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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 月 8 日，常州市华英文教
基金 2017 年“华英奖学金”继续颁奖大
会在省常中隆重举行。大学本科在读的
69 位学生经申报、评审继续获奖，每人
获奖学金3000元。

“华英奖学金”是该基金的主流奖
项，对大一至大四本科阶段的华英学子
实行“跟踪考核，严格评审，逐年颁奖，重

在激励”机制，将“寓教于奖，育人为本”
理念贯穿于申报、考核、评审、颁奖的全
过程，为实现培育英才宗旨起到了积极
作用。

2016级“华英奖学金”获得者、清华
大学学生付融，2015 级“华英奖学金”
获得者、南京大学学生童雅茹作了交
流发言。市教育局局长、华英文教基

金管委会主任杭永宝作讲话。他就华
英文教基金每年举行继续颁奖大会的
意义作了进一步的诠释，并希望学子
们要坚持刻苦好学，将继续获奖作为
加油站；要把握时代脉搏，争当坚定信
念的践行者。

大会还邀请 1995 级华英奖学金获
得者，现任雅智捷（上海）商贸有限公

司 首 席 运 营 官 、中 欧 国 际 工 商 学 院
MBA 良师益友导师朱琦女士作了精
彩演讲。

据了解，自 1995 年首次颁发“华英
奖学金”，迄今已经是第 23 年发放华英
奖学金，累计奖励 1764 人次，奖励金额
416万元。

（尤佳 华英宣）

2017年华英奖学金颁奖

69名本科学生获奖20.7万元

为宣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
神，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近日，由
常州市教育团工委组织的“常州市学
生志愿服务联盟文化志愿送春联活
动”在人民公园雷锋广场举行。

参加此次活动的有市北初中、勤
业中学、清潭中学、旅商高职校等十所
学校的 50 名中学生志愿者。活动时
长2小时。

据了解，常州市学生志愿服务联
盟送春联活动已经开展五年，除了营
造浓郁的节庆氛围，更借助传统文化
艺术，让学生志愿者走近生活，服务好
群众。 教宣

本报讯 近日，江苏省改善城
镇人居环境单方面成就最高奖项

“江苏人居环境范例奖”评比结果揭
晓，9 个获奖项目中，“江苏城乡建
设职业学院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示
范区项目”成为常州唯一上榜项目，
该项目亦是江苏省首个以高校为单
位申报的项目。

此次申报，江苏城乡建设职业
学院以“促进能源节约利用”为申报
主题。近年来，江苏城乡建设职业
学院深入探索绿色校园全生命周期
管理，不断提升校园环境质量。学
校以打造“全生命期绿色校园”为总
体目标，是省内唯一一个绿色建筑

和建筑节能示范校区。
此次申报的省级人居环境范例

奖（促进能源节约利用），将从提升
校园整体学习生活环境的角度，完
善和提升“绿色校园”各项工作，特
别是能源的节约、综合利用方面。
此项目的申报实施，不仅是党和国
家绿色发展战略的具体实践，更是
提升教育建筑节能效益的有益探
索。项目采用的可再生能源规模化
利用技术、绿色照明技术、节水技
术、绿色运行技术等无不促进了校
园的能源节约利用，具有良好的示
范推广意义。

（裴玮艳）

“江苏省人居环境范例奖”出炉

江苏城建学院“绿建区”成市唯一获奖项目

本报讯 近日，国务院教育督导
委员会办公室公布了全国中小学校
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创新县（市、区）名
单的通知，我市武进区、金坛区、天宁
区、溧阳市、钟楼区榜上有名。

自 2013 年全国实施中小学校
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制度以来，常州
市各辖市区在体制机制、方式方法、
措施保障、结果运用等方面取得了
显著成绩，率先成为所有辖市、区创
成“江苏省中小学校责任督学挂牌
督导创新县（市、区）”的两个设区市

