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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吴燕）10月 9日，浦东

新区南中教育集团正式成立，这是新区组

建的第十一个教育集团。

浦东新区南中教育集团是由新区的

7 所学校共同构建的教育发展联合体。

集团以上海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上海南

汇中学为牵头学校，成员学校包括上海市

祝桥高级中学、上海市老港中学、上海市

泥城中学、上海市石笋中学、上海市彭镇

中学、上海市江镇中学。

记者注意到，南中教育集团的7所学

校皆地处浦东南部地区，涉及初中和高中

两个学段，包括高中两所、完中三所、初中

两所。南中教育集团理事长、南汇中学校

长康潇津告诉记者，基于“兼文兼理 汇善

汇美”的集团文化精神以及“人本人文 格

物致知”的集团办学宗旨，7所集团学校

未来将特色共建、资源共享、项目共研、携

手共进、合作共赢、互惠互利，共同提升课

程品质和办学水平，形成南中教育集团的

发展特色，尤其是将依托和辐射优质的高

中教育资源，进一步提升集团内部公办初

中（学段）的教育质量，为推进初中强校工

程而努力。

据悉，集团成立后将力促“联合教

研”，搭建内部校际互动平台，促进各校自

荐教研资源整合，实现教研资源共享。目

前，由南汇中学牵头，集团已开始联合实

施高中新课标校本培训。未来，集团还将

根据各成员校的需求和特点，采取优势学

科教研组点对点教研，对高端教师、骨干

教师和青年教师实施联合培训。在“师资

流动”方面，集团计划尝试在高中学段以

“结构补缺”“跨校执教”等方式开展师资

柔性流动，缓解集团内学校学科发展、师

资发展不均衡的矛盾，有效应对新高考实

施后部分学校选择性学科开不足、开不出

等问题。

此外，集团还将实施“高端教师”培

育工程，发挥牵头学校特级校长、特级

教师以及两个学科基地等优势，联合培

养各校优秀教师，在集团内打造一支

“高端领航教师队伍”，培养更多的学科

带头人、骨干教师，为各校打造更多的

优势学科、学科高地，开拓拔尖教师培

养的新途径。

■本报记者 吴燕

画坛巨匠达芬奇留下了大量人体解

剖图；大英博物馆发端于斯隆医生的捐

助；献身于中国抗战的白求恩大夫也曾是

画家……古往今来，医学和艺术结伴而

行，彼此有着灵性交融与精神共振。

2018新学年，一本名为《医学人文油

画展》的小册子成为上海健康医学院送给

2018级新生的开学礼物。日前，该校又

将“医之魂——医学人文油画展及雕塑

展”请进图书馆，为医学生提供一个概览

人文医学史的平台，引导他们在艺术中寻

找灵魂共鸣，领悟和培养仁爱之心。

画里的医患关系和谐互信

此次展览展出与医学相关的中外经

典绘画作品 49幅、雕塑 7件，它们由中央

美院师生根据原件进行复制创作，今后将

在校图书馆内“常驻”。展览开幕当天，北

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教授王一方受邀

带着师生一起观展。

在医学人文绘画代表作伦勃朗的《杜

普教授的解剖课》面前，王一方向学生们

介绍，这幅作品开创了医学风俗画中群像

画的新纪元。作品展示了一节外科解剖

课的授课场景，杜普教授正一丝不苟地示

范与讲解，身旁的一群学生神情专注、求

知若渴。伦勃朗画笔下的医生有着忧郁

的眼神和拘谨的手型，之后的医生肖像画

沿袭了这些特点。

展览中的不少作品展现了彼此信任

的和谐医患关系。路克·菲尔德斯的代表

作《医生》，是画家根据医生为自己孩子诊

疗的经历创作。画面左侧桌上有一盏亮

着的灯，一缕晨光从右侧的窗口照进来。

医生托腮守在病人床边，身旁及地上有一

些药水、被丢弃的纱布等，暗示着经过彻

夜救治，病孩似已脱离危险，而疲惫的医

生仍坚守在床边，思考下一步的治疗方

案。有意思的是，画家本人也出现在了画

中，身为父亲的他一只手搭着正在桌上埋

头掩面的妻子肩上，用充满信任和期待的

眼神注视着医生。“当时的医生备受社会

尊崇。画家通过自身经历感受到，医生的

使命不仅仅是对病患施救，还有对病人痛

苦的细微体察与关怀。虽然，画家的孩子

最终不治身亡，悲伤中的他还是创作了这

幅画，展现了一种医患之间的高度信任与

性命相托的联系。”王一方说。

除了医生，展览中也展出了不少和护

士相关的画作，如夏尔丹的《悉心照料》，

瓦格顿的《春风化雨》等。画布上的护士

神情恬静温柔，她们悉心照料着病患。此

外，画展中还有一组展现中国白衣天使抗

击SARS病毒的油画，它们曾获2003年全

国美展大奖。

人文教育对医学生很重要

当日，上海健康医学院聘请王一方等

3位专家为客座教授。上海健康医学院

校长黄钢还与王一方就“医学与名画”展

开“南北对话”。

在主题为“画布上的医学”的讲座中，

