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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闭幕一年来，上海持续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以继续当好“排头兵”“先行者”为己任，用一系列生
动改革实践书写教育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不知不觉，我成为教师整整 20 年了。想当年，作为

一名非师范类大学毕业生， 凭着对教师职业的一腔热

情，踏上了神圣的三尺讲台。 此后几乎每年，我都在接

受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教师专业发展培训。例如职初

教师的师徒带教培训，区级“学科带头人项目培训”、市

级德育实训基地与“双名工程”，以及各种海外培训项

目等。

上海对教师专业发展支持力度之大， 让许多有志

于从事教师职业的人， 顺利从青涩的职场新人成长为

成熟教师。 去年 9 月， 我被评为上海市政治学科特级

教师， 这份荣誉是对个人教育理想的认同， 也是对专

业发展程度的认可。

作为一线教师， 近年来， 我和身边的同行收入有

了明显增长， 获得感满满。 这不仅体现出国家和城市

对教育事业的重视， 也是社会对教师职业的一份认

可。

如今， 上海还为教师发展搭建了各类展示自我的

平台， 比如 “讲台上的名师” “特级教师开讲啦” 等

系列活动。 这些 “没有边界的讲台” 既为教师提供亮

相的机会， 也为全社会了解教师职业搭建了桥梁。 小

伙伴们都说， 在上海， 当一名老师很幸福！

虽然家在崇明区， 但为了孩子的前途， 我选择让

孩子到市中心的初中就读。 今年暑假， 在市里公布的

“百所公办初中强校工程” 示范校名单上， 一所家门

口的学校让我眼前一亮。

趁着暑假里， 我带着孩子一起到家附近的马桥中

学考察， 正巧遇到校长。 校长告诉我， 马桥中学已经

与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结对 ， 将采取 “后茶馆

式 ” 教学模式， 提高学习效率， 减轻学习压力 。 同

时， 学校还将培养一批名师， 提升教学质量。 听到这

些信息， 这学期开学， 我毫不犹豫地把孩子接回崇明

区读书。

两个多月下来， 孩子的成绩进入了班级前五， 每

天放学回来都带着一张笑脸 ， 越来越自信 。 学习之

余， 学校开设了各类社团， 郁达坤参加了校管乐队，

还准备报名舞龙队， 生活丰富多彩 。 此外 ， 学校还

有一片生态基地， 供孩子们亲手种菜 。 鸡毛菜 、 毛

豆， 这几天 ， 郁达坤拿着自己栽种的蔬菜回来， 成

就感满满。

阎俊
（特级教师、 复旦附中政治学科教师）

在上海当老师
成长空间大， 感觉很幸福

从市区转回崇明读书
孩子开心， 我也放心

郁敏敏
（崇明区马桥中学初二学生郁达坤父亲）

放弃高中选职校
让我找到闪闪发亮的自己

黄梓珊
（上海商业会计学院-上海商学院会计专业

中高职贯通班毕业生）

那年中考， 我考了 567 分的好成绩， 超过了区实

验性示范性高中的录取分数线。 填写高中报名表时，

一个新名词跃入我的眼帘———“中高职贯通 ” 培养 。

听说这是市教委为职业教育学生成才开创的贯通培养

新模式， 经过五年学习， 毕业时可以获得高职学历证

书及相关技能证书。

和家人商量后， 我做了一个 “惊人” 决定———报

考上海商业会计学院-上海商学院会计专业中高职贯

通班。 从中职到高职， 学校都为我们配备了最优秀的

教师团队， 工学交替、 校企合作式的学习方式， 让我

们既学习了理论知识， 还掌握了扎实的专业技能。 经

过三年学习和企业实践， 全班会计从业资格考试的一

次性通过率超过 50%。

其间， 学校老师推荐我参加星光之约小记者团培

训， 作为代表接待来自荷兰、 美国的访问团， 还鼓励

我参加全国职业英语大赛等活动。 渐渐地， 我发觉自

己对英语很感兴趣， 于是在完成五年学业后， 考入了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英语本科专业继续深造。

毕业时， 包括我在内， 全班有六名同学考上了本

科， 其余同学选择直接就业， 月薪都有六七千元。 感

谢中高职贯通培养， 让我们找到 “闪闪发亮 ” 的自

己。 （均本报记者 张鹏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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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德树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教育兴则国家兴。 今天，没有哪一项事

业像教育这样， 能影响甚至决定着国家的

稳定、社会的进步和民族的振兴。

教育的核心是培养人才。 今天，我们比

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人才、渴求人才。

代表国家参与全球合作与竞争， 人才是上

海的第一资源。

党的十九大闭幕一年来， 上海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引，以继续当好“排头兵先行者”为己任，努