之一。全市 317 所中小学、26075
名教师、38.4 万学生参与网络问卷
调查，实现了教师问卷、学生问卷参
与率两个 100%。2018 年 1 月中
旬，教育部教育督导局组织核查组
对我市进行了实地核查，对我市从
市级层面的有力推动和辖市区层面
的扎实创建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后期，我市将进一步深化教育
督导改革，进一步深入推进责任督
学挂牌督导工作，为办好人民满意
的常州教育保驾护航。 （教宣）

我市5个辖市区

成功创建“全国责任督学创新县（市、区）”

本报讯 近日，第39届世界头脑奥
林匹克中国常州赛区邀请赛在解放路小

学顺利举行。本次活动由市教育局与市
科协主办。

本次邀请赛有全市中小学、幼儿园
共 12 个参赛队伍。赛程分为长期题与
即兴题两个竞赛项目，有《我们正在烹
饪》《星际大本营》《动物之家》《铁人三
项之旅》《古典·演绎经典伪纪录片》五
个赛题。

在动手题赛程中，面对同一道赛题，
各个队伍从不同角度提出了新颖的解决
办法。题目要求利用一定的材料使乒乓
球尽可能地达到高度，正衡中学的同学
们用一张 A4 纸卷出了纸杆，最终将乒
乓球抬升到了一定高度，其动手能力功
底扎实；而解小的孩子们则巧妙利用了
天花板到桌子之间的高度，以纸带链接，
最终也使乒乓球固定在了一定高度之
上，富有创新精神。

长期题赛场更可谓是精彩纷呈。
结 构 题 组 竟 以 一 个 小 小 的 轻 质 木 结

构，承压了最高达 500 公斤的重量；而
风格题部分也令人惊叹不已，来自解
放路小学的动物之家参赛队以“十里
桃林”为故事背景，讲述了猴子偷摘
蟠桃的趣事，道具制作精美；二十四
中 的 同 学 们 以 一 只 啄 木 鸟 的 视 角 游
历世界，他们以“青蛙之旅”游戏的主
角“小青蛙”制作的队籍标志也十分
富有趣味。

最终，解放路小学、第二十四中学、
正衡中学、朝阳中学、香梅小学、北环幼
儿园、和记黄埔幼儿园代表参赛队获得
本次比赛一等奖。

（教宣）

第39届世界头脑奥赛常州赛区

12所学校参赛 一题多解有创新

台北市和平实验小学打破分科
设置，没有语文、数学等基础课程，
只有贯通六年的主题课程，这项措
施推出之后，使其名声鹊起，引起家
长的关注和追捧。其实验结果姑且
不 妄 加 推 测 ，但 不 开 设 语 文 、数 学
课，敢别人所不敢，这种颠覆性做法
是否合适？

把语文、数学视为分科课程是不
恰当的，它们应为基础课程。语文的
基础性表现在它承载着其他科目的学
习，它不仅仅是“识字”层面，更多的是

阅读、理解、表达、沟通，它对人的影响
是终身的，一个谈吐优雅、理解力强的
人，更容易获得成功，苏步青曾说“语
文是成才的第一要素”！数学的基础
性在于培养理性思维，养成严谨思考
的习惯，会思考，思路清晰、逻辑连贯，
这也是学习其他课程的基础。

主题课程属于综合课程，它着重
培养学生综合应用能力、动手实践能
力、团队协作能力、思维创新能力，这
些能力的培养需要有一定的理解力、
沟通力和思维力。试想，一个阅读有

困难、理解有偏差、思维有障碍的学
生，何来合作与创新呢？因此，主题课
程是建立在基础课程之上的综合实践
课程。

诚然，主题课程也会包含部分语
文、数学基础知识的学习，但这些学习
是碎片化的，与系统的学习是有差异
的，系统学习能使理解全面透彻，思路
开阔；碎片化学习易导致理解偏差，思
路变窄，用主题课程替代基础课程的
学习是以偏概全的做法。

