很开心。”来自新疆维吾

尔族的宁献希说，音乐给他带来很多快

乐，参加此次表演，会让他更加热爱音

乐，也会让他在未来的日子里更自信、更

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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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科技融入校园肌理

杭州湘湖未来学校织密“数智之网”

本报讯（通讯员 林希楠）彝族学

生制作坨坨肉，汉族学生包饺子，一起

享受一顿不同寻常的“年夜饭”；篝火升

起，伴着家乡的歌谣，彝族学生展现自己

的舞姿，汉族学生也纷纷上前共舞……

11月18日，一场热热闹闹的庆新年活

动在宁海县技工学校举行。原来，11

月中旬是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庆祝

民俗传统节日彝族年的日子，宁海县

技工学校特意为远道而来的彝族学生

举办了“山海情深，共庆彝族年”主题

活动。

今年9月，21名彝族学生在东西

部教育协作项目的帮助下，背负着自

己的梦想与家人的期望，离开了家乡

普格县，来到宁海县技工学校开启了

求学之路。趁此彝族年之际，学校以

丰富多彩的活动帮助他们更轻松地

度过磨合期。彝族学生吉地什布由

衷地表达感谢：“离乡已有两月，多亏

了老师同学们的照顾，我虽仍然思

乡，却不会孤独。学校给予我们关

怀，帮助我们在这片土地上开启属于

我们的新生活。”

在这不一样的“年味”中，汉族学

生也感受到了浓浓的山海情。学生龚

举鑫说：“从未想过有一天能够与彝族

同学共享彝族美食，一同舞蹈，一同庆

祝彝族年，我定会铭记这样的体验。

如果有机会，我也会带他们品尝我们

这儿的美食，让他们体验不一样的风

土人情。”

山海情深，宁普学子共庆彝族年

为了解次坞打面非遗文化，近日，诸暨市滨江初
中教育集团城东初级中学开设“千锤百打·千锤百炼”
特色劳动课程。“一碗一打一烧”，学生们学习打面文
化，体悟打面精神，在有滋有味的劳动中增强对家乡
非遗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本报通讯员 骆晔锦 摄）

本报讯（记者 杨 倩 实习记者
邓昊冉 通讯员 陆晓彤）日前，桐乡

市濮院茅盾实验小学第二季《出彩少

年秀》在师生们的期待中上线。本季

第一期的嘉宾是 303 班学生梁辰。

镜头前的他有些紧张，但说起自己的

航模设备，从飞机到水火箭，从木质

的、泡沫的到用乐高积木搭的……他

就滔滔不绝。“如果你也喜欢航模，

就和我一起探索吧！”梁辰希望通过

《出彩少年秀》，找到更多志同道合

的好朋友。

402班学生王宏暄是一个不折不

扣的美食爱好者。虽然才上四年级，但

他炒起菜来却是妥妥的大厨，菠萝咕咾

肉、泰式柠檬无骨鸡爪、虾仁菠萝炒饭

等菜式都不在话下。今年5月，作为学

校红领巾电视台和微信公众号同步推

出的新栏目《出彩少年秀》的首发嘉宾，

王宏暄在视频中熟练地展示了切菜、煎

煮、摆盘等技巧，还兴致勃勃地分享了

自己与美食的缘分。

连续跳绳500下，踢毽子500个不间

断，阅读1500多本书，会立体折纸……

在《出彩少年秀》中，每一名主角都有一

技之长。“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有

着各自的闪光点。”学校德育处副主任

陶丹婷说，“学业出彩并不是人生的全

部，孩子们在学业以外的出彩之处，也

应该被大家看见、鼓励。”在征集“出彩

少年”时，学生们那些看着“不起眼”的

“特长”都得到了重视。

校长沈志飞表示，在“让每个孩子

都出彩”的办学理念指导下，学校每年

都会举办阅读节、体育节、艺术节、科

技节等活动，为学生搭建展示的舞

台。随着学校综合素质评价体系改革

的推进，《出彩少年秀》将以更加生动

活泼的方式，发掘和培养更多学生走

向出彩的舞台。

桐乡市濮院茅盾实验小学：出彩少年“秀”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