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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乐琼
通讯员 薛丛川

日前，宁波市鄞州区江东

外国语小学200多位五年级学

生怀着愉悦的心情来到横溪镇

司训营，体验军旅生活，接受国

防教育。

为了让学生能更好地走进

这个“没有铃声的课堂”，鄞州

区发布了宁波市首个推进中小

学生研学旅行的实施意见，要求

学校每学年组织安排若干次研

学旅行，为每位学生的全面发展

提供良好的成长空间。

“一直以来，鄞州都鼓励学

生走出校园、走进社会。”该区

教育局党委书记杨飞华说，早在

2014年，鄞州就率先实施了中

小学春秋假，引导学生和大自然

亲密拥抱。在他看来，学生的身

心健康比考试分数更重要，学生

的生命成长比升学更重要。而

研学旅行能让学生在不同的环

境中拓展视野、丰富知识、了解

社会、亲近自然。

记者了解到，自今年 7 月

我省出台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

学旅行的意见以来，各地都在

进行积极探索，尤其是像湖州

市、杭州市上城区、宁波市鄞州

区、温州市鹿城区和龙湾区、嘉

兴市秀洲区、台州市天台县和仙

居县等被省教育厅确定为整体

推进这项工作的试点市县。

除鄞州区外，湖州市、杭州

市上城区、温州市鹿城区等市县

目前都已出台各自的实施意

见。在结合地域特色做好研学

营地基地建设、研学线路设计、

研学实践课程开发建设、活动服

务以及评价平台建设等方面，它

们的动作都不小。

上城区内光杭州市级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青少年教育第

二课堂就有30处，研学旅行资

源非常丰富。对于上城区来

说，如何结合实际、用好资源，

让德育行走起来才是最重要的

一个课题。为此，上城区教育

局鼓励学校主动对接，针对性

地开发主题活动课程。很快，

杭州市新世纪外国语学校对接

南宋遗址陈列馆，打造了“南宋

文化”课程；北师大附属杭州中

学联系海绵学校展学馆，开发

出“五水共治”课程……目前，

该区已构建了 10 个研学课程

建设项目。

湖州市则特别重视设计主

题串联式的研学线路，以整体突

出“生态文化”这一研学旅行主

题。而具体到各县区又有侧重，

比如吴兴区以“特色小镇”主题

为中心，注重围绕诗画文化、溇

港文化等开展活动；南浔区则立

足“水乡古镇”，研究渔文化；德

清县在依托地信小镇资源、突出

科技创新的基础上，又加入了民

国文化、名人文化等。

而在研学线路选择上，鄞州

区积极推动跨区域合作和资源

共享，首批计划打造“非遗之

旅”“国防之旅”“文博之旅”“海

洋之旅”等精品线路。研学旅行

课程强调以“学天下、行天下、

成天下”为主线，根据学段特点

和地域特色，建构“走下课堂、

走出校园、走进社会、走向未

来”的活动模式。

3 年前，鹿城区就启动了

“学生社会大课堂”智能平台的

研发工作，目前平台已经升级为

2.0 版本。青少年学生不分年

龄、区域，可无门槛使用其中的

社会实践资源，同时可选择的实

践资源也从原先鹿城区域内的

20余个基地延伸到市级、省级

甚至国家级的近 200 个基地。

截至今年10月，这一平台已帮

助中小学生完成了近20万人次

的实践活动与记录。该区相关

负责人表示，在今后的研学旅行

工作中，平台可以实现无缝对

接，达成研学活动的记录与评价

功能。

目前，湖州市也正在抓紧建

设“南太湖少年行”微信平台，

计划从研学营地基地信息资源、

实践课程内容、定位扫码实时记

录、学生与基地双向评价等方面

入手，将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与

研学旅行、综合实践活动等结合

起来。该市教育局基教处刘莉

说：“这样一来，有追踪、有提

升，有学分、有考核，既有的放

矢，又能凸显成效。”