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在“培养什么人、

怎样培养人、 为谁培养人” 这一根本问题

上，用一系列生动的改革实践，书写新时代

教育事业新篇章。

这一年，上海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

以深化综合改革为根本动力， 持续提供更

加公平优质、更加丰富多样的教育。

这一年， 上海教育事业改革发展所呈

现的加速度、新气象，着实让人眼亮。

打造 360°德育
大熔炉， 立德树人取
得新成效

就在上个月，教育部公布首批“三全育

人”综合改革试点单位遴选结果：上海入选

全国高校“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区，是

全国五个试点省份之一；在全国首批 10 所

试点高校中， 复旦大学和同济大学双双入

选；全国 50 所入选的高校院系中，上海交

通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等四所高校院

系榜上有名。

在今年 9 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上 ，

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培养什

么人，是教育的首要问题。 我国是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就决定了我们

的教育必须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作为根本任务。

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 大力

推进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

聚焦“三全育人”综合改革，上海高校通过

课内课外结合、网上网下结合、校内校外教

育结合，打造 360°德育大熔炉。

如果把思想政治比作“盐 ”，学校教育

是“汤”，高校的人才培养就是把“盐”溶入

“汤”中，润物无声。

复旦大学 3108 教室 ， 留存着这所著

名学府的深厚文化积淀。 从时任美国总统

罗纳德·里根， 到著名华裔科学家 、 1957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 众多外国