基础教育改革要重基础，不能本
末倒置地轻基础重综合应用，在新高
考改革方案中，文理不分科、英语一年
多考，语文、数学比重提高，再次强化
基础教育“重基础、重阅读”的思想，

“厚积”才能“薄发”，没有基础教育打
下坚实的基础，哪来以后的发展呢？

常州市第五中学 刘国建

主题课程无法替代基础课程

什么样的课程才是好课程？从古
代的以传统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为内容的课程设置，到2003年开始全面
实施的第八次课改，不难发现，我们的
课程理念已经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课
程从狭义、单一性向广义、多样性转
变。特别是受杜威的“活动即课程”教
育思想影响，陶行知先生进一步提出了

“生活即教育”理念，新课改更是明确提
出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尤为重要的是，
新课改提出了学习方式的改变，大力提

倡学习方式要从传统学习方式的“被动
性、依赖性、统一性、虚拟性、认同性”向
现代学习方式的“主动性、独立性、独特
性、体验性与问题性”转变。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们来分
析台北市和平实验小学打破分科教学
的框架，不设传统的语文、数学、英文
课程，而改为贯通六年的 24 个主题课
程这样的一个大胆改革。笔者认为，
这是在走一条“大课程，小学科”的正
确的课程之路。据报道，该校还在中

年级设置了诸如“桌游数学”“厨房里
的科学”等生活化课程，让学生选修。
这样不仅是在践行“生活即教育”的课
程理念，更是为了改变传统的学习方
式，培养自主学习的探索精神。

何以见得这是一种正确的课程
理念呢？它是有哲学依据的。“格物
致知”是我们认识世界的基本方法，
也是我们学习知识、穷极事物原理的
有效途径。基础教育，语数外的知识
固然重要，但被动地学习终究是一种
直接的接受方式，没有综合实践活动
的参与，是很难做到“学以致用”的，
更难做到创新和创造。需要强调的
是，无论我们进行怎样的课程设置，
一定要有科学的课程评价作为保证，
这样才能确保我们的教育不会跑偏。

市北实验初中 盛加强

格物致知与学以致用

教育创新需要生存空间。打破
分科的教学框架，取消传统的分科
课程，改为贯通的主题课程，无疑是
十分大胆的教育创新，法律法规和行
政管理应当给其合法合规性。科学
在创新中前行，人类在创新中成长，
历史在创新中进步，教育同样是在创
新中发展。体制内的，体制外的，遵
循传统的，探索创新的，需要同等的
法律地位，在平等的环境中百舸争
流，千帆竞发，才能激活创新的欲望，
激励创造的活力，激发生命的能量，
才能推动社会教育事业跨上新的台
阶。“制度该为学习者调整”，台湾地
区已走二十多年，值得肯定。

教育创新需要实践检验。创新

的本质，是为解决原有模式中难以克
服的矛盾而形成的新模式。新模式或
是对旧模式的改进，或是对旧模式的
决绝。但矛盾是永远存在的，新模式
中必然产生新的矛盾。新的矛盾，是
否比原有矛盾更可接受一些；新模式，
是否比旧模式更有生命力，需要接受
实践的检验。教育创新或新的教育模
式，需要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实践来
检验。经得起实践检验的，自然会茁
壮成长；经不起实践检验的，应任其自
生自灭。台湾地区教育制度调整二十
余年，那些教育创新的实际效果如何，
未见权威报道。

教育创新需要谨慎驶船。有句话
说，小心驶得万年船。教育创新，涉及

子孙后代的学业和生涯，关涉民族和
国家的未来，决绝性的创新需要严格
论证、谨慎行事；至少不宜动辄拿全体
孩子们做实验。原有的教育模式，也
是历代先辈长期实践中形成的经验结
晶；局部改善、量的创新当然需要积极
探索。古希腊泰利斯开始的自然哲学
时代，基于人类对自然社会及生命认
知甚少且多定性。随着科学、工具和
技术发展，人类知识呈几何级数增长，
科学从神学中脱离后也由大一统的原
生态分门别类，更有利于人类学习、研
究、探索。

