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设好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从“千万工程”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

生动实践和世界回响

“我来自浙江省的一个村庄，15 年前，我每天

都要拎着满满的一桶脏水走到很远的地方去倒

污水。 当时，我家厨房没有排污水管，村里没有垃

圾箱，河道受污染，又黑又臭。 今天，习近平主席

亲自推动的‘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使我们村

庄变成一张靓丽的明信片。 ”

美国纽约曼哈顿， 当地时间 2018 年 9 月 26

日晚，站在联合国的颁奖台上，浙江安吉县农民

裘丽琴用质朴的语言讲述了日常生活的故事，引

起全场热烈掌声。

这背后，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万千农民

携手共建美丽家园的生态变革。

15 年前，习近平同志在浙江亲自推动“千村

示范、万村整治”工程。 15 年来，他一直牵挂关怀

并多次指示推动这项工程。 15 年后，联合国环境

规划署将年度 “地球卫士奖 ”中的 “激励与行动

奖”颁给这项工程。

从实践中萌发并不断发展丰富的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 不仅为绘就新时代乡村振兴画卷、

建设美丽中国提供坚强指引， 还跨越山和海，推

动中国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

献者、引领者。

（一）山川新风

离开喧嚣的都市， 行在浙江秀水明山之间，

一个个小村庄镶嵌其中。 走进这些小村庄，仿佛

走进了“万花筒”———

安吉鲁家村，野山茶、蔬菜果园、药材等 18 个

家庭农场星罗棋布， 一列颇具童话气息的彩色小

火车穿梭其中，将农场串联起来供游人品味农趣；

绍兴棠棣村，无地不种花，无人不卖花，当地

村民兰花种得尤其好，市场更是遍布全国，村民

们腰包鼓，人们笑脸也像花儿一样；

开化杨村村，很多家庭养殖香猪，但村里整

洁干净， 还创造性打造出一个 “猪宝宝文化乐

园”，将养殖和旅游融合开发；

……

然而，时光回溯到 15 年前，浙江的农村则是

另一番情景。

经济发展多年领先，浙江也率先面临环境污

染带来的阵痛， 农村建设和社会发展明显滞后，

有新房无新村、“室内现代化、 室外脏乱差”、“垃

圾无处去、污水到处流”的现象普遍存在……

2002 年 10 月 12 日， 习近平同志调任浙江，

立刻开启了马不停蹄的调研， 在一个个村庄里，

他察民情、听民声，农村环境问题成为他关注的

重点———

不蓝的天、不清的水、不绿的山，折射的是不

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本质问题是

没有处理好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

从什么样的切口，破解这道生态与发展的双

重考题？

2003 年 6 月， 在习近平同志的直接推动下，

浙江启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开启了以

改善农村生态环境、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为核心的

村庄整治建设大行动。

这是突出问题导向、民意导向、趋势导向、目标

导向的大手笔———花 5年时间，从全省 4万个村庄

中选择 1万个左右的行政村进行全面整治，把其中

1000 个左右的中心村建成全面小康示范村。

“一定不要再想着走老路，还是迷恋着过去的

那种发展模式。 所以，刚才你们讲了，下决心停掉

一些矿山，这个都是高明之举。 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 我们过去讲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

山， 实际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005 年 8

月，习近平同志来到安吉余村考察时，得知村里关

闭矿区、走绿色发展之路的做法后，给予了肯定。

随后，习近平同志在浙江日报《之江新语》专

栏撰文说：“我们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经济与社

会的和谐，通俗地讲，就是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

山银山。 ”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

这一科学论断迅速成为引领促进发展的新

导向。

“感觉这条路走对了，越走越有奔头。 ”