政要 、 各界大师名家都曾在这里精彩演

讲。 今天的复旦 3108 教室 ， 正定期开讲

一门人气课程———由学校马克思主义学院

牵头、 面向全校本科生开设的 “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系列专题课

程。 来自学校不同专业的知名教授精心备

课、 联袂讲授， 共同带领学生深入学习党

的创新理论的最新成果。

“选择交大，就选择了责任。 ”在上海交

通大学新生入学“第一课”上，校党委书记

姜斯宪深情讲述了一个个催人奋进的校友

故事：钱学森一生有过五次重大选择，每次

选择都体现着他的价值观； 徐光宪一生为

国家发展需要四次调整研究方向； 王振义

带领团队用毕生精力研究白血病，91 岁高

龄仍在攻克白血病的道路上执著前行……

毕业生流向，从某种程度上，就是对高

校人才培养质量的检验。 在“就业不愁”的

上海交大，不少“90 后”在求职之初，就把自

己的就业方向锁定在“国家需要”，核电、大

飞机、航母……过去几年，上海交大每年有

六成以上毕业生选择到国家重点行业 、重

点领域就业。

今年 10 月的最后一天，同济大学土木

工程学院 2019 届桥梁工程硕士毕业生王

雨至， 欣然签下本年度上海高校首份就业

协议书。 过去两个月，同济优先安排中国建

筑、中国船舶、中国交建、中国商飞等重点

企事业单位组团式进校招聘， 把优秀学子

输送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关键重点岗位。

眼下，上海高校正在推进构建“三圈三

全十育人”体系。 其中，“内圈”主抓内容供

给改革， 牢牢把握第一课堂育人主渠道主

阵地；“中圈”聚焦主体供给改革，抓好第二

课堂素质教育、第三课堂网络思政教育，着

力从课堂、科研、实践等十方面推动育人；

“外圈”则聚焦资源供给改革，构建形成“开

门办思政”大格局。

谋民生之利 、解
民生之忧， 教育公平
迈上新台阶

打开世界教育版图， 上海是一个熠熠

生辉的地标 。 参加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测试，上

海曾连续两次在阅读、数学和科学三大基础

学科领域获得世界第一，并在后来的金融素

养测试中再次摘得世界第一。 随后，上海又

参加“教师教学国际调查”（TALIS），结果表

明：上海初中教师总体表现远超国际平均水

平，至少有 10个指标问鼎“世界之最”。

今 年 1 月 ， 联 合 国 教 科 文 组 织

（UNESCO）第 39 届全体大会在法国巴黎总

部以“无辩论”通过的方式决定，批准在中

国上海设立“教师教育中心”———这是迄今

落户上海的首家联合国二类机构。

在上海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

院院长张民选看来 ，UNESCO 大会以最没

有争议的方式通过关于在沪设立教师教育

中心的决议， 正是上海教育软实力的重要

体现。 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作为中英高级别

人文交流机制重要成果之一， 上海数学教

育已成功“出口”英国。 目前，在中英每年互

派 70 位骨干师资到对方学校取长补短的

基础上，上海数学教材已在英国 8000 所中

小学推广使用。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谋民生之利、解

民生之忧，必须牢牢把握新形势、新任务提

出的新要求。

在上海实现义务教育均衡之后， 家长

更关心的是：家门口的学校好不好，能不能

让人放心。 为满足更多学生家长对优质教

育的更高期待，今年 7 月，上海启动“百所

公办初中强校工程”，全市 116 所公办初中

成为首批“强校工程”示范校。

抬高底部，做大公办教育优质资源，上

海在制度创新和政策支持上精准出招 ：通

过基础教育名校长、名教师培养的“双名工

程”，每一所“强校工程”的实验校都将拥有

一位市级名校长、至少两位名教师。 把具有

较大发展潜力的公办初中办好 ，“强校工

程” 将最终实现全市 700 多所公办初中办

学质量高位优质均衡的目标。

关注“最柔软的人群”，实现幼有所育，

上海同样走在全国前列。 受“全面二孩”政

策等综合因素影响，“十三五”时期，上海常

住人口年平均出生人口数约 26 万，托育服

务供需矛盾切实存在。

今年 4月，上海率先发布《关于促进和加

强本市 3岁以下幼儿托育服务工作的指导意

见》等“1+2”文件，加

强对托育服务机构

的监管，并对托育机

构的市场准入、从业

人员和质量进行规

范。上海成为全国第

一个构建 3 岁以下

幼儿托育服务体系

的城市。

扎根中国大地 、

对标世界一流， 教育
内涵发展增添新动力

拥有什么样的人才， 城市就拥有什么

样的竞争力和未来。 过去一年是上海高校

“双一流”建设提速增效的一年。 扎根中国

大地、对标世界一流，发展与卓越全球城市

定位相匹配的高等教育， 沪上高校围绕学

科布局、 人才梯队和师资管理等方面深化

内涵发展，谋划新蓝图、出台新举措。

今年 9 月， 由复旦大学联手中国科学

院牵头的市级科技重大专项 “脑与类脑智

能基础应用转化研究”宣布启动，未来上海

将建成世界最先进的影像研究平台和国际

最大的全维度脑科学数据库平台。

由上海科技大学负责并参与建设的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今年 4 月启动建

设。 这是国内迄今为止投资最大的国家重大

科技基础设施项目，建成后将是世界上最高

效和最先进的自由电子激光用户装置之一。

今年 5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

市委书记李强在同济大学和上海大学调研

时指出，大学的发展，要始终立足大局、联

系实际，积极服务国家战略，全力参与上海

建设，为上海加快建设“五个中心”、迈向卓

越的全球城市和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提供更有力的人才支

撑和智力支持。

一流的平台和一流的环境， 对一流的

人才具有独特吸引力。 在沪高校正大力建

设具有国际水平的人才队伍和创新团队。

受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之邀，2004 年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弗兰克·维尔切克去

年来到上海交大， 出任李政道研究所首任

所长。 目前，李政道研究所在暗物质研究方

面进展迅速，正在不断产生成果。

从港珠澳大桥到上海中心大厦， 这些

重大基建工程， 处处闪现着 “同济智慧”。

“一流学科拥有一流的学术大家、一流的优

质师资。 学术再拔尖的教授，最根本的职责

还是教书育人。 ”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院

长赵宪忠表示， 正紧紧抓住入选国家首批

“三全育人” 综合改革试点学院这一机遇，

创新建立一系列激励机制和流动机制 ，率

先实行全员年薪制， 将教授们的精力和兴

趣引导到“人才培养”这一根本点上。

服务“一带一路”倡议，上海全球治理

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日前在上海外国语大学

成立。 校党委书记姜锋说，为治国理政服务

是高校的核心使命。 为此，上外将开展同类

研究的各个学术“岛屿”以协同的方式组成

学术“群岛”，组建“海外田野调查队”，在中

东、非洲、南亚、中亚等地开展田野

调查。

由华东师范大学牵头十大高

校成立的长三角书院联盟，将有力

推动长三角高校优势互补、协同发

展，共同探索书院制育人模式改革

与发展规律，不断满足学生成长成

才需求。

在上海，“双一流” 建设没有

“主演”和“看客”之分，每一所高校

都是参与者和践行者，都要在各自

领域创出一流。随着上海启动高水

平地方大学建设，出台“双一流”建

设地方版，上海理工大学、上海师

范大学等一批市属院校正被激发

出强烈的改革内生动力。

■本报首席记者 樊丽萍

十八岁成人仪式上， 青年学生们将成人帽抛向天空。 傅国林摄

▲社区幼儿托管点的建

立， 解决了双职工无人照看

孩子的困难。

傅国林摄

荩普陀区朝春中心小学一年

级新生们正在上新学期第一课。

本报记者 袁婧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