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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教育部、国家语委印发《中华
经典诵读工程实施方案》，通过开展经
典诵读、书写、讲解等文化实践活动，引
领社会大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更好地
熟悉诗词歌赋、亲近中华经典，更加广
泛深入地领悟中华思想理念、传承中华
传统美德、弘扬中华人文精神。

实施方案的工作目标是，到 2025
年——

■使社会大众尤其是青少年更加
热爱中华经典，语文素养和语言文字应
用能力显著提升，具有较强的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规范意识和自觉传承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意识，普遍具有高度
的语言自信和文化自信，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普及率进一步提升；

■学校和社会中华经典诵读活动
广泛开展，成为品牌，形成长效机制；

■贯穿大中小幼的中华经典教育
体系基本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
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得到
进一步挖掘诠释，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
代风采，中华经典教育、诵读、书写、讲
解资源基本满足全社会的学习需求；

■中华优秀语言文化的国际传播
更加广泛，全球中文学习者大幅增加，
以语言通促进民心通，助力“一带一路”
建设，用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传播
中国思想理念，为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
打下坚实语言基础，建成与综合国力相
适应的语言文化强国。

实施方案要求，加强组织领导，发
挥专家力量，整合社会资源，保障必要
经费，积极引导和鼓励社会各方力量参
与工程建设实施，献智献力，共同推动
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来源教育部新闻办 微言教育）

让广大青少年亲近中华经典

□本报记者 白莲

“仅凭对教材的烂熟于胸
来上课，不能算是一名好教师，
也绝对成不了一名优秀教师。”
这是赤峰市田家炳中学的生物
教师席德强经常说的一句话。

席德强是中学生物学正高
级教师、特级教师，自治区中学
生物学科带头人，也是中国科
普作家协会会员。经历多年的
高中生物教学，席德强慢慢开
始重新思考课堂教学的意义。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生
的兴趣如何调动？”随着教学改
革的新理念、新课堂教学要求
和标准的提出，席德强成了课
堂教学改革的积极参与者。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
者不如乐之者。”从“发现”开
始，席德强引领学生进入一个
个奇妙的生命世界，去体会科
学的魅力，感受大自然的和谐
与美丽。

生物课上，学生们普遍反
映，人体中8种必须的氨基酸这
个知识点很难记，席德强就用
这些氨基酸的第一个字的谐音
编了一个顺口溜：“写一两本淡
色书来”，就是：缬氨酸、异亮氨
酸、亮氨酸、苯丙氨酸、蛋氨酸、
色氨酸、苏氨酸、赖氨酸。育种
问题是生物高考重点也是难
点，席德强就和学生探讨杂交

育种的过去与现在，从育种的
起源、发展到进步，归纳了杂交
育种的历史，找出了规律，建构
了知识体系。

踏实的理论修养结合常年
一线教学的实践，让席德强的
课堂教学既能高屋建瓴地用实
例解释生物学教学中的重大理
论，也能见微知著地用身边的
小事引导学生深入思考。

“学习就这样轻轻松松，教
育就这样自自然然。”席德强总
能把枯燥无味的书本知识变成
学生们眼中最有吸引力的世
界。

经过多年的积累、思考和
提炼，席德强将生动有趣的生
物学资料整理成册。他创作的
科普读物《迷人的生物学》被自
治区科技厅评选为 2017 年自
治区优秀科普作品；科普图书
《改变世界的一粒种子——记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被科
技部评选为 2016 年全国优秀
科普作品；《追寻科学家的足
迹——生物学简史》入选中
科院 2012 年中文科技史图
书……

如今，席德强的生物教学
和生物学科普工作，正影响着
越来越多的青少年，让他们更
加热爱科学，热爱大自然。生
物的世界如此奇妙迷人，引领
青少年走进迷人的生物世界，
席德强还在努力前行。

走进奇妙的生物世界

□本报记者 刘志贤

刚一开学，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敕勒川绿地小
学的副校长、一年级6班的语文老师郝斯琴就给
学生们列出了阅读书目，并要求学生统计好各自
一学期的阅读量。除推荐书目外，学生还可以根
据自己的喜好继续阅读并统计阅读量。阅读情
况将计入对学生的综合考核范围，作为学生学期
末语文考试成绩的一部分。

绿地小学将阅读计入语文评价体系的做
法，源于当地教育局的评价改革。据了解，从上
学期开始，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教育局教研室在
辖区学校一、二年级实施《基于〈语文课程标准〉
部编教材学生学业评价方案》，评价形式的创新
之处在于，从试卷评价和综合评价两个方面测
评学生一学期的语文学习情况。其中，试卷评
价70分，占总成绩的70％，主要从基础知识方
面考查学生的语文学习情况；综合评价30分，
占总成绩的 30％，从查字典、朗读、背诵、课外
阅读等 4 个方面考查学生运用语文的综合能
力。“这样的评价方式改变了以往仅凭一次考
试、一张卷子评价学生的方法，查字典考查学生
使用工具的能力，朗读培养学生说话及体态语
言的表达等，背诵考查课内积累情况，课外阅读
考查的是课外知识的积累情况。总的来说，对
语文学业评价方式的改变旨在促使学生语文素
养的提高。”赛罕区教育局教研室语文教研员白
莉萍介绍。