王一方从画布上的医生、护士、病人、病房

等讲起，讲到了一批医生画家、病人画家

及其代表作。又从列宾的《精湛的手术》、

梵高的《加歇医生》等绘画代表作讲到了

医学主题雕塑。他感言：“艺术和医术是

相通的，艺术使医生成为一个情感真实的

人、诚恳善良的人、审美高雅的人、拒绝暴

力的人、品质高洁的人，从而具备了与病

人在各个层面进行良好沟通的能力，而这

正是医学大家的基本素质。”

在黄钢看来，医学是基于科学的艺

术，艺术家展现的是人类的灵性，而医生

抚平的则是人类的伤痛。他觉得，古今中

外的不少绘画作品将医学的变迁、疾病诊

治的故事融入其中，其中包含着人与人之

间、人与疾病之间的一系列关系，形成了

一部生动的医学发展动态史。“医学无论

多先进，也无力改变人类的生老病死。如

何在治病救人的同时关照患者的心灵，让

医学变得不再‘冰冷’而是带着‘温度’，这

就需要注入人文关怀，因此，当下对医护

学生进行人文教育显得尤为重要。”他说。

记者了解到，上海健康医学院注重

对学生进行人文教育，提出了“人文与实

践”DNA 双螺旋培养模式，在培养学生

健康医疗“硬知识”的同时，健全学生人

文情怀的“软实力”。学校每年组织开展

“人民健康”系列思政课程，组织学生开

展授帽仪式、白袍仪式、生命教育仪式；

开展把“健康中国”的理念播撒在祖国各

地的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据悉，

该校近期将成立健康医学人文中心，聘

请知名学者联合开展医学人文理论研究

与实践探索。

本报讯（记者 吴燕）上海地铁内有哪

些文化类创意媒体广告？如何利用“智慧

停车服务”平台缓解停车难？咸塘港不同

水域的生态如何进行恢复……日前，来自

浦东新区10所普通高中和中职校的10支

参赛队，带着各自的课题项目齐聚上海市

新川中学，参加 2018年浦东新区学生社

团文化节之“未来杯”中学中职社会实践

项目的区级展示。

这些项目皆由中学生利用今年暑期

做的，主题涉及社会热点难题、公共文化

建设、浦东环境保护以及学生德育活动等

各个方面，体现了学子对社会、对自身的

关注和思考。

参加区级展示的 10支参赛队是从 30
支队伍中脱颖而出的。展示现场，每组参

赛队选派一名队员上场，在 5分钟内结合

PPT展示各自的作品，并现场回答了专家

提问。经过 1个半小时的精彩展示，最终

评选出了最佳风采奖、逻辑思维明晰奖、

最佳团队奖、最具创意奖和视觉效果奖各

两名。获奖者中的佼佼者本月将代表浦

东参加“未来杯”中学中职社会实践项目

的市级比赛。

浦东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年底收官
八成公办幼儿园成功创建市一级以上幼儿园

上海的每5所幼儿园，就有1所在浦东；而在浦东，幼儿园数量占到了新区基础教

育学校总数的将近半壁江山。记者在近日举行的“2018学年浦东新区学前教育工作会

议”上获悉，3年来，新区落实《浦东新区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2016—2018年）》的目

标和要求，全区学前教育工作取得了快速发展，相关发展指标基本达成，基本构建形成

了“科学规范、均衡优质、开放多元”的学前教育体系。 ■本报记者 吴燕

讲述医学与名画的故事
上海健康医学院探索医学生的人文教育

浦东再添教育联合体
南中教育做强公办初中

浦东学生实践项目关注社会和自身

来自浦东新区10所普通高中和中职校的学生，展示了自己参与的社会实践项目。 □徐网林 摄

解决“一个难题”

积极应对入园高峰

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近年

来，浦东新区适龄入园幼儿数量急速增

加，2016至 2018年，全区新增 3-6岁适龄

幼儿 1.7万人，学前教育资源面临着前所

未有的挑战。应对入园高峰，浦东紧抓两

个关键词：新建和改扩建。

一方面，新区加快推进公建配套幼儿

园建设，努力做到住宅建设与学校建设同

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竣工、同步交付使

用。2016—2018年，共计新建公建配套幼

儿园 43所（含园区），占目前全区公办幼

儿园园舍总量的 11%。为使新开办幼儿

园实现高起点办学，新区通过创新机制，

采取委托管理、合作办园、开办分园等多

种方式，办好每一所家门口的幼儿园，逐

步缩小地区差异。此外，3年里浦东还新

开民办幼儿园14所。

与此同时，新区多渠道扩充学前教育

园舍资源，并适当提高现有园舍的使用效

率。过去 3年，新区改扩建幼儿园 28所，

新增的学位资源，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新一

轮入园高峰带来的入园矛盾。

做好“两个课题”

