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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武怡晗

500多年前，王阳明游历家乡余

姚，在中天阁收徒开讲，以“致良知”“知

行合一”等阳明心学精髓，传道授业解

惑；500余年后，余姚市教育局“同道

人”读书会在中天阁论道，探讨阳明文

化如何融入教育发展……

“王阳明丰富的教育内容、鲜明的

教育原则、多样的教育方法、鲜活的儿

童观，都有待于阳明故里的教育人继承

和发展。”余姚市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

王胜战说，作为阳明故里的教育人，更

应继承好、传承好，甚至创新发展好阳

明心学。

近年来，余姚市教育系统发挥文化

育人功能，以王阳明教育思想的传承和

发展为引擎，秉持“文化浸润每个生命

幸福生长”教育理念，发挥学校弘扬传

统文化的主阵地、主战场作用，探索传

统文化进校园的余姚路径。

以文化人
“关键少数”带动“绝大多数”
作为余姚文化“金名片”，阳明文化

蕴含丰富的教育资源。但如何让“高高

在上”的哲学思想为师生所接受？又如

何让这一优秀传统文化深入课堂，发挥

当代价值？

“要倡导文化的教育，教育的文

化；更要思考拥抱、传承什么样的文

化，重点是思考如何做好文化育人。”

王胜战说，余姚市教育局对全市122

所中小学校摸底后发现，以余姚历史

名人命名的学校有33所，其中，以“阳

明”命名的达到12所。此前，虽然学

校对传统文化价值形成共识，但不少

学校缺乏统筹协调、规划引领，且各校

处于单打独斗的状态，难以形成高效

的校际联动，更难在县域内形成规模

化的集聚效应。

搭乘市级层面推进阳明文化的

东风，去年，余姚市教育系统公布首

批33所名人文化培育学校联盟校的

名单，其中阳明文化培育学校有 12

所。“我们的名人文化培育学校突出

‘同道人’的概念，让联盟校在阳明文

化探究上携手并进。”余姚市教育科

学研究所所长郑水军介绍，在余姚市

委宣传部协助下，联盟校有了涵盖教

育、社科联等部门的专家团队，市教

科所也安排专职教科员担任联盟校

的联络员；同时，在联盟校层面，市教

科所定期组织参观交流、征文活动，

帮助学校提炼办学理念、丰富校园文

化内涵。

不仅请专家、建平台，余姚市教育

局还抓好“关键少数”，在校长层面成立

“同道人”阳明文化学习联盟，通过读书

会的形式，组织校长“打卡”学习，深入

研读王阳明的“致良知”“知行合一”等

教育理念。翻开手机里“百日学阳明”

的心得记录，余姚市第三中学校长赵仲

华回想起走访阳明故居、阳明讲学遗址

和诵读阳明心学的经历，“从最简单践

行不说谎、不抱怨、尽己责开始，学习也

是自我认知提升的过程。只有校长心

中有阳光，才能去温暖一所学校”。

纲举则目张，在校长们的示范带动

下，各校纷纷成立“同道人”读书会，开

展校领导率先学、行政人员跟进学、全

体教师自主学等活动，越来越多的一线

教师品读阳明思想，形成了学校“致良

知”学习共同体。

“学谦恭，循礼仪；节饮食，戒游戏……

王阳明家训《示宪儿》三字一句，韵律和

谐，句意明确，低段学生也可以学习。”

今年8月中旬，在联盟校研讨活动上，

入职3年的陆埠镇中心小学教师王瀛

苑登上讲台，分享将阳明文化融入低年

级段德育教学的思考与做法。这让台

下教师们眼前一亮。“我们很欣慰地看

到，年轻教师也有兴趣研究阳明文化。”