评价方式的改变得到了老师、学生的肯定。
郝斯琴已经从事小学语文教学20多年了，是呼
和浩特市小学语文学科带头人，她说：“与过去的
结果式评价方式不同，现在也注重对学生的过程
性评价。学生和家长更加重视语文综合能力的
培养了，尤其在阅读方面，一些家长不再称孩子
的课外阅读为‘读闲书’了。”赛罕区大学路小学
三年级 3 班的田鑫上学期期末考试语文考了
99.5分，其中综合评价部分是满分，她很喜欢现
在的考试形式。“综合评价部分第一次不过还能
再考第二次、第三次，它不像试卷考试那样一锤
定音，所以同学们都积极努力地要拿到这部分成
绩。”她说。

据了解，随着部编本教材的使用范围不断扩
大，赛罕区的语文学科评价体系改革将逐步覆盖
辖区小学的全部年级。

其实，随着近些年国家课程改革的不断深
入，我区一些学校对于学生综合能力评价的探索
也在逐渐铺开。上学期末，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
胜利街小学一年级就进行了一次没有试卷的期
末“乐考”，即让学生在情境活动中通过闯关来完
成期末考试。该校“乐考”教研团队确立了语言
与人文、阅读与表达、思维与运用、艺术与审美、
体育与健康、生活与技能等6大板块的知识和技
能考察，涵盖了语文、数学、音乐、体育、科学、道
德与法治等6个学科。一年级全体学生在音乐
之声、积累能手、字形魔术、乐读天地、小鬼当家、
生活能手、绳舞飞扬、绘声绘色等8个区域模块
中闯关，他们以单人方式、两人合作、小组协作等

形式，在与学生考官、教师考官、家长考官的交
流、互动中闯关，在情境体验与跨学科整合中快
乐学习。

其中，在生活与技能板块的“生活能手”考查
中，要求学生以单人方式叠衣服，小组合作说说
如何区分水与洗手液，培养他们的自理能力和科
学知识。在体育与健康板块，设置了“绳舞飞扬”
模块。两个小组同学入场后向考官问好并分立
两侧，考官发出一分钟跳绳的口令，一组学生跳
绳，一组学生数数。结束后，学生列队依次到考
官前报数，最后致谢并有序退出考场。这个板块
把对体育、数学、语文3个学科的考查有机整合，
既把知识能力、体育健康、生活运用相融合，还与
学生的表达沟通、言行得体、交流合作等综合素
养相整合，从而落实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中的“学
会学习”和“健康生活”。学生如果在“乐考”中挑
战不成功，可以进行第二次、第三次，还可以求助
现场的教师考官、家长考官或同学，而传统试卷
上的分数也变为了通关卡上的大拇指、微笑、加
油等表情，这些表情分别表示“你真棒！”“还不
错！”“加油喽！”

“‘乐考’带来的不仅仅是考试形式的变化，
更是对学生综合素养的考查。它将传统试卷考
试给学生带来的紧张甚至焦虑情绪一扫而光，学
生在特定情境中运用所学知识解决生活实际问
题，让他们感受到了学习知识是有用的、快乐的，
学习也可以是不以分数论英雄的，真正做到了培
养学生的综合素养。”胜利街小学校长杨玉香深
有感触地说。

在距离海拉尔区胜利街小学两千多公里
外的鄂尔多斯市康巴什第一小学，也在践行着

“以真爱育真人”的多维度评价学生办学理
念，将学生的成长与发展放在首位。培养什
么样的人，就需要设置什么样的课程，课程建
设是康巴什第一小学的重中之重。学校着力
将国家课程校本化，在国家课程的基础上，注
重阅读和实践，倡导读好“有字书”和“无字书”
两本书，打通了课内与课外，变“教科书是学生
的世界”为“世界是学生的教科书”，形成了阅
读与实践体验相结合的知行合一的课程体
系。与之相对应，对学生的评价体系着重从
书面阅读与实践活动两方面进行。其他学科
也开展了校本拓展课程，体育开设篮球、足球
课程，音乐开设合唱和名曲欣赏课程，美术开
设油画和名画欣赏课程，科学开设科学小实
验课程等，全部纳入评价体系。学校还特别
重视个性化课程的建设，开设了体育、人文、
科学、艺术四大类共 32 门兴趣活动课程，每
位学生都要选择一门适合自己的兴趣课程，
这也是评价学生的项目之一。多元综合的评
价方法，促进了课程的实施，更促进了学生的
全面发展。

今年发布的我国首份《中国义务教育质量监
测报告》中，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的主要发现
包括“学生学业表现良好，综合应用能力相对薄
弱”。看来，在新课改背景下，改革学习评价促进
学生能力培养已成为教师、学校、家长、学生、社
会亟需树立的观念了。

