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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吴燕）1月9日下午，上

海东方艺术中心歌剧厅内座无虚席。来

自进才实验中学的近 400名学生小演员，

为现场 1300余名师生、家长及嘉宾，带来

了一台精彩纷呈的“携手新时代 开启新

征程——2018新年音乐会”。

音乐会开篇，由进才实验中学管乐团、

管弦乐团带来的一曲气势磅礴的《保卫黄

河》和一首欢庆鼓舞的《北京喜讯到边寨》

奏响序曲。之后，来自各学生艺术社团的

小演员，倾情演绎了民鼓合奏《龙腾虎跃》、

芭蕾舞《仙女的梦》、民族舞《秀色》、古筝民

乐《天山之歌》等节目。近400名小演员来

自预备至初三4个年级，节目则是校“十月

歌会”、学校艺术节、班级“周周演”以及市

区艺术赛事参演节目中的精品。

由校音乐剧社团带来的歌舞剧《花木

兰新传》压轴登台，创造性地融入了街舞

和现代音乐等元素，写意地表现战争的场

面以及木兰从军的心声，让人眼前一亮。

这个节目的雏形，是去年 5月在校学生艺

术节上一出获奖的课本剧，之后经过修改

润色，改编成了如今由40名学生参演的歌

舞剧。这个节目还曾作为唯一一个学校

的原创作品，受邀在“第二届全国中小学

生电影周”闭幕式上进行了展示。

学生艺术教育是进才实验中学的一

大办学亮点，一年一度的新年音乐会是该

校的一大艺术盛事。记者了解到，近年来

该校在艺术教育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

果。去年该校学生及学生艺术团体，在市

区两级多项艺术比赛中获得 10 多个金

奖。校交响乐团的 70多名学生还远赴奥

地利，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音乐是人

类思想的火花，更是人类情感的港湾。”校

长杨龙表示，2018新年音乐会既是全体师

生的快乐分享会，也是学校艺术教育成果

的展示会，它荟萃了近一年来该校艺术教

育的成果，展示了进才实验学子的风采。

本报讯（记者 符佳）1 月 8 日，上

海杉达学院华为信息与网络技术学

院（简称华为 ICT 学院）揭牌成立。

华为 ICT 学院由上海杉达学院与华为

公司联手共建，将通过校企合作办学

模式，培养中国本土的云计算存储类

人才。

“华为目前有 18 万名员工，其中研

发人员有 8万多名。我们保守估计，未

来在 ICT 领域的人才缺口至少有 80 万

人。”华为中国区上海企业业务总经理

郝国强在揭牌仪式上表示，华为作为全

球领先的信息与通信技术（ICT）解决方

案供应商，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经应用

于全球170多个国家，为全球1/3的人口

提供服务。30年来，华为公司实现了几

何级的成长，这不仅是商业模式的成

功，更是其人才储备战略的成功。华为

ICT学院是华为公司为打造 ICT人才产

业链、推动 ICT 领域技术的发展和传

播，为社会培养 ICT 领域的人才、满足

产业链对人才的长期需求而设立的校

企合作教育项目。

而在上海杉达学院校长李进看来，

华为 ICT 学院的成立，是一次“情投意

合、先恋爱后结婚”的校企合作。从

2015年开始，杉达学院就和华为在人才

需求分析、技术可行性、合作模式等方

面先后开展了十余次洽谈。在过去3年

里，双方已在加强师资培训、深化教学

内容、举办各类大赛等方面开展实际合

作，先后有千余名杉达学生受益。在

2017年华为 ICT技能大赛中，两名杉达

学生拿下上海赛区第二、第三名，取得

了历史性突破。

“未来我们将依托华为先进的技术

研发能力，引入最新的 ICT 领域技术，

将华为的技术、技能培训以及华为精神

等，前置到本科教学中去，培养卓越工

程师，增强学生的就业竞争力。”上海杉

达学院信息科学与网络技术学院院长

陈瑛透露，华为 ICT学院计划设立云计

算存储类专业，由华为提供相关专业知

识的培训。校方将鼓励师生参加华为

HCNA、HCNP 认证考试，并为通过考

证的学生提供就业推荐服务。

本报讯（记者 吴燕 通讯员 唐周丽）

1月 5日，“2017年浦东新区小学生作文征

文大赛”颁奖典礼在塘桥社区文化中心举

行，获奖学生及指导教师获表彰。

本次征文大赛以“浦东，我最爱的……”