郑水军说，眼下，一批批像王瀛苑这样

的90后教师脱颖而出，成为研究阳明

文化的主力军。

以德育人
“融入教学”推动“落地生根”
“去哪里能买到正式读本？”上学期，

读完《图说阳明》电子试读本后，余姚市

丰北小学不少家长询问校长王红专。“读

本图文并茂、通俗易懂。学校以新居民

子女为主，尽管很多家长没有了解过王

阳明，但是也能和孩子一起阅读。”王红

专是读本的编委之一。他说，全书经过

团队精细打磨，通过形象生动的画面、简

明扼要的文字，用14个章节再现王阳明

的一生，每章包含导语、绘本阅读、活动

分享、古迹研学等内容。

传统文化进中小学课程、教材，

“进什么、进多少、如何进”一直是困

扰学校的难题。去年6月，余姚市教

育局牵头组建了一支由专家学者、

一线教师组成的创作团队，历时一

年编写了《图说阳明》《寻迹阳明》

《感知阳明》《品读阳明》4本以阳明

文化为主题的地方教材。“课本紧贴

一线教学，根据不同学段学生的年龄

特点，4本教材的内容各有侧重且有

序递进，力求以学生们喜闻乐见的方

式，将阳明文化融入校园生活。”郑水

军说，余姚发挥好学校的主阵地作

用，通过市级层面校本教材，将阳明

文化融入学校教育教学、课外实践、

生活美育等环节。

“在高中段《品读阳明》的教学设计

中，我们就结合高一语文必修上的《家

乡文化生活》章节，落实相关教学计划，

不增加学生学习负担。”读本编委之一、

余姚中学教师程载国说，高中是学生思

想道德形成的关键期，读本不仅优选反

映王阳明自强不息生平、“致良知”思想

的古文，还从语文延伸到德育，突出立

志的重要性。同时，对应新课标中学生

核心素养的要求，在课后作业设置上凸

显思辨性、实践性。“教材中有个问题是

‘查阅王阳明离开余姚多少次’，这就要

求学生有探究精神，并在探究的过程中

深化对家乡的认知。”程载国说。

为了引导学生在“知行合一”中，沉

浸式了解阳明文化，余姚市构建起社会

实践的文化大课堂。学生可以带着《寻

迹阳明》一书，选择余姚教育、文化、旅

游、共青团等部门遴选建设的“文化之

旅”研学旅行基地，探访“阳明文化之

旅”研学旅行精品线路。

新学期，在龙泉山上的王阳明故

居，来自兰江中学的新一批“小小讲解

员”上岗。在余姚博物馆的助力下，以

馆校共建的方式，兰江中学成立阳明文

化宣讲团，由学生担任志愿者，定期参

与“阳明文化我传承”活动。在阳明故

居里，不仅有中学生讲解，还常有幼儿

园的小朋友探访。“孩子们对家乡的了

解，就是从龙泉山开始的。”余姚市机关

幼儿园园长袁鲁说，学校位于龙泉山脚

下，他们每周组织幼儿爬山锻炼，并探

访阳明故居、中天阁等古迹。“我们会玩

‘寻找阳明先生的雕像’‘数一数故居房

间数’等游戏，孩子们也会发出‘为什么

阳明先生的家这么大’‘为什么他的衣

服与我们不同’等问题。”袁鲁说，结合

幼儿认知，幼儿园构建起基于阳明文化

的人文、数学、科学等游戏课程。

（下转第2版）

“知行合一”学阳明
——余姚探索传统文化进校园新路径侧记

本报讯（通讯员 蓝 倞 应丽芬
陈晓华 夏毛璐菲）“想不到3岁的大

宝也能送到托育班上学。我这个当妈

的也能休息一下，太幸福了。”新学期，

家住遂昌县三仁畲族乡的二胎妈妈王

海英将自己的大儿子冉冉送到了三仁

畲族乡中心幼儿园托育部上学。“这里

每个月只用400元的保育费，一个学期

下来就2000元左右，真是低价优质，

让我育儿更轻松了。”

为降低养育成本，解决适龄夫妇

生孩子无人照看的后顾之忧，丽水市

在婴幼儿托育服务体系建设上持续发

力，全力推进“新增乡镇（街道）建有托

育机构及新增托位”省市民生实事。

截至目前，全市共有托位数8649个，

85个乡镇（街道）建有托育机构。全市

千人托位数达到3.43个，婴幼儿健康

管理率已达98.11%。

景宁作为一个山区县，以前缺少

好的托育机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2020年9月3日，一家由政府开设的普

惠性托育机构——景宁畲族自治县民

生托育园正式开园。“截至今年9月，我

们已经招收了56名3岁以下婴幼儿。”

园长介绍，托育园开园后，受到了家长

的欢迎。

为了营造良好的托育服务发展环

境，丽水市按照“政府引导、家庭为主、

多方参与、分类指导”的总体思路，建

立以家庭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

补充的婴幼儿照护服务体系，青田、景

宁纷纷出台财政政策，对符合备案要

求并成功备案的托育机构，按每个托

位2000元标准给予一次性补助。

为了健全照护服务体系，丽水还

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依法举办婴幼儿

照护服务机构，鼓励单位积极挖掘现

有资源或建设相应规模的婴幼儿照护

服务机构。目前，全市已有托育机构

27家，共有托位1723个。该市还结合

人口变化情况，优化“托、小、中、大班”

