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吴燕 浦东报道

再过半年多，沪上的高三应届生就将

迎来 2017 年上海新高考。新高考区别于

以往最大的亮点之一，便是将“高中生综合

素质评价信息”纳入参考。

然而，如何让学生的综合素养及个性

特长得以充分发掘和呈现，并助其找到真

正适合自己的专业发展道路？如今在浦

东，57所高中在实施综合素质评价体系的

过程中，通过个性化的课程和差异化的评

价方式，让每位学生都受益其中。

11月30日，在浦东新区第九届浦东教

学展示周主题为“高中生综合素质培养”的

论坛上，新区部分学校分享了多年来各自

积累的经验和智慧。

个性化的课程设计
最大限度保护学生的特点

王可达是上海市实验学校 2016 届

毕业生。小学一年级时，美术老师就记住

了这个把自画像画得特别认真细致的男

孩。小学三年级正值奥运年，他的画作《奥

运协奏曲》在新区绘画比赛中夺得一等奖，

并代表浦东参加了市级比赛。初一时，他

成为师生公认的“PPT达人”，不少老师上

课的课件都请他“操刀”。在他的“特需课

程表”上，周一下午的英语拓展课时间被

“置换”成了平面设计课，周五的社团活动

内容也变成了电子杂志设计。而通过学校

的“跨栏”计划，他开始与高中学长一起学

习 PS等平面设计软件。他曾被评为学校

的“有影响力学生”，还拍了一部微电影《当

年十三》，邀请同学和老师做主角。

“这样的孩子在实验学校不会被埋

没。”校长徐红介绍，在新高考政策出台前，

该校就有核心课程、学养课程和特需课程

三大课程体系：核心课程以培养学生的认

知能力、社会能力、表达能力以及行动能力

为主线，学养课程关注学生兴趣、情趣和志

趣的培养，而特需课程则完全根据学生的

个性化需求进行设置。“通过这样的课程，

力争最大程度地保护和发掘每个孩子的潜

能和亮点。”徐红说。

和上海市实验学校类似，近年来，新区

不少学校基于“充分挖掘学生潜能、尊重学

生差异”的想法，开设个性化的课程。

高东中学是一所有初中部和高中部的

完中，学校调查发现，学生群体特征明显：

学业基础一般、学习能力不是很强，学习目

标比较模糊，绝大多数学生毕业后选择报

考应用型和技能型的大学。新高考在即，

学校一直在思考如何帮助学生了解自我、

发现个性特长，并选择报考适合他们的专

业。最终，学校将焦点聚焦到了“生涯发展

教育课程”的建设上。通过规划，学校整体

构建了初高中既相对独立又互相关联的生

涯发展教育课程体系，帮助学生系统了解

与之相关的知识、技能和态度，使学生有意

识、有选择和有准备地走向社会。此外，学

校与12个行业的16家单位合作签约，搭建

职业体验平台，并开发《高东中学社会实践

与研究性学习手册》，并鼓励学生走出校

门，体验三百六十行的差异。

差异化的评价方式
让每个学生都获得认同

除了开发个性化的课程，建立差异化

的评价体系，也成为学校提升高中生综合

素质培养的有效途径。

在进才中学校长赵国弟看来，教育综

改的核心任务之一在于引导高中教育的价

值回归，成就“不一样的人”。从终结性评价

到过程性评价、从甄别性评价到发展性评价、

从统一性评价到个性化评价——校内掀起了

一场关于评价管理的变革。学校建立了规定

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体系，各教研组可

根据学科特点设定过程性评价指标；教师会

与学生约定具体指标的评价方式，但每一阶

段的过程性评价方式需书面与学生约定。

此外，教师可依据学生学习水平给予个性化

学习任务，可阶段性调整评价内容与方式。

“我们希望让学生变得有想法、有分数、有经

历、还有故事。”赵国弟表示。

而在建平中学，学分制管理涵盖了

德、智、体、美、劳等各个方面，且包括基础

学分和特长学分。其中，基础学分是指对

学生规范要求的学分，包括考试科目的学

时学分与绩效学分，考查科目的学时学分

与合格学分，实践活动的学时学分；特长

学分则着重评价学生个性特长，突出学生

间的差异性，凸显学生个性发展，包括学

科竞赛获奖、科技艺术体育比赛获奖、德

育和社会实践活动方面的先进个人、各级

三好学生、学生干部、得到学生和社会认

可的个性特长等方面的学分。学校还通

过多元的评价机制，以金苹果奖、罗福同

奖学金、特色三好学生以及免修、免考制

度等为载体，构建尊重差异、张扬个性、发

挥强势、体验成功的课程评价体系。

将综合素质评价信息纳入高考招录

过程，可以说是高考历史上一项从“招分”

