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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朱颖华 通讯员 廖平才

2018年12月底，教育部正式公布
了2018年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获奖名单，
萧山二职李志良、廖平才（执笔）、谢雨
辰、朱叶峰、陈金贤为主要完成人的课
题成果《小葫芦，大教学：引进“非遗项
目”培育跨界复合型人才的创新实践》
荣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这是教
育部设置该奖项以来，我区首次问鼎国
家级教学成果奖，也是萧山历史上获得
的最高级别的教学成果奖。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是1989年国务
院确定的国家级奖励，被视为与国家科
技成果奖并列的国家级奖励，每4年评
选一次，包含高等教育（含高等教育阶

段的学历教育、非学历教育）、基础教育
（含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普通高中教

育）与职业教育（含中等职业教育、高等

职业教育）三大类，这些成果充分展现

了教学改革、课程建设、人才培养工作
等方面所取得的突出成绩，代表了目前
我国教育教学工作的最高水平。

本届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评比，经过
初审、网评、答辩、终审、公示、异议处理
等环节，最终从3917项候选成果中评出
了1355项国家级教学成果，其中职业教
育获奖成果451项（含中职120项、高职

295项、军队系统及其他单位36项）。作
为萧山区唯一被推荐的国家级候选成
果，《小葫芦，大教学》能在全国众多候
选成果中脱颖而出，实属不易。该成果
的创建和孕育整整历时七载（2011-

2018年），课题组核心成员自始至终执
着坚守，无问西东，艰辛付出，三大专业
教学团队全程参与、倾力配合，成果的
取得倾注了各级领导、专家学者与二职
广大师生的智慧、心血与汗水。

该成果以在萧山二职土生土长起
来的杭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葫芦文
化”为载体，以“小葫芦”撬动“大教学”
改革，整体建构了融合“园林、烹饪、商
贸”三大专业集群，涵盖“现代农业、加
工业、服务业”三大产业形态，跨越“课
业学习、职业体验、创新创业、社会服
务”四大学习界域的“大教学”课堂新形
态与教学新样态，形成了现代产业体系
下复合型跨界人才培养新模式与新范
式。经过7年的研究、探索与实践，学校
在“大教学”理论模型建构、“大教学”专
业集群整合、“大教学”课程体系设计、

“大教学”课堂形态探索、“大教学”评价
机制保障以及非遗文化传承等方面做
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系列具有示范性
的教学研究成果。

一是创造性地提出了职业教育“大
教学”理论模型，具体阐明了大教学的

“三大核心要素”“四大基本特征”，厘清
了“教育与职业、学校与社会、知识与经
验、课程与生活”的大教学逻辑关系，系
统架构了基于“集成专业、柔性课程、开
放课堂、弹性走读”的大教学操作体系，
在理论上创新与发展了黄炎培“大职业
教育观”。

二是解决了当前中职专业教学中
普遍存在的三大难题，“大教学”突出专
业的融合性、知识的系统性、课堂的开
放性与学习的选择性，极大提升了专业
教学的“集聚效应”与“增倍效应”，有效
解决了中职学校“专业窄化、课程分化、
课堂固化”这三大教学难题，在实践上
实现重大突破。

三是提升了中职学生的综合素养，
提高了“就业竞争力”，近四年学生在职
业技能国赛中摘得1金3银1铜，职业素
养省赛中获得5金19银20铜 ，在浙江
省中职园林、烹饪专业技能大赛中获得
4金6银，在省电子商务大赛中连续七
届获得团体一等奖。近三年，该校华金
飞、许益芳、韩济凯、傅婷菲4位同学一举
摘得浙江省高职单招单考全省状元。

四是拓宽了社会服务渠道与功能，

增强了“社会贡献力”。开办失地农民
培训班，年均培训500余人次；开发葫芦
产业村，直接受益农户近170户；葫芦文
化创意产业基地入驻传化现代农业园，
累计接待 27000 余人次；传承非遗技
艺，2014年“葫芦文化”入选杭州市第五
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地方经济建设、
文化传承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五是“大教学”模式得到了运用推
广，增强了“成果辐射力”，成果经验作
为典型案例先后在中国创课教育论坛
等全国性论坛会议上推广3次，在农经、
烹饪、电商、旅游等省级专业职教年会
推广7次，为重庆、贵州、福建、山东等7
个省市和温州、宁波、嘉兴3个省内地市
作专题报告23场。华东师大等省内外
30多位专家来校专题调研，省内外100
多所兄弟学校来校学习，《中国教育
报》、《光明日报》、浙江电视台等20多家
主流媒体深度报道，成果经验在全国范
围内产生了重大辐射作用。