我区多地探索对小学生综合能力进行评价我区多地探索对小学生综合能力进行评价

□本报记者 刘志贤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黄云霞
很喜欢用这句诗来形容她所从事的特教
事业。

2000年，从特教师范学校毕业后，
黄云霞回到家乡成为了鄂尔多斯市特
殊教育学校的一名特教老师。那时，
学校真可谓是“养在深闺无人识”，就
在东胜城区的一个小巷子里，有一栋
老旧的教学楼，一片不大的操场，寥寥
几个老师。

从教近20年，黄云霞目睹了特教领

域的一步步变化：特教学校越办越好，接
受特殊教育的学生越来越多感受到党和
国家以及社会大众的关心和关爱。一系
列关于办好特殊教育的政策、制度相继
出台，国家、地方各个层面对特殊教育的
重视程度越来越高。乘着政策的春风，
黄云霞所在学校的办学条件也越来越好
了。2010 年，学校迁入新校址，占地
59.6亩，建有教学楼、宿舍楼、体育馆，以
及残疾人就业指导培训中心、职业教育
实训基地等近2万平方米的教学场所。
各类功能设施应有尽有，有听力检测室、
耳膜制作室、个训室、家政体验室、生物
标本室、感统教室、多感官训练室等15

个功能教室。
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有特殊教育需求

的学生，学校在办好9年义务教育的同
时，推动特殊教育向两头延伸，先后开办
了聋人高中、启智职高和学前康复班，开
设了听力障碍、视力障碍、智力障碍、孤
独症、脑瘫和多重残疾等6个教育类别，
涵盖学前到高中、残疾人短期职业培训
等多个教育阶段。硬件提升了，学校的
教师队伍从数量到素养上也有了很大的
提升。现在，学校有一线教师近百人，其
中研究生学历6人，本科学历67人，专
科学历20人。黄云霞和同事们还被派
到全国各地培训学习，提升专业素养，更

新教育理念，为在校学生更好地接受教
育提供了保障。

随着办学水平的提高，学校的知名
度也越来越高，不少来自山西、陕西、宁
夏等周边省区的有特殊教育需求的学
生也慕名来到了黄云霞的学校求学。
更让黄云霞欣慰的是，特殊教育受到了
越来越多的关注。她说，一次坐出租
车，当司机知道她是一名特教老师时，
对她竖起了大拇指说：“你们都是好样
的。”家长们也更加意识到特殊教育的
重要性，很多家长不远千里把孩子送到
学校，就是为了让他们接受高质量的康
复和教育。

在特殊教育的岗位上，黄云霞深深
感觉到“被需要的感觉真好”。她深知，
特殊教育需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例如
各地特殊教育学校普遍数量少、规模
小，特殊教育服务与特殊学生日益增长
的教育需求还有一些差距。不过，亲历
了特殊教育这些年发展变化的黄云霞
坚信，特殊教育的前景一定会越来越
好。

看着自己的学生有尊严地生活着学
习着，黄云霞很知足。她说：“这些接受
特殊教育的孩子们是折翅的天使，我愿
意一直做他们的翅膀，坚守特殊教育这
块阵地。”

经历

特教老师的特教老师的幸福幸福与与荣光荣光

日前，浙江省教育厅出台加快建
设“清廉学校”的指导意见，对学校治
理、师德师风、学业管理等多个方面
提出了具体要求，其中特别强调要把
各类“小微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意见明确，各级各类学校要梳
理编制“小微权力”清单，规范教育、
管理、服务各个环节的标准和要求，
坚决清除学生和家长有苦说不出、
敢怒不敢言的“眼中钉”“心头痛”。
坚决遏制“家长作业”和家长辅导作
业负担过重的倾向。规范各类评比
表彰和奖惩制度，让奖惩体现公平
正义。 （来源《中国教育报》）

武汉一高校
设立勤劳奖学金

今年新学期开始，武汉生物工程
学院首次设立勤劳奖学金。该奖项
的评选条件中，专门强调是“非家庭
经济困难认定库内学生”。据介绍，
该校每年奖助学金总额超过2000万
元，针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设置了
多类奖助学金和勤工助学岗位，这对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起到了很好的资
助、激励和引导作用，设立勤劳奖学
金则旨在激励引导占多数的“非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来源中国新闻网）

浙江编制
校园“小微权力”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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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呼和浩特市玉泉区
南茶坊小学开展“急救知识进
校园”主题活动，医务人员现
场向小学生传授心肺复苏、包
扎等应急救护常识技能，提高
孩子们的紧急避险意识和急
救能力。

本报记者 安寅东 摄

学习急救知识

日前，呼伦贝
尔 市 陈 巴 尔 虎 旗
第 一 中 学 举 办 了
主题为“青春在校
园激扬 梦想在心
中放飞”的校园文
化 艺 术 节 文 艺 汇
演，学生、老师、家
委 会 成 员 均 有 精
彩节目上演，丰富
了 校 园 文 化 生
活。

杨晓 摄

文艺汇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