转向“招人”的创举。论坛上，浦东教育

发展研究院教师发展中心主任、上海市

特级教师周宁医告诉记者，目前新区 57
所高中皆陆续开展了高中生综合素质

培养的实施与评价，然而每个学校的起

点不同、校情不同，学生情况不同，社会

资源也不同，因此具体做法也不同，但

最终目的是一致的：就是提升学生的综

合素养，保护学生的个性特长，帮助他

们找到一条符合自己意愿的专业发展

道路。“这是一次没有任何历史经验可

借鉴的探索，希望通过论坛的智慧分

享、思想碰撞，激发灵感，避免少走弯

路。”周宁医表示。

11月29日，上海市第六师范附属小学打开校门，喜迎

来自四面八方的老校友、老领导和老教师“回家”，共同分享

母校110周年华诞的喜悦。戴上了鲜艳的红领巾，一群群白

发老者在校园中流连，眼中闪烁着自豪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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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符佳 浦东报道

从百年前的“洋泾小学堂”，到今日

拥有三个校区、3300多名学子的浦东名

校，六师附小110年的发展史，留下了不

少动人的佳话：有的家庭四代十口人都

是附小校友，有的现职教师当年就是附

小的同班同学，毕业后他们又不约而同

回到母校任教。回忆起在六师附小度

过的求学时光，他们不约而同说出了一

句话：“我们真的自豪，因为同在这样一

个快乐的地方学习过……”

情牵母校
一家四代都是校友

“六师附小，是我们人生中第一本

书，第一首诗，第一道风景，第一个故

事，是我们心中永远的向往……”在校

友座谈会上，这首由校友姚美芳特意创

作的诗歌《我们是六师附小学子》，由四

位平均年龄近70岁的老人激情朗诵，令

不少老师感动得眼含泪花。姚美芳所

在的姚氏家庭，四代人都是附小学子。

“我们是附小的学子，认识世界从这里

开始……”正如诗歌里所写，姚美芳姐

弟四人在附小度过了非常快乐的小学

时光，他们对人生事业的选择也不约而

同都与孩子有关：一位是儿科主任医

师，一位是国家一级编剧，还有两位都

当了教师。

“附小校庆就是我们家的大事，家

庭微信群里早就讨论过好几次了。”六

师附小 1967 届毕业生陈宪珍的家庭

里，四代 10 名家庭成员都与这所学校

有缘。她的母亲戴仲楣在附小当了 20
多年老师，陈宪珍这一辈的三兄妹，以

及他们的四个子女，分别于上世纪六十

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在附小上学。如今，

陈宪珍的侄子陈浩是该校的后勤保障

部部长，而家庭中最年轻的“附小第四

代”，是正在读四年级的陈奕文。

关于六师附小的一切，是全家人最

珍视的共鸣。每每家庭聚会，总有人聊

起校园趣事。大家还结伴相约，登门探

望求学时的老校长俞仁杰。这种对学

校深入血液的归属感，令第三代的两位

媳妇甚至有点小小的“嫉妒”：“哎！如

果我也是附小人，该多好！”

反哺母校
当年同学今是同事

“六师附小走过110年，校址变迁，规

模扩大，但不变的是校园里一直都有快

乐的氛围，荡漾着孩子们的笑声。我们

很骄傲，对同一种教育理念的认同，在附

小绵延了百年。”六师附小校长沈晨曦透

露，在整理校史时，不仅挖掘出好几个三

代、四代都是附小人的校友家庭，还发现

毕业于本校的现职教师多达22人，其中

有四位还恰巧是小学的同班同学。

“昔日，附小曾是为他们播种梦想

的学堂；今日，这快乐的校园，是他们实

现梦想的地方。”对于 1983届六师附小

毕业生张颖、谭莺、滕伟明和吕青来说，

这句话是对他们在这个校园里度过的

青春岁月的最好形容。1978年，他们四

人走进当时还位于南洋泾路 134 号的

六师附小，成为实验班的同学。

虽然四人中有三人都是教工子弟，

然而令他们感慨的是，“做老师的爸爸

妈妈铁面无私，从来没有给自己一点点

的额外照顾。”谭莺说，父亲决不允许她

在学校里叫“爸爸”，而是“只能叫谭老

师！”

“在我眼中，附小的老师对学生的

好，真是不求回报的。”滕伟明笑言当年

自己是班里最调皮的学生，却也是受老

师恩惠最多的学生。他回忆，每每成绩

不佳或犯了纪律错误，都会被张颖的父

亲——实验班的班主任留堂。老师耐

心一对一补课，从来没有收费一说；老

师苦口婆心的教导，就像对待自己的孩

子。有时天晚了，不是爷爷来校送蛋炒

饭，就是被老师带回家一同吃晚饭。老

师的形象，在滕伟明的心中渐渐扎了

根。后来他努力学习考上了浦明师范

学校，又因为有计算机的一技之长，如

愿打破了当时两所师范学校的地理分

割线，回到母校任教。

如今，这四位当年的同学，已是在

附小教书育人二十多年的老同事。他

们有的成了资深教师，有的已是教研组

长，所教科目涉及数学、语文、体育等学

科。他们对母校的祝福，很朴实也很简

单：“尽己所能，把儿时在六师附小亲历

过的快乐，带给自己的学生。”