从多年因为 GDP 落后在县年度工作会议排

在后面，到调整考核指向后，因为被评为“全国首

批环境优美乡”坐到前排，时任安吉山川乡乡长

王琴英回忆说。

曾经的山川乡，竹木过度砍伐，不少山沟里

几乎都没了水。

不准砍伐树木、不准电枪捕鱼、不准开矿挖

石……认定“千万工程”指引的路子，山川乡下了

决心，将村民多年来的生计列入了“禁止名单”，

并写入乡人大决议报告；为了涵养水源，还建了

生态水库。

经历一番彻头彻尾的整治后，山川乡农村人

居环境明显提升，茶叶、旅游业也开始发展，2004

年，成为“千万工程”现场会议后全省的考察点。

如今的山川乡，河水潺潺，茶园青青，村民们在优

美的环境中生产生活。

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扎实推进。 在浙江工作

期间，习近平同志一直亲自抓“千万工程”的部署

落实和示范引领，每年都召开一次全省现场会作

现场指导。 此后，这也成为浙江历届省委每年雷

打不动的惯例。

2003 至 2007 年突出示范引领， 在 1 万多个

建制村推进道路硬化、卫生改厕、河沟清淤等；

2008 至 2012 年突出整体推进， 主抓畜禽粪

便、化肥农药等面源污染整治和农房改造；

2013 年以来突出深化提升，攻坚生活污水治

理、垃圾分类、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

“千万工程”一路走来，浙江农村发展思路发

生了转变，村居面貌发生了质变，村民们的习惯

发生了巨变，“美丽转身”的故事俯拾皆是：

曾经的“水晶之都”———浙江浦江县，家家户

户建水晶作坊，很多村里的河水因为浸入水晶打

磨的粉末变成了白色，生态环境质量公众满意度

全省倒数第一。

“污染河流、毁坏家园，哪怕金碗也要把它砸

了！ ”

浦江县掀起一场水晶产业整治雷霆行动，终

于摘掉了 “全省最脏县 ”的黑帽子 ，河水越来越

清，鱼也越来越多。

曾经的“生猪大县”———浙江海盐县，地处浙

北杭嘉湖平原，境内河道众多却污染遍布，不少

村子里“奔驰宝马狂奔在猪粪堆里”。

当地发动 “生猪养殖业减量提质转型升级”

行动，引导养殖户走上转产转业、绿色发展之路，

江南水乡重现生机。

……

不走容易的路，要走正确的路。

突出高质量，打造升级版。 进入新时代，“千

万工程”进一步丰富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的内涵外

延，更加注重乡村特色、环境治理、乡风文明、宜

居宜业，让乡村不仅干净美丽，而且充满温度、各

具韵味、富有活力。

15 年久久为功，“千万工程”为浙江农村地区

转型发展蹚出一条新路。2017 年浙江农村常住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4956 元、同比增长 9.1%，是

全国 13432 元的 1.86 倍， 连续 33 年位居全国各

省区第一。

对于“千万工程”，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挂念在

心。 “浙江山清水秀，当年开展‘千村示范、万村整

治’确实抓得早，有前瞻性。希望浙江再接再厉，继

续走在前面。 ”2015 年 5 月，他在浙江调研时说。

（二）生态变革

走进浙江德清县，城与乡在这里握手。

车行其中， 城市与乡村的界线已经模糊，西

部翠竹茂林 、山青水净 ；中部田园小城 、宜业宜

居；东部古镇悠悠、传唱千年……

一座现代化的地理信息小镇短短 3 年从无

到有，聚起 237 家地理信息相关企业，优美宜居

的环境与现代化的产业相得益彰。

有面子，更有里子。 从打破城乡迁徙的户籍

障碍，到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再到赋予乡村要

素以市场价值，实现的是人、财、物在城乡之间自

由涌流，改变的是传统城乡工农关系。

站在改革开放 40 年的节点上， 观察这种城

乡关系的变迁，越发耐人寻味。

“40 年来，浙江城市与乡村的发展经历了三

个相互关联的阶段，乡村形态功能不断演变。 ”