贯通主题课程、桌游数学、厨房里
的科学，如此教育创新，是否更有利于
学生对人类业已积累知识的学习掌
握，是否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学习
能力，是否更有利于学生成为全面发
展且未来对社会有用的人才，以及这
样的教育创新能否保障人才选拔制度
的社会公平，我均持保守观点。一切
都有待社会实践来检验。

柏文学

教育创新需社会检验

本报讯 日前，湖塘桥实验小学
闫方宥同学，从全国74支代表队的
1000余名运动员中脱颖而出，获得
了由国家体育总局乒乓球羽毛球运
动管理中心、中国乒乓球协会主办
的“2018红双喜·娃娃杯”全国少儿
乒乓球比赛 2011 年龄组男子单打
冠军。

在七天的激烈角逐中，闫方宥
同学敢打敢拼，一路过关斩将，展
示了高超的乒乓球技术，最终获得
了 2011 年龄组男子单打第一名的
好成绩，收获了人生中第一枚全国
金牌。

湖塘桥实验小学历来高度重视
学生身体素质，在“健康身体”的理
念下，开创“1+1+X”的体育课程体
系。把体育课程从传统走向创新，
由竞技考核走向享受运动，由大一
统走向个性定制，让每个学生都精
神起来，精彩起来。

（丁可 陶新峰）

湖塘桥实验小学

一学生获乒乓球赛全国金牌

据了解，这种实验教育源自德
国，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经验。它
强调身心灵全面发展、依四季时序及
生命节奏规划课程、重视艺术教育、
以手作活动培养创造力，反对过早使
用科技产品等。并且学生可以提出
开课申请，由老师负责协助和提供资
源。有研究发现，这种教育形态下的
孩子们其挫折容忍力、对未来乐观、
自信心比一般孩子丰厚，比较知道自
己的强项跟弱势，学习动机跟目标也
比传统教育下的孩子更加明确。

虽说台湾的实验教育，相当于
我们所说的创新教育。但是，即使
是在相似的传统教育模式中，两岸

的教育面貌还是大不相同的。例如，
从 2012 年起，台湾实行十二年制的义
务教育。而且台湾的小学实行半天学
习，教师包班，义务教育阶段基本没有
择校竞争。就算是在这样的教育环境
下，这种外来的实验教育至少也经过
二十多年的过程，有了一定的规模，才
得到台湾当地教育部门的认可。

当然，这种体制外的教育实验得以
合法化，还是取决于多种要素，比如任
课老师都要有至少两项专长，除了开选
修课，还要自编教材与设计课程。而更
重要的是将实验教育由中小学延伸到
大学，大学入学已经开放了“特殊选才”
的通道。因为家长最担心的是就读实
验学校学生的衔接问题，成立实验大
学，则为这些学生提供了新的机会。

不过，台湾地区尽管提高了各地实
验校数上限，但全台地区总校数仍控制
在10%以内，当局要求不以追求数量为
主，更重视质的维持与控制。由此可见,
相关实验教育的探索仍在路上。

天宁民建 杨维忠

创新教育的探索仍在路上

2017 年 5 月招生的台北市和平实
验小学是台北市第一所实验小学。学
校打破分科教学的框架，没有传统的语

文、数学、英文课程，而改为贯通六年的24个主题课程。为了培养学生
自主学习精神，中年级以上学生有选修课，包括“桌游数学”“厨房里的
科学”等生动活泼、生活化的课程。对此，你有何看法？

本期话题

近日，江苏省教育厅发布，江苏中考将
在“两考合一”的基础上“全科开考”，取消体
育、艺术、科技等竞赛类加分项目，鼓励“4＋

6”模式计分。对此，你有何看法？话题来稿截止时间为 2 月 27 日，来稿
字数在600字左右。

下期话题

更多教育资讯扫描

﹃
常州第一升学

﹄

现代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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