六师附小庆110周年“校友进校园”活动传佳话

一家四代皆校友
昔日学子今为师

新区学校多维度聚焦高中生综合素质培养的实施与评价

不一样的课程培养“不一样的人”

■本报记者 曹之光 浦东报道

“某私营医疗企业研发出一种预防婴

幼儿感冒的药物，并完成了二期临床试验，

该不该投资？”在上海科技创业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关于“招聘”投资经理助理的面试

中，“应聘”学生自信发表了各自见解：“我

觉得不应该投，通过二期临床试验不代表

绝对安全。”“我觉得不应该投，因为婴儿身

体脆弱，容易出现纠纷”……这一幕“校园

模拟招聘”，发生在上海市建平中学的校园

里。与企业代表对话的，是该校高二年级

的学生。

虽说招聘是模拟的，面试官却“货真价

实”。当日，包括上海通用汽车等世界 500

强企业在内的14家单位，走进该校面向高

二学生开展“招聘”。在此之前，各单位已

收到了学生的自荐信和“虚拟简历”。简历

上描绘的就读大学、所获荣誉等信息，则是

高中生对未来身份的渴望与期待。一如正

式招聘流程，一批学生在简历关被“刷下”，

另一批则顺利走进面试。

“我一直都对创业感兴趣，还在校组

建了一个名叫‘建平学生公司’的社团，制

作售卖钥匙扣等周边产品。”高二（3）班学

生顾欣怡的“简历”，被上海科技创业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相中”，得到了面试机

会。然而，这份欣喜没保持多久，走出面

试会场的她依然沉浸在紧张中：“好多专

业问题都不知道怎么应对。”参与活动的

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吴正

其，则对学生中涌现出的“好苗子”刮目相

看：“应聘结构设计岗位的学生中，有人能

对打桩、承重、混凝土等技术细节侃侃而

谈，说明他们在高中阶段就开始为职业生

涯做规划。”

“此次在全市高中阶段推出首个‘模拟

招聘’活动，是为我校学生搭建一个‘择我

所爱，爱我所择’的全新平台。”建平中学德

育处主任李坚表示，早在2010年，该校就在

全市首推学生生涯规划与体验活动，并有

相应的课时与学分，6年来受到社会各界的

认可。如今，已有116家单位接受该校学生

进行职业体验，其中有41家长期合作单位，

成为该校的学生职业体验基地。

建平中学为在校生首推“校园模拟招聘”

■本报记者 吴燕 浦东报道

近日，第九届全球健康促进大会在

上海圆满落幕。一群身着天蓝拼接白

色上衣的志愿者，凭借热情、周到的服

务为与会嘉宾所称道，并被亲切地称为

“小康康”。

本届大会的 195 名“小康康”来自

沪上的 5所医学类高校，承担了机场、

酒店、会场、游览等多项服务任务，其中

有80名学生来自上海健康医学院。“小

康康”们在校内参与了 4次专项培训，

内容涉及健康理念、礼仪化妆、诚信担

当，会议前4天便提前上岗。

在虹桥机场和浦东机场接机，是上

海健康医学院“小康康”承担的主要服务

内容之一。凌晨5点多，薄雾还未散去，

“小康康”们便集结完毕，向机场出发。

在两个机场的接机大厅，他们分国内和

国际两个组，有的在到达出口处举牌，有

的在咨询台准备资料。由于统一配发的

英文版接机牌字体略小，为了让嘉宾看

得更加清楚，“小康康”们还自制了字体

更加明晰的接机牌。在接机高峰时段，

“小康康”们只能趁间歇简单地吃两口工

作餐，便立即返回岗位。

8天的志愿者服务圆满结束，健康

医学院的“小康康”们感言自己受益匪

浅。周琰同学在志愿者笔记中写到：

“我们举着印有大会标志的接机牌站在

出口，尽管手脚酸痛，但没有一个同学

喊累，而是始终精神饱满，面带微笑。

这让我体会到，志愿服务是发自内心的

真诚付出。”

健康医学院“小康康”在行动

■本报记者 吴燕 通讯员 张志成

11月29日，上海思博职业技术学院举行

企业奖学金捐赠仪式，三家校企合作企业向该

校建筑工程与管理学院捐赠奖学金6万元。

上海思博职业技术学院积极实施“双主

体办学，全方位育人”的办学模式，广泛与企

业合作，开办“订单班”“冠名班”，为学生就

业铺平道路。建筑工程与管理学院与多家

建立了校企合作关系，开办了“鲁班班”等多

个订单冠名班，按企业要求培养人才，学生

毕业后可直接到企业工作。

此次捐赠的企业包括广州南方测绘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鲁班软件有限公

司、上海维启软件科技有限公司等，每家企

业各出资两万元，奖励品学兼优的学生。

企业捐资6万元
为职业院校设奖学金

建平中学高二学生在“校园模拟招聘会”上接受面试官提问。 □实习生 黄日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