顾益康，原浙江省农办副主任，亲历“千万工

程”的启动及实施。 在他看来，这一工程成为乡村

巨变的催化剂和引领器———

乡村裂变， 农业集体化经营转变为家庭经

营，浙江部分村民先富起来，但农业边缘化、农民

老龄化、农村空心化等问题也逐渐积累；

乡村蝶变，以“千万工程”为抓手改善农村人

居环境，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农村地区面貌

发生巨大变化，城乡渐显弥合之势；

乡村聚变，党的十八大以来，浙江进入后工

业化、后城市化时代和生态文明新时代，城乡全

面融合发展，乡村生态、人文优势凸显，发展资源

要素开始向乡村回流。

浙江乡村走过的路，也折射着中国的乡村振

兴之路。

“回顾起来，‘千万工程’是一项长远的战略

工程，是从抓农村环境入手，破解城乡统筹发展

的难题，为乡村振兴指引方向。 ”顾益康说。

沿着“千万工程”的路子走到现在，浙江不少

城乡发展正迈向“3.0 版本”：从乡村生态修复、旅

游业兴起，到资源要素回流、乡村全面复活，再到

城乡产业互补、乡村优势渐显……

站得高 、看得远 ，想得深 、做得细 ，“千万工

程”由此散发旺盛的生命力。

“会烂垃圾”箱绿色，上面写着：骨髓内脏、菜

梗菜叶、果皮、果核……

“不会烂垃圾”箱灰色，上面写着：玻璃、牛奶

盒、金属、塑料……

垃圾箱上还竖起牌子，联系党员、农户名、编

号均一清二楚。

类似的分类垃圾箱，在不少浙江农村里随处

可见。 如今，谁要乱扔垃圾，村民们自己首先不

干。 当地流传着这样的故事，一名外来游人进到

一个村子，边吃甘蔗边吐皮，一位村里老爷爷就

在后面跟着扫。

农村垃圾处理，看似是一件小事，但在具体

实践中是很难破解的一个难题。

浙江农村垃圾分类经历了循序渐进、 久久为

功的过程：村干部带头，和每个村民结对子共同做

好源头分类；探索会烂的垃圾镇里处理、不会烂的

垃圾集中到县里处理等因地制宜的处理模式；对

垃圾分类进行立法，不遵守的开出罚单；探索资源

循环利用，让村民尝到垃圾回收的好处……

“千万工程”从解决农村垃圾等问题起步，贯

穿着群众视角。

“进一步推广浙江好的经验做法，因地制宜、

精准施策，不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一件事

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建设好生

态宜居的美丽乡村，让广大农民在乡村振兴中有

更多获得感、幸福感。 ”2018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

记作出重要指示。

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一直把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记挂在心上，要求将“厕所革命”推

广到广大农村地区，还关心畜禽养殖废弃物处理

和资源化等。

这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生动彰显，指

引着浙江乡村巨变，指引着中国乡村振兴和生态

文明建设。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推进农

业农村现代化，浙江农村在“千万工程”指引下成

为先行先试者。

如今，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到浙江乡村创

业，看到了“美丽经济”的巨大潜力；

越来越多的乡亲们参与到村子未来的规划，

因为“这里每一块石头都和自己的生命有关”；

越来越多的村民自觉挖掘村子的文化优势，

展现人无我有的一面；

……

环境做文章，群众是主体，发展是根本。

2017 年， 浙江森林覆盖率 61.17%创历年新

高；城乡居民收入比 2.05，全国各省份最低；基本

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度 91.6%……新发展理念

落地生根。

浙江安吉县鲁家村和陕西礼泉县袁家村，从

地理位置看，两村一南一北，却结成了兄弟村。

鲁家村在乡村规划、环境整治、村民参与乡

村建设等方面特色突出，袁家村主动提出两个村

子结对取经、共促发展。

“下一步我们牵头打造‘百村联盟’，将全国

各地具有相同乡村理念、 经营模式的村拉进联

盟，共同发展进步。 ”鲁家村党委书记朱仁斌说。

“千万工程”启动于自然禀赋较好、经济基础

较强的浙江，但内核是新发展理念的践行，这也

意味着其具有可复制可推广的意义， 为乡村振

兴、美丽中国建设提供经验和示范。

一条生态新路更加清晰， 长期不懈坚持下

去、一代一代抓出成效，良好生态环境就会成为

人民生活的增长点、成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的支撑点、成为展现我国良好形象的发力点。

（三）世界回响

“将昔日污染严重的黑臭河流改造得潺潺流

水清可见底，赢得了激励与行动类别奖项。 这一

极度成功的生态恢复项目表明，让环境保护与经

济发展同行，将产生变革性力量。 ”

这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 “地球卫士奖”颁

奖时对“千万工程”的评价。

而就在一年前，2017 年 12 月， 同样的场合，

同样的“地球卫士奖”，获奖的是中国塞罕坝机械

林场。

连续两年获奖，折射出国际社会对中国生态

文明实践的广泛认可，凸显出保护全球生态环境

的中国担当。

在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执行主任埃里克·索尔海姆看来， 中国行动回答

的正是全球性挑战和课题———在发展中国家，如

何实现产业发展、环境保护、民众健康三赢？

今年 4 月，索尔海姆来到浙江，走进一个个环

境优美的乡村， 看到了一张张过去的乡村被污染

的照片。面对巨变，他感慨地说，在浙江看到的，就

是未来中国的模样，甚至是未来世界的模样。

“中国部分地区用较短时间就取得了一些西

方国家几十年的环境治理成果，这显示了推进环

境治理、建设生态文明的决心和智慧。 ”