研学旅行，各地动起来了

□朱小峰

最近两年，在中小学生的课外培训

市场上，少儿编程像一匹黑马冲了出来，

日渐火热。记者走访了杭州几家少儿编

程的培训机构，每家都有不少家长带着

孩子在试听、咨询、签约。最近就有一位

妈妈在杭州本地论坛上发帖，称自己是

一 位“ 花 3 万 元 给 儿 子 学 编 程 的 傻 妈

妈”。（11月30日《钱江晚报》）

计算机科学定义上的编程是“编写

程序”的中文简称，就是让计算机代为

解决某个问题，对某个计算体系规定一

定的运算方式，使计算体系按照该计算

方式运行，并最终得到相应结果的过

程。可见，真正的编程并不是一件很容

易上手的事情，也并不适合少儿学习。

那么，为什么还有这么多家长送孩子学

编程呢？

按照培训机构的说法，杭州一些民

办初中对在全国性的编程大赛中拿到奖

项的孩子，录取时是有倾斜的；而一旦在

含金量最高的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

克联赛（NOIP）中拿到名次，等于半只脚

踏入了名校。这样的说法，对于望子成

龙和望女成凤的家长来说，无疑是具有

极大的诱惑力。在这个普遍教育焦虑的

时代，一位家长送孩子去学，就会有一批

家长跟风，却不考虑自己的孩子是否适

合学习编程。

事实上，课外培训班的学习，其实是

一种学有余力的补偿性学习，是一种基

于兴趣爱好的再学习。不是每一个孩子

都适合学习编程，必须是有能力并在此

方面有爱好的孩子。编程和奥数一样，

对孩子的理解力和思考能力，都有一定

的科学性要求。数学基础和逻辑思维能

力较弱的孩子，以及年龄较小的孩子都

不适合学习编程。跟风学编程不仅仅是

揠苗助长，还有可能造成家庭经济和孩

子学习时间上的浪费，给他们带去学习

上的失败感和倦怠感。

目前，少儿编程的培训机构所使用

的都是一种叫 Scratch 的教学软件。其特

点是使用者可以不认识英文单词，不使

用键盘进行编程。它实际上是一种游戏

性质的学习，既缺乏一定的专业性，也不

是学习编程所必须经历的过程，因此，这

种培训的水分及其营利目的就很明显。

“外头的想进去，里头的又在后悔”，

这是很多少儿编程培训班的现状。黑马

一样蹿红的少儿编程学习，和曾经火爆

的奥数一样，再一次暴露出家长害怕孩

子输在起跑线上的焦虑心态。家长的焦

虑可以理解，但是孩子的成长与成才是

一个长期的过程。能不能学习编程，什

么时候学编程，既要根据孩子的自身能

力与兴趣爱好，也要符合编程学习的要

求，此事千万急不得。

少儿学编程，怎一个“急”字了得？

□本报通讯员 周雪琴

有的在擦拭木头上面的污渍，

有的抱着一块块小木头送到操场一

角晾晒，还有的在用砂纸磨边……

在江山市礼贤幼儿园，一群教师和

孩子们正在跟一堆小木头“打交

道”，场面好不热闹。原来，他们正

忙着自制木质教具。

礼贤幼儿园是当地第一所“村

建公助，公管民营”的村级幼儿

园。园长吴柳佳说：“我们幼儿园

的性质是普惠性的，要实现‘公办

配置、民办运营、自给自足’的目标

有一定难度。少了点‘开源’的路

子，就要从‘节流’上下功夫，于是

就想到了在自制教具上做文章。”

恰好，省教育厅也出台了政策，明

确鼓励各地幼儿园就地取材，利用

无毒、安全卫生的自然物和废旧材

料自制教玩具。

起初，教师们利用休息时间到

山上采竹子，为孩子们制作竹玩

具，如竹球棍、高跷、套筒、人字梯、

一字梯、小推车、独轮车等。“竹子贴

近我们的生活，就将这些竹制玩具

巧妙地融合到园本课程中。孩子

们在玩中学，可以由浅入深地了解

竹文化。”教师吴倩倩介绍，幼儿园

还专门请制作竹篾艺术品的民间

艺人前来上课，很受孩子们的喜欢。

而随着江山市“学前教育补短

提升”工作的深入推进，购买一套

大型积木用于日常教育教学已被

摆上议事日程。因为，孩子在理解

正方体、长方体面与角的关系、数

量与平衡之间的关系时，仅仅通过

说和看图片，是无法想象的。他们

只有在自己不断建构、拼搭的过程

中，才能真正感受图形之间的奥

秘，为空间几何思维的发展打下

基础。

但采购一套大型积木要7万

元，价格过高，怎么办？江山是浙

西地区最大的木材加工基地，而礼

贤幼儿园所在的贺村镇，每年的木

材边角料多得数不胜数。能不能

来个废物利用？说干就干。木材

拉到幼儿园后，一场“自制教具，变

废为宝”的大行动也随之轰轰烈烈

地展开了。

18名教师、两个大班参与其

中，小班的孩子们也忙着一起收

拾。大班幼儿柴振宇兴致勃勃地

说，能够和老师一起制作玩具，回

头能亲手玩自己制作的玩具，感觉

特别有意思。“考虑到安全，碰到潮

湿天，如果不对木头进行有效的保

护，到来年春天木头就会发霉变

黑。要晾晒三天后，再对木头进行

三次加工，上漆碳化。”吴柳佳说。

负责采购的教师毛淑娴算了

一笔账，80元买了202.5公斤木材

边角料，加上上漆与碳化的人工费

也就1500元左右。最终，礼贤幼

儿园只花费了不到1600元，就拥

有了一套大型积木，整整省下了6

万多元。

一所农村幼儿园的“教具经”