为主题，面向全区在校小学生征稿。经过

一个多月的征集，共收到来自新区各所小

学的征文近 4000 篇。大赛组委会采用全

封闭式评审，隐去学生姓名、所属学校、指

导老师等信息，遴选出了 30篇入围作品。

入围作品在网上开放为期 5 天的网络投

票，共收到有效票数8万多票。

这些入围作品选题立意新颖、充满真

情实感。其中，北蔡镇中心小学学生牛宇

涵的作品《浦东，我最爱的城市天际线》，通

过和太爷爷、爷爷、爸爸妈妈几代人的对

话，展现浦东的发展，最终获“金笔奖”。华

高小学学生吴嘉语创作的《浦东，我最爱的

爷叔》，讲述了小作者遇到的一名好心出租

车司机的故事，展现了上海爷叔亲切、热

情、充满正义感的一面。新世界实验小学

学生马毓阳创作的《浦东，我最爱的白鹭》

则把人类和鸟类联系在一起，展现浦东的

过去和现在，呼吁每一名浦东人保护自然

环境。

大赛主办方浦东新区广播电视台相关

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大赛鼓励浦东小囡从

自己的视角来观察、感受和抒写浦东开发开

放的变化与成果，展现和谐浦东、文明浦东

的魅力，同时促进学生写作水平的提升。

■本报记者 吴燕

西藏首座教育博物馆——江孜教育博

物馆，近日落成并对外开放。这是来自浦

东的上海市第八批援藏干部江孜小组，送

给西藏的一份珍贵“礼物”。而这份“礼物”

从最初的设想到成为现实，只花了一年半

的时间。

日前，记者在上海采访到了江孜教育

博物馆馆长次仁和江孜县教育局副局长、

江孜教育博物馆筹建小组负责人郭树宝，

了解了这座教育博物馆的“前世今生”。

选址江孜一中

从浦东筹资金请“外援”

2016 年 6 月，由 6 名浦东干部组成的

上海市第八批援藏干部江孜小组，抵达海

拔 4000 多米的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江孜

县。一个月后，江孜县委常务副书记王高

安、江孜县教育局副局长郭树宝等浦东援

藏干部，接到了一个特殊的任务：为江孜筹

建一座教育博物馆。

地处日喀则市东部、年楚河上游的江

孜，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904 年英帝国

主义侵略西藏，江孜人民浴血奋战，谱写了

一曲英勇悲壮的爱国主义赞歌，“英雄城”

闻名中外。而今，要为江孜筹建一座教育

博物馆，“建在哪里？怎么建？”成为浦东援

藏干部要解决的两大问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江孜小组成员花了

一个多月，陆续走访了当地的十余所学校，

最终将目光锁定在了江孜一中校园内一幢

两层高的老教学楼上。江孜一中坐落于江

孜抗英遗址宗山脚下、年楚河畔。1951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18 军某团进驻江

孜，1952年成立的中共西藏工委江孜分工

委开始筹建江孜小学，由此拉开了西藏现

代意义学校教育的序幕。1960年，在原江

孜小学的基础上，组建了江孜中学，首届招

收初中生 38名，后该校更名为江孜一中。

“它不仅是西藏民主改革后最早创建的学

校之一，也是西藏现代教育的源头，把教育

博物馆建在这里最合适不过。”郭树宝说。

王高安从浦东为博物馆募集资金，得

到了曹路镇领导的大力支持，获得了70万

元的建馆资金。郭树宝在浦东新区教育局

领导和时任洋泾中学校长胡瑞峰帮助下，

请来浦东的教育专家和同仁，共同为博物

馆的布展出谋划策。2016年“十一”和2017
年寒假，洋泾中学校史馆馆长陆晨虹应邀

两次前往江孜，为博物馆谋划布局和布展

内容，并将上海布展专业人士的智慧融入

其中。2017年4月，一辆集装箱卡车从上海

出发驶往江孜，箱内满载着布展用的材料。

藏式风格两层小楼

再现援藏教师生活场景

2018新年伊始，正在浦东随团参加培

训的次仁，总会情不自禁地拿出手机，向上

海的教育同仁和朋友，展示不久前全新落

成并对外开放的江孜教育博物馆。

记者从次仁展示的图片中看到，这是

一幢红白相间、藏式风格的两层建筑。次

仁介绍，一楼展厅的主题包括“党的关怀”