随同考察的联合国官员认为，这里，绿色发展

带来了“金山银山”，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民众拥

有了更多的发展机遇，更加珍爱自己的家园，成为

自觉保护环境的“地球卫士”，这种经济发展和生态

保护相协调的模式，值得世界各地民众分享。

放眼全球，分享“千万工程”绿色发展红利的

人越来越多———

浙江德清，被称为“洋家乐”的新型乡村旅游

业态，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洋家乐，多由外国人开

办，是更富有设计感和时尚生活气息的民宿或精

品酒店。 游人不仅来自国内，也来自境外；人们不

仅可以享受优美的自然环境，还可以在周边各具

特色的乡村品味不一样的乡居时光。

仅仅在德清，已建成并开业的洋家乐就有 64

家，投资者分别来自南非、法国、英国、比利时、丹

麦等 10 多个国家，每年吸引十几万人前来旅游度

假。 其中的一家， 还被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为

“除长城外 15 个必须去的中国特色地方之一”。

从美丽生态，到美丽经济，再到美丽生活。“千

万工程”挥写出的中国农村新画卷，高度契合联合

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可持续发展道路，

解决社会、经济、环境三个维度的发展问题。

始于 2003年的“千万工程”，先于联合国 2030

议程：改善村庄人居环境、摒弃损害甚至破坏生态

环境的发展模式、主动减排二氧化碳排放量……

作为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以自身的

努力，为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愿景作出突出贡

献和示范。

“当今世界，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模式各有千

秋，但唯有人民群众满意、符合自然发展规律并契

合科学精神的发展理念， 才是最有价值的发展理

念以及最有实践意义的发展模式。 ”出席“地球卫

士奖”颁奖典礼的一位联合国官员如此评价。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

“我们应该坚持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理念，

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对自然心存敬

畏，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共同保护不

可替代的地球家园，共同医治生态环境的累累伤

痕，共同营造和谐宜居的人类家园，让自然生态

休养生息，让人人都享有绿水青山。 ”着眼中华民

族永续发展、着眼人类文明的共同未来，习近平

总书记的话振聋发聩。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以“千万工

程”为新起点，13 亿多中国人民推进乡村振兴、建

设美丽中国的步伐更加坚定，也必将在人类生态

文明建设史上作出更大的中国贡献。

新华社记者 何玲玲 何雨欣 方问禹
（新华社北京 12 月 28 日电）

ｗww．whb．ｃｎ

２０18 年 12 月 29 日 星期六 5责任编辑/王 鹏要闻 专版

“弘衍阅读”跨平台应用系统创新有方
为教育信息化智慧探索

2018年 12月 25日，上海市教委领导

等一行，来到弘衍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

司，就教育信息化业务作实地调研和指导。

弘衍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创立

于 2013 年， 是一家专业面向教育行业信

息系统的服务商。 作为“互联网+”的创新

实践者，弘衍注重信息技术与优质教育相

结合， 依托其强大基础层数据应用资源，

积极拓展移动教育与传统教育融合的创

新教育应用模式，成为同行业的智慧探索

者。尤其是弘衍结合自身多年深耕教育行

业的经验，通过信息化应用与大数据分析

相结合，协助政府管理机构建立符合中国

儿童阅读需求的中文分级阅读体系， 推

出了 “弘衍种子阅读” 跨平台应用系统，

集阅读、 评价于一体， 致力于培养儿童

阅读兴趣， 提高儿童阅读能力。 “弘衍

阅读” 还被评为 2017 年第十四届上海教

育博览会 “优质均衡 ” 教育展 “十佳 ”