结构，鼓励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

接收2～3岁婴幼儿。目前，全市共有

192 家幼儿园开办托班，提供托位

6926个。

此外，为提升托育从业人员的服

务水平，丽水市积极扩大专业人才培

养规模，通过丽水学院、丽水护士学

校等院校办好幼儿保育、护理专业，

每年培养照护服务相关专业人员，基

本形成了一支幼教、保育、保健、护理

人员融合发展的队伍，并定期对托育

从业人员开展培训教育，全力提高婴

幼儿照护服务水准，让婴幼儿家庭放

心托育。

8649个托位为婴幼儿家庭“减压松绑”
丽水全力建设托育服务体系

全国首个“央馆虚拟实验”
规模化应用试点区落地上虞

本报讯（通讯员 张 颖）日前，全国首批“央馆虚

拟实验”规模化应用试点区（含试点校）名单出炉，共有

1个试点区和19个试点（培育）区入选。绍兴市上虞区

是唯一入选的试点区。该区百官小学、浙江师范大学

附属上虞初级中学等7所中小学成为首批试点校。

据介绍，上虞区“央馆虚拟实验”教学应用启动于

2021年5月，是该区整体推进中小学实验教学质量提

升工作的一次创新性尝试。上虞区教育体育局专门

成立了由教研、基教、装备三方组成的工作领导小组

和各学段实验教研员挂帅的区级学科研修小组；先后

组织了“央馆虚拟实验”区域应用工作推进培训会、区

域教学应用启动研讨会等，通过驻点入校、分散培训，

使广大学科教师具备了技术融合教学的基本操作能

力。在此基础上，上虞区还着力培养了一支虚拟实验

教学骨干教师团队，夯实教学应用师资储备。

2022年，上虞区创新开展了“央馆虚拟实验教学

巡回分享”研讨活动，以10个实验校为基地，每月1次

轮回开展区级教学研讨，在教师之间、学校之间搭建常

态化实践交流研讨平台，持续推进虚拟实验教学应用

研究。同时，该区还组织力量开展优质资源遴选推介

工作，针对浙江省中小学实验教材目录，筛选符合该区

中小学实验教学需求的优质资源和使用建议，形成第

一版“央馆虚拟实验”教学推荐资源目录库，供全区师

生借鉴使用，进一步促进虚拟实验资源的规模化应用。

宁波特聘首届

36名人民教育督导员
本报讯（通讯员 张土良）近日，宁波市人民政府

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印发《关于聘任第一届宁波市

人民教育督导员的通知》，聘任了宁波市人大代表孔

萍、市政协委员徐健等36名人民教育督导员。

第一届督导员由市、区（县、市）的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媒体代表、法律界代表，以及各试点区域、学校的

家长代表组成。他们“讲政治、懂教育、敢担当”，具有

一定的权威性和代表性，将为宁波的教育督导工作注

入新的活力。

据悉，36名人民教育督导员受宁波市督导委委

托，代表社会公众参与教育督导工作，聘任期限为3

年，享有督学同等权力。他们将参与对社会广泛关注

的教育热点难点问题、公众投诉举报较多的教育教学

问题的督导；参与现场督查、问卷调查、座谈会、个别访

谈、审阅督导报告等活动；及时向市督导委办公室报告

督导情况，提交督导建议。

“人民教育督导员制度的设立，进一步扩大了督导

评估范围，强化了社会公众的参与、监督作用，为解决

老百姓急难愁盼的问题提供了一条通道，有助于提高

宁波的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推动教育的科学决

策。”宁波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台州擦亮“垦荒精神立心”
育人品牌

本报讯（记者 江 晨 通讯员 林琴英）近日，台

州市大陈岛垦荒精神首次入选由教育部组织编写，人

民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的《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2022年版），进一

步提升了大陈岛垦荒精神在全国的辨识度和知名度

度。据了解，该读本与统编思政课教材相互补充，是推

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重要载体。

近年来，台州教育系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始

终将总书记回信中期望的“三有三热爱”要求作为育人

的第一目标，将大陈岛垦荒精神转化为最鲜活的教育

资源，融入立德树人全过程。一方面，构建“垦荒青少

年”培养新体系，将“垦荒精神立心”融入劳动教育全过

程，全力推进“垦荒精神伴成长——百万学生劳动素

养”工程。该工程被省文明办列入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建设十件实事项目。另一方面，创新“垦荒青少年”成

长新模式。探索形成课程完善、资源丰富、机制健全的

劳动实践教育体系，开展城乡劳动课程结对项目，充分

发挥城区立体式和乡村田园式劳动教育的特点，实现

优势互补。打造“垦荒青少年”共育新格局。积极发挥

政府保障作用、学校主导作用、家庭基础作用及社会支

持作用，连续3年将劳动教育基地建设纳入市政府为

民办实事项目，累计投入3亿多元不断完善教育设施，

积极构建协同育人新格局。

此外，台州还聚力打造“垦荒精神立心”育人品牌，

推进“垦荒+大思政”实践育人体系建设。每年开展“垦

荒精神立心”主题教育，出版并使用地方教材《大陈岛

垦荒精神》；开设《大陈岛垦荒精神与台州发展》在线思

政选修课。此外，地方教材《大陈岛垦荒精神》亮相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垦荒精神孕育新一代垦荒人》入选

全国中小学德育工作优秀案例；《“三协三融”：大陈岛

垦荒精神融入当代大学生思政育人体系的探索与实

践》成果也获得2021年浙江省教学成果高等教育类二

等奖。

天地共播一粒种

9月 9日至 10月 30日，“天地共播一粒
种——青少年与航天员一起种植物”活动邀请
全国13个省市的学生共同参与，华东师范大
学附属杭州学校是浙江省唯一参与的学校。
9月19日上午，该校8名学生与中国空间站的
航天员现场直播连线，分别在地面和空间站共
同播种水稻和拟南芥的种子。他们将通过本
次实验，对比这两种植物在地球和太空中生长
的差异。

（本报通讯员 沈星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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