“西藏教育发展综述”“江孜县传统教育”

等，二楼则集中展示了江孜一中的发展史

以及多年来全国各地援藏的历史。

江孜教育博物馆的馆藏资料显示，江孜

一中不仅培养了一大批藏族好干部，还培养

了一批各领域的拔尖人才，如中国首名藏族

飞行员索朗次仁，中国首名登陆南极的少数

民族考察队员、藏族气象观测员边巴次仁，

《西藏通史》主编拉巴平措，著名电影演员仁

青顿珠，以及著名歌唱家旦增等。

值得一提的是，教育博物馆二楼还实

景再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援藏教师的一

间宿舍。宿舍中，两张木板床靠墙角摆放，

床边就是饭桌和书桌，当年援藏教师的生

活条件十分艰苦，寝室既是餐厅也是办公

室。墙面上还挂着当年援藏教师健身用的

跳绳和拉力器，房间内的煤炉、脸盆和脸盆

架、热水瓶也都是当年保留下来的。“那间

宿舍墙上还有一幅字：‘藏汉同源’，是我写

的。”次仁告诉记者，在他看来，江孜教育博

物馆的落成，正是藏汉一家亲的成果。

次仁告诉记者，来浦东培训期间他走

访了洋泾教育集团的各所成员校，还特别

去洋泾中学校史馆“取经”。“我计划回去

组建一支由在校教师和学生组成的志愿

者讲解团队，此外还想把语音导览和二维

码布展等先进的布展方式，引入教育博物

馆。”他说。

本报讯（记者 符佳）2018 春季高

考刚刚落幕，今年是“先考后填”的第一

次春考，很快考生就将填报志愿。近

日，上海市教委公布了第五批上海市属

高校应用型本科试点专业建设名单。

经过各校申报、专家遴选评审等程序，

上海海事大学的“港口航道与海岸工

程”等 26个专业入选，其中浦东高校的

专业有13个，占据了“半壁江山”。

入选第五批上海市属高校应用型

本科试点专业建设名单的 13个浦东高

校专业分别是：上海海事大学的港口航

道与海岸工程专业、会计学专业，上海

海洋大学的物流管理专业，上海电力学

院的自动化专业、软件工程专业，上海

第二工业大学的通信工程专业、产品设

计专业，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的审计

学专业、商务英语专业，上海电机学院

的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上海杉达学院

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上海建桥学

院的软件工程专业，上海健康医学院的

护理学专业。

据悉，这些专业都是各校主动申

报，经过专家遴选评审等程序后入选

的。获评的试点专业将加强内涵建设，

强化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提高本科人

才培养质量。

2014年，上海市教委启动市属高校

本科专业改革试点和建设，构建能与相

关中高职专业相衔接的本科专业培养

模式和课程体系。2015年，首批26个上

海市属高校应用型本科试点专业公布，

之后又相继公布了第二批、第三批和第

四批试点专业。在此番第五批试点专

业公布后，上海市属高校应用型本科试

点专业已达126个。

浦东援藏干部为西藏教育留下珍贵“礼物”

西藏首座教育博物馆在江孜落成

进才实验中学举办2018新年音乐会

学生创新演绎歌舞剧《花木兰新传》

2017浦东小学生作文大赛颁奖

▲ 江 孜 教 育

博物馆的正门。

◀江 孜 教 育

博物馆二楼实景

再现了一间上世

纪六七十年代的

援藏教师宿舍。

□江孜教育

博物馆 供图

杉达牵手华为成立ICT学院
培养云计算存储类专业人才

市属高校应用型本科试点专业建设名单出炉

浦东高校13个专业入选
占据“半壁江山”

进才实验中学管弦乐团，在新年音乐会上演绎《北京喜讯到边寨》。 □见习记者 郑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