萧山二职创办于1988年，是国家级
重点职业学校、浙江省改革发展示范
校、“杭派教学法”基地学校，现有师生
员工2600余人，是目前萧山区办学规
模最大的职业学校之一。建校30年来，
该校始终坚持“培育产业人才，服务地
方经济”的办学宗旨，累计为社会输送
了20000余名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为
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

我区首次问鼎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记者 朱颖华

日前，带着对2018年的感动和对
2019年的向往，一年一度的高桥金帆实
验学校国际文化艺术节如期而至。为
期3周的时间里，高桥金帆的孩子们在
多姿多彩的活动里，全体参与，享受英
语，展示自我，向着“做具有国际化视野
的金帆人”不断迈进。

简单而不失隆重的启动仪式中，全
体学生一起感受国际文化艺术节的氛
围。当《Good time》音乐响起，两位小
主持人唱着英文歌闪亮登场，流利纯正
的口语、自信飞扬的台风，展示出金帆
学子的国际范儿。学校国际部副主任
徐群对国际文化艺术节活动进行了详
细介绍。她说道：“我们的外教不仅爱
英语，爱学生，更爱让学生享受英语。”
随后，来自美国的Christian和Matt两
位老师，带领初中部的几位同学做起了

“Body letters”的游戏，孩子们用自己
的身体拼出一个个单词，现场的气氛一
下子被调动起来。来自加拿大的
Almira 老师上场和孩子们一起表演
《Hokey Pokey》，他们边唱边跳，再次
把活动推向了高潮。最后，高桥金帆实
验学校校长韩国荣宣布第六届国际文
化艺术正式启动。

在艺术节的展示环节，学校搭建了
一个无限精彩的舞台，让孩子们尽情表
达自己的想法和创意，展现自己的才华
与自信。教学楼大厅里，各类学生英语
作品尽显风采。从插图到内容，每一份
作品都经过了精心设计，可以感受到学
生们扎实的英语书写基本功，而其内容
中映射出的思维火花和流淌着的创新
设计，又给人以美的享受，令人惊叹于
孩子们的灵秀。

现场比赛环节更是精彩纷呈。
一二年级通过班级初选，选拔出10

个代表队参加了亲子英语绘本表演决
赛。赛场上，小选手们落落大方，和爸
爸妈妈们演绎了一个个经典有趣的英
语绘本故事。夸张的表演动作、灵动的
面部表情、流畅的英语口语、各具特色
的道具、精心准备的服装，使比赛引人
入胜。

三四年级所有学生开展了“Copy
不走样”英语课文诵读比赛。经过班级
海选，32位学生脱颖而出，参加现场决
赛。学生们以清晰的发音、优美的语
言、娴熟的口语和自信的微笑，展现出
他们对英语学习的热爱和执着，同时也
展现出他们平时注重课文语音语调模
仿、积极练习的成果。

五六年级开展了我是单词王和阅
读竞赛两项比赛。学生们积极准备，认

真参与。比赛不仅提升了学生们对英
语学习的兴趣，更让学生们意识到英语
正确书写以及平时注重词汇积累和知
识拓展的重要性。

七年级的配音大赛完美诠释了“以
声逐梦，随心而语”的语言魅力。声临
其境，你就是主角。经过各班海选推
荐，共有12个作品最终登台亮相。配音
时，参赛选手们火力全开，不拘泥于台
词本身的意义，而是陶醉于角色之中，用
语气、口型、表情、情节演绎带着大家进
入了电影的世界，遨游在英语的海洋。

八年级的英文歌曲大赛人气高
涨。台上，选手们歌声动人，曲风各
异。台下，热情的“歌迷”们挥舞着荧光
棒和着音乐节拍，跟随选手们一起哼
唱。有“歌迷”拿出平板电脑写下名字
和祝福语高高举起，为自己喜欢的选手
呐喊助威。一时间，灯光与荧光棒，共

同点亮了这一时刻，成为学生们不可磨
灭的青春记忆。

所有年级都参加的词王争霸赛，则
是每个学生“挑战极限，提升自我”的大
联欢。在这里，高手过招，不仅展示了
金帆学子的实力，更体现了金帆学子勇
往直前的精神。

据了解，国际文化艺术节是高桥金
帆实验学校的一项大型经典活动，从
2013年开始举办，至今已经是第六届。
在这六年里，艺术节博采众长，砥砺奋
进，以创新的思维和丰富的内涵，展现
着全校师生的风采，以宽阔的胸怀为国
际理解提供了多彩途径。全校学生在
国际文化艺术节的各项活动中，提高了
英语应用能力，开阔了视野，增强了文
化和艺术修养，培养了良好的团队协作
精神，充分展示了高桥金帆学子朝气蓬
勃的精神风貌和青春风采。