全力促进均衡优质

浦东是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区和

教育整体综合改革实验区，优质教育的均

衡发展是新区从教育大区走向教育强区

的必由之路。如何促进学前教育的均衡

优质，两个课题摆在面前：数量和质量并

重，均衡和优质并举。

截至 9月，浦东公、民办幼儿园共计

320 所、园舍 503 个，全区在园幼儿达到

13.1万名。总量迅速扩充，如何保障优质

教育资源不被稀释、保教质量得到有效提

升？3年来，新区通过建立分层分类的幼

儿园保教质量监控机制，推进“浦东幼教

筑塔行动”，实现“建峰填谷”，力促学前教

育质量提升跟上“浦东速度”，实现学前教

育质量和数量的同步提升和发展。

筑牢“塔基”——新区制定出台《关

于进一步加强对民办三级幼儿园规范管

理的通知》，编印《民办三级幼儿园管理

手册》，开展公、民办结对带教和依法办

园专项视导等措施，促进民办三级幼儿

园依法办园，明确规范管理的要求和底

线，做到“有规可依，有章可循”。同时，

以《浦东新区提升二级幼儿园办园质量

的行动研究》内涵项目为抓手，对公办二

级园逐一进行质量监控，提升新区学前

教育整体质量。

筑强“塔身”——新区支持符合条件

的幼儿园创建上海市一级幼儿园；鼓励办

园特色鲜明、办园成效显著的一级幼儿园

创建“浦东新区示范幼儿园”。3年中，共

有 17所幼儿园成功创建上海市一级幼儿

园，7所幼儿园成功创建“浦东新区示范幼

儿园”，对 91所到期复验的上海市一级幼

儿园及浦东新区示范幼儿园进行了复验

评估。截至今年 9月，浦东市一级以上优

质幼儿园共计 173所，其中全区公办优质

园比例达到80%。

而为了筑高“塔顶”，新区充分发挥

上海市示范幼儿园的引领作用，成立了

东方学前教育集团和冰厂田学前教育集

团，通过项目化引领、专题工作坊等形

式，助推新区优质学前教育品牌的新一

轮发展。同时，在部分优质园开展“提升

幼儿园教师课程领导力”“幼儿早期阅

读”等区级课题研究，带动全区学前教育

优质均衡发展。

推进“三个项目”

着力开展创新实践

如今，在浦东的公办幼儿园，一间间充

满童趣的幼儿阅读室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

线，这得益于新区教育界对幼儿早期阅读

重要性的认知，以及在幼儿早期阅读指导

方面的经验和优势。过去 3年，新区在全

市各区中率先制定了《幼儿阅读室建设指

导意见》，3批共302个既符合标准又充满

个性的幼儿阅读室，为浦东幼儿开展早期

阅读，提升综合素养提供了保障。

热爱阅读的孩子，需要一双明亮的眼

睛。2016年，新区成立了“医教结合”幼儿

眼保健项目组，开展“亮睛睛”——幼儿眼

病早筛查早发现早预防策略研究。借助上

海儿童医学中心眼科团队的专业力量，项

目组对40所不同类型幼儿园、5000多名幼

儿进行了眼保健筛查和评估，对 106所幼

儿园的教师、家长代表共计千余人进行了

幼儿眼保健的专题培训，通过早筛查、早发

现、早预防，降低幼儿眼病的发病率。

此外，新区积极推进0-3岁幼儿家庭

早期教养指导，已建立早教指导点312个，

覆盖36个街镇，为全区近9万个0-3岁婴

幼儿家庭就近就便提供科学的早教指导服

务。与此同时，浦东全力推进 3岁以下婴

幼儿托育服务。作为全市 5个试点区之

一，新区坚持普惠性导向，通过推动托幼一

体化、鼓励民办幼儿园开设托班、支持街镇

和企业举办普惠性托育点、新设立一批民

办托育机构等举措，进一步增加托育服务

资源供给，满足社会对于托育服务的需

求。截至上月，新区已接受 3岁以下申办

咨询423家，指导机构办理128家，正在申

办受理中的 23家，已发放《依法开展托育

服务告知书》3家，已入托幼儿100人。

上海健康医学院师生正在观展。

□本报记者 吴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