国际健康科学中心落户浙大城院

本报讯（通讯员 李冠琳）近日，浙江大学城市学院与美国罗马

琳达大学、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签署合作备忘录，三方

将联合在杭州建立国际健康科学中心，并构筑长期稳定的战略合

作关系。

据悉，国际健康科学中心旨在引进新兴学科，以提高国内医疗卫

生系统的质量和效率，助力“健康杭州”的打造，推进“健康中国”的目

标建设。此外，三方今后将在师生访学交流、职业发展以及科学研

究、医学教育创新等方面开展合作。

此次合作备忘录的签署是美国罗马琳达大学与浙大城院经过近

两年筹备与交流的阶段性成果。美国罗马琳达大学校长理查德·哈

特在签约仪式上表示，会将美国的新兴学术研究带到中国，助力邵逸

夫医院和浙大城院取得更好的发展。

龙泉成立少年交通警校

本报讯（通讯员 兰盛龙）军姿、队列、交通警察指挥手势操……近

日，来自龙泉城区7所小学的500多名学生顺利完成了半个月的拉练。

这是龙泉少年交通警察学校成立以来首批完成训练的学生。

为了扩大少年警校的影响力，在原南秦小学少年警校的基础上，

龙泉市成立了全市性的少年交通警察学校。相关负责人表示，少年

交警学校的成立，不仅提高了“小警员”和学生的交通安全意识，更能

通过“小手拉大手”提升广大市民的交通安全意识，形成全社会遵章

守法、文明出行的良好氛围。

早在1995年，龙泉市南秦小学就成立了少年交通警察学校，是

丽水市最早的少年警校。20多年来，学校共培养出“小交警”5692

名。一批批学员在这里学习交通法规和安全知识，接受训练，掌握交

警手势操等技能。

江干区成立家长议事委员会

本报讯（通讯员 张宇璐）近日，杭州市江干区成立了首届家长

议事委员会，家长将成为协同育人的智囊团。

首批18位家长委员是从该区8个街道、18所中小学中推荐产

生的，他们从事不同行业，但都怀着对教育的热忱之心。江干区教

育局副局长费蔚说：“家长议事委员将作为智囊团，参与到我区教育

的重大决策中，并起到润滑剂的作用，促进家校沟通。他们还将是

监督教育工作的第三只眼，帮助我们及时发现问题。”

这两年，江干区已经构建了“区—校—班”三级家委会组织，完

善了区级家长学院、校级家长学校、班级家长课堂三级家庭教育载

体的建设；依托省教育技术中心的力量，建立家庭教育资源库和网

上家长学校；持续开展“千名教师访万家”工作，不断拓宽家校沟通

渠道，保障家长对学校工作的知情、参与、建议、监督等各项权益。

11月29日至12月1日，全省高职高专院校“咖啡技能”竞赛在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举行，共有来自全省14所高职院校的49名
选手参加了“意式咖啡”与“创意咖啡调饮”两个赛项的角逐。图为竞
赛现场。 （本报通讯员 姚一娴 王 玺 摄）

日前，由浙江传媒学院
与嘉兴市委宣传部联合打造
的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音
乐剧《红船往事》在嘉兴大剧
院隆重上演。音乐剧紧扣以
首创精神、奋斗精神、奉献精
神为核心的红船精神，真实
生动地再现了97年前具有坚
定信念的革命先驱，冒着生
命危险，冲破重重阻挠，开天
辟地。图为演出现场。

（本报通讯员 潘红霞
鲁嘉玥 摄）

追 踪追 踪热点热点热点热点

南湖畔的一出南湖畔的一出““好戏好戏””

（上接第1版）
以全国教育大会精神统领新时代湖州教育高质量发展，就要始

终把深化教育改革作为根本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决破除

制约教育事业发展体制机制障碍”。为此，我们将全力加快教育现代

化建设，确保德清县创建为全国首批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县。扎实实

施市第三轮教育布局调整工作，着力创设优势彰显、品牌认同、特色

鲜明的市直普通高中新格局。高位推进义务教育标准化学校创建工

作，深入实施智慧校园建设，促进信息技术与教学、科研、管理及服务

等各个环节深度融合。牢牢把握“促进公平、科学选才”的核心定位，

积极稳妥地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在实现全市幼儿园“安吉游戏”

模式推广全覆盖的基础上，着力打造和推介一批在全省乃至全国有

影响力的幼儿游戏精品课程，进一步打造“安吉游戏”国际品牌。推

进研学旅行试点工作，创设“南太湖少年行”研学平台，努力把太湖

“龙之梦”乐园建设成全省乃至全国研学实践教育示范基地。依托全

省首个中小学心理公益微信服务平台“湖州37度心理”，进一步推进

湖州市“心海导航”品牌建设。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进入教育领域，

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教育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