一、《新民说·万物·天气预报》
彼得·穆尔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定价68元。19世纪以前，天气一直是一
个神秘的存在。暴雨、海啸、雷电、冰雹、
飓风……这些恶劣的天气动辄夺去数十
万生命，令人心生恐惧。直到天气预报的
出现，人类的损失才得以挽回一二。本书
讲述了一段长达70多年的天气预报开拓
史。书中主角背景各异，有航海家、画家、
发明家、天文学家、工程师……他们顶着
守旧思想和宗教信条的压力，利用极为简
陋的技术条件观测、记录、假设、求证，一
步步揭开大气的秘密，并试图窥探未来天
气。通过翔实的史料和充满人文关怀的
笔触，彼得·穆尔带领我们深入每位先驱
的生活环境和内心世界，揭示了那些惊人
发现背后的执着信念与高尚情怀。

二、《北大荒断简》
肖复兴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定

价56元。“每个人都有一个令他魂牵梦绕
的地方。”对于肖复兴而言，这个地方就是
北大荒。这部作品，不是朱颜辞镜花辞树
顾影自怜式的怀旧，而是作者直面曾经人
生唯有一次的青春。无论什么时代的青
春，都会有美好的一面，也会有残酷的一
面，青春是一把双刃剑，可以刺伤他人，更
可以刺伤自己。在这里，作者没有回避自
己所做的好的和不好的一切，也没有视而
不见青春美好娇颜下滴血过后结痂的伤
口。2018年是作者前往北大荒，前往大兴
岛的整整五十年。这部作品，是作者送给
自己，送给和他一起同去北大荒，同到大
兴岛的知青朋友的一个纪念，同时也是对
我们这个国家半个世纪风雨兼程的不凡
之路的追忆与缅怀。

三、《山居莫干》
蒋瞰著，化学工业出版社，定价59.8

元。莫干山，位于浙江省德清县境内的一
片山峦，聚集了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他们
安于山里的一蔬一饭，改造房屋、经营餐
厅、研究植物……在未老之前，变成一个
深入山林的“无业青年”，用诗意的世界包
装自己的理想，再造内心的大乐之野。本
书除了恰如其分地描绘出离的生活外，更
多的是接地气的山居生活状态的展示，那
些游客们表面看不到的趣味和无奈。它们
是有矛盾、烦恼、争执的，也是回归传统、睦
邻友好、自给自足的。每个人，都有自己心
中的普罗旺斯。它也许是“好山好水好无
聊”，也许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四、《海上明信片》
（英）维多利亚·希斯洛普著，南海出

版社，定价68元。本书是畅销书《岛》的作
者维多利亚·希斯洛普的全新长篇小说。
独在异乡的艾丽，厌倦了伦敦阴冷的天气
和一成不变的生活。突然从某天起，她不
断收到从希腊寄来的明信片，可收件人S
并不住在那里。寄信人A的身份扑朔迷
离，但明信片上的景色诱惑着艾丽，她决
定去一趟希腊。在启程去机场的清晨，她
发现信箱里塞着一本蓝色笔记，记录着A
的一段冒险兼疗伤之旅……《海上明信
片》一反希斯洛普温柔的叙事节奏，以悬
念迭生的文字与70张照片、15张暗含线
索的明信片图案，以及67页插叙的笔记内
容，构造出一场绮丽神秘的冒险之旅。

五、《度外》
黄国峻著，四川人民出版社，定价45

元。黄国峻在台湾新锐作家中可谓备受期
待。《度外》于2000年在台湾首次出版。
其中《留白》一篇，获第十一届联合文学小
说新人奖推荐奖，得到张大春、施叔青、锺
阿城三位文坛前辈肯定。这次《度外》《水
门的洞口》的出版，是在他辞世十五年后，
作品首次引进大陆。黄锦树曾提出台湾
文学“内向世代”的概念：“从那些样品里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种关于写作自身
的危机形态，脆弱的、濒临分裂的‘自我’
成为写作的真正主体,世界和语言都是问
题。内向，向内崩塌，甚至对死亡有一种
异乎寻常的迷恋。”黄国峻即此“内向世
代”代表人物之一。骆以军为简体版撰写
专序，对黄国峻的文学做了一次角度独
特、内容丰富的评论。

以上图书由萧山书城推荐
萧山书城地址:萧绍路1028号（长途

汽车站向西100米）
服务热线：82640808
网上书城：http：//xiaoshan.zxhsd.

com；http://www.xsxhsd.com
以上图书萧山书城均已面市

在英语里遨游，为未来蓄力

高桥金帆实验学校第六届国际文化艺术节精彩落幕

葫芦工艺雕刻加工

参加浙江省职业教育特色成果展在中国创课教育论坛介绍葫芦课程在第八届跨湖桥文化节上展示葫芦作品

词王争霸赛点燃全场 英语课文诵读比赛

英语绘本表演

萧山二职《小葫芦，大教学》课题成果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是萧山历史上
获得的最高级别的教学成果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