教育信息化产品。

在现场，弘衍信息创始人、总裁张雁

介绍了弘衍在智慧校园和学校创新阅读

方面的最新进展，并作了案例分享。 与会

领导充分肯定了弘衍在教育信息基础建

设和教育应用集成方面所取得的成绩 ，

并重点考察弘衍创新阅读的实施和运营

细节。

市教委领导对弘衍阅读发展方向和

创新阅读模式给予了高度评价， 对弘衍

阅读在下阶段发展中如何在技术上树立

行业标杆、 将学生阅读与国际化评测标

准衔接、 将阅读平台数据标准化对接等

方面提出了更进一步的要求。 其他有关

领导还就弘衍阅读业务发展模式、 学生

阅读成果呈现方式、 引领教师阅读、 社

群阅读研发和中文文化传播等方面提出

了建议。张雁表示，为教育服务，为学校服

务，为师生服务，为家长服务，弘衍将在提

升教育信息化水平中作出更多的努力，贡

献更大的智慧。

商学特色课程日趋完善
上海市第四中学创建商学特色高中有成果

2018 年 12 月 25 日， 上海市第四中

学商学特色项目 2018 年度展示活动暨市

级课题 “上海市商学特色高中建设的探

索与实践研究” 结题研讨会举行。

学校从 2015 年起实施商学特色项

目， 在硬件设施和课程师资建设方面取

得了积极的进展 ， 办学特色日趋鲜明 。

校长杜育敏在会上回顾了商学特色高中

建设的探索与实践研究的过程和现状 ，

学校准确定位特色建设， 架构了特色项

目的课程体系， 即 “源商课程” “融合

课程 ” “趣商课程 ”， 作为学生的必修

或选修课程， 促进了学校课程的丰富化

和师资队伍的优化 。 教学观摩展示的

“国际贸易 ” “电子商务 ” “商务谈

判 ” “证券分析 ” 和 “CIS 企业身份识

别系统设计” 等课程， 深入浅出， 颇有

亮点。 与会专家对学校普通高中特色的

创建给予了热情评价。 徐汇区教育局领

导在会上强调， 学校商学特色核心在育

人， 重在普及， 通过持续建设， 不断提

升创建能级。

亭林中学体育特色不凡
评估专家予以充分肯定

2018 年 11 月 29 日， 上海市亭

林中学举行 “始于身 达于心 成于

志” ———上海市提升学校课程领导

力行动研究 （第二轮） 项目结题汇

报展示活动。

校长阮旖从项目研究的背景和

问题提出、 目标与内容、 过程与成

果、 反思与后续展望等四个方面向

与会专家、 领导和教育同仁汇报了

进展情况， 重点介绍了在项目中期

评估后必选项目和自选项目的突破

点： 以学生成长为中心， 推动课程

顶层设计， 点亮课程图谱； 以人格

塑造为主线 ， 充实体育特色课程 ，

探索育人路径。 参与学校特色课程资

源建设的老师从课程开发、 课程资源

编写、 课堂实践和课程评价的角度交

流了做法及收获。 学生家长、 教师、

毕业生和在校生代表分享了在学校体

育特色课程培育中的成长故事。

棋社、 摄影社、 器乐社、 篆刻

社 、 书法社等学生社团及跳皮筋 、

滚铁环等弄堂游戏活动在学校体育

休闲公园进行了展示。

金山区教育局领导表示 ， 亭

林中学在近几年中体育特色发展

迅速 ， 办学特色越来越明显 ， 体

育特色课程的育人目标清晰 ， 培

养的是全面发展的人 。 评估专家

朱怡华认为学校提炼出 “始于身 、

达于心 、 成于志 ”， 揭示了体育的

教育真谛 ， 导向育人 。 在结题答

辩中 ， 评估专家肯定了学校在参

加提升课程领导力行动研究项目

以来尤其是中期评估以后所取得

的研究成果和进步 。

“四教” 与君子养成
第三届君子养成研讨会在复旦五浦汇实验学校举行

2018 年 12 月 7 日，由上海教育报刊

总社、复旦附中青浦分校、复旦五浦汇实

验学校等举办的 2018 第三届君子养成研

讨会举行。

复旦附中校长吴坚在致开幕词中 ，

深情地用一个 “约定 ”，和盘托出一年一

度君子养成研讨会的来源与初衷。 今年

研讨会的主题是 ：“四教与君子养成 ”，

复旦五浦汇实验学校校长黄玉峰认为 ，

君子养成是一个过程 ， 聚焦 “诗教 、科

教 、礼教 、乐教 ”，还有一个 “家教 ”，就是

进一步探索君子养成之道 。 黄玉峰 、刘

宗三 、蒯本科 、姜乃振 、顾敏 、王红霞等

先后走上讲坛 ，将各自的 “教 ” 演绎得

“引人入胜 ” ， 而陈尚君 、 刘定一 、 李

耐儒、 郁琴芳、 张广录等专家则在评议

中 “一语中的 ”。 远道而来的著名教育

家朱永新说， 教育首先应该是为生命而

存在的 ， 用安全教育来拓展生命的长

度， 用养成教育来拓展生命的宽度 ，用

价值和信仰来拓展生命的高度 ，这样立

体性地构成了人生的长宽高三个维度 ，

这是我们新教育的追求 ，与君子养成教

育不谋而合。

闵行区校园电视台联盟成立
闵行区首届 “田园杯” 学生电影节闭幕

2018 年 12 月 14 日， 闵行区首

届 “田园杯” 学生电影节闭幕式活

动在闵行区田园外语实验小学举行，

TYTV 田园电视台对此次盛会进行

了全程直播。

闵行区领导与区教育局、 文广

局、 颛桥镇、 青少年活动中心的领导

及全区 100多所学校的老师、 学生和

家长代表一起与会。 特别嘉宾著名艺

术家陈少泽也一同见证了本次盛典。

首届 “田园杯 ” 学生电影节 ，

以 “人文校园， 美丽社区” 为主题，

是由闵行区青少年活动中心主办 、

闵行区田园外语实验小学承办、 闵

行广播电视台协办的区级电影节 ，

自 2018 年 9 月启动以来， 举办了 2

次影视专业培训和 4 场影视类比赛，

全区 50 多所学校参与培训， “影评

征文” “电影海报制作” “亲子配

音秀活动” 和 “校园影视创作大赛”

四项赛事共产生奖项 485 个。

在闭幕式上， 闵行区校园电视

台联盟宣布成立， 成员为： 田园外

语实验小学、 吴泾实验小学、 区实

验小学、 明强小学、 莘松小学、 上

医大附属闵行蔷薇小学、 浦江第一

小学、 市师资培训中心实验基地附

属中学、 航华第一小学。

围绕 “融合课程” 切磋探讨
第十四届 “江浙沪” 教育联盟在沪举行交流

2018 年 12 月 20 至 21 日 ， 第十四

届 “江浙沪 ”教育联盟交流与研讨活动

在上海市日新实验小学举行 。与会的主

办单位上海市日新实验小学 ，联盟单位

南京市拉萨路小学 、 南京市银城小学 、

南京市金陵汇文学校 、 南京第二师范

学院附小 、 南京市宝船小学 、 南京市

方兴小学 、 杭州新世纪外国语学校 、

杭州市抚宁巷小学 、 杭州师范大学附

属仓前实验小学 、 杭州余杭区星桥第

二小学 ， 以及邀请单位 ， 围绕 “融合

课程 ” 的主题 ， 以 “融合课程 ” 的课

堂教学交流 、 专题论坛 、 校长沙龙等

方式 ， 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

日新实验小学校长沈敏在开幕式

致词中强调 ， 融合课程在培养学生接

触真实世界的深度和广度 ， 创造体验

性的实践或实践性的体验上 ； 在应对

知识的破碎和割裂 ， 应对知识的变化 ，

联系知识的不同领域 ， 体味知识的有

用性上 ； 在培育学生的深度思维 、 创

造力 、 沟通能力 、 自主学习能力 、 问

题解决能力 、 领导力等方面都能起到

非同一般的作用 ， 是对分科课程的有

效补充 ， 富有价值 。

在现场 ， 日新实验小学展示了融

合课程 《安塞腰鼓 》， 它原来只是音乐

课程的一个内容 ， 现在把语文 、 美术

和音乐三门课程融合 ， 实施 “文化背

景下的艺术教育 ”， 通过语文老师葛儒

毅 、 美术老师周青 、 音乐老师居明华

的执教 ， 让学生在对安塞腰鼓历史文

化的探究 、 创意绘画的表达 、 歌唱表

演的展示的过程中 ，多角度深入认识安

塞腰鼓的人文艺术特点 ，传承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 。 在校长论坛上 ，日新实验小

学副校长徐为介绍了学校开设的 “小脚

丈量世界 童心感悟成长 ”研学周课程 ，

南京市拉萨路小学校长严瑾 、杭州新世

纪外国语学校校长滕梅芳 、上海日本人

学校校长藤原镰次分别就 “融合课程 ”

发表了见解 。

空中俯瞰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汾口镇 （4 月 3 日无人机拍摄）。 新华社记者 徐昱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