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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内减负提质衢州学生和家长满意度近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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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20日至 9月 24日，衢州市红十字
会与衢州市教育局共同举办的 2022年衢
州市教育系统应急救护师资培训班在衢州
市中小学素质教育实践学校举行。来自衢
州各县市区 35名中小学教师经过五天四
夜的全封闭式学习100%通过考核，取得应
急救护师资二级证书。

据悉，此次培训是衢州市教育系统“救
在身边·校园安护”行动之一，将应急救护
培训列入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培训计划，
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方式，提高我市教育
系统应急救护知识和技能水平。后续还将
持续开展应急救护系列培训。

9月 22日，距离衢州一中百廿华诞庆
典还有 50天，为了这个富有意义的时刻，
衢州一中特别在这一天举行了120周年校
庆庆典50天倒计时牌揭牌仪式。

“峥嵘竞秀，瀫水含章。巍巍学府，德
渥群芳。煌煌气象，嘉誉远扬……”仪式
在同学们的琅琅书声中开启。现场特别
邀请了衢州一中59届校友、浙江大学教授
章本照先生，三代一中人代表高二（18）班
朱雨琪同学一家，以及衢州一中党委书记
徐衍昌先生和学校部分领导干部、教师代
表和高一年级学生代表参加。

章本照是浙江大学航空航天学院工
程力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先后在北京
大学、浙江大学从事流体力学教学科研40
余年。“我是衢州一中 59届毕业的。63年
前我从衢州一中考上北京大学，毕业后留
校任教，1979年调到浙江。前几年，我已
经参加了浙大、北大的 120周年校庆的庆

典，再过 50 天，我将参加母校衢州一中
120周年校庆的庆典。一生中能在三个名
校参加百周年校庆的庆典，真是我一生的
莫大的荣幸。”章本照教授在揭牌仪式上
向学弟学妹们感慨。

“百十年来，我们的学校虽五迁校址、
五易校名，但一代代一中人却始终扎根三
衢大地，坚守着教育的初心与使命，在培
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服务衢州经
济社会发展、推进文化传承创新等方面做
出了重要贡献。”衢州一中党委书记徐衍昌
说，再过50天，就将迎来衢州一中建校120
周年校庆，这是衢州一中百廿发展史上的
盛事，也是全体一中人同言共庆的喜事，更
是备受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大事，期待更
多的校友、朋友和社会力量能够参与进
来。“不管是在线上还是线下，在海内还是
海外，我们诚挚地向你发出邀请，期待你参
与到这场隆重简朴的百廿盛典中来。”

“赢穗压弯三尺杆，黄芒布满埂棋
间”，9月 23日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秋分节
气，当天，江山市茅坂小学组织全体师生
开展二十四节气美食系列活动之秋分“五
谷丰登节”主题活动，让学生体验劳动的
快乐，感受丰收的喜悦，培养学生尊重劳
动、珍惜粮食的品质。

老师们在活动中带领同学们认识五
谷，即“稻、黍、稷、麦、菽”五种农作物；再

通过剥豆子、串蒜头、剥玉米、立鸡蛋、打
麻糍、集体共绘“五谷竹匾画”等比赛，让
学生体验劳动勤四肢，感受丰收是一件无
比幸福的事情。

通过“五谷丰登节”主题活动，孩子们
不仅知道了节日的由来、了解五谷，还体
验了劳动的快乐，体会到了“一粥一饭当
思来之不易”，养成了节约粮食的好习惯，
留下了一段有意义的丰收记忆。

秋分“五谷丰登节”
体验劳动的快乐

通讯员 毛丽娜 严君 文/摄

衢州一中校友
为母校120周年倒计时

记者 尹婵萱/文 通讯员 金晓婧/摄

“救”在身边 校园安护
通讯员 姜飞 文/摄

“衢州的‘双减’工作走在
了浙江的前列，推出了很多亮
点举措。”浙江省教育厅基础教
育处副处长、三级调研员朱国
清说，衢州市校内减负提质的

“1+6”标准体系，很温馨、很人
性、很温暖。

在成果纷呈的同时，各县
（市、区）代表们也提出，在推进
实施“双减”工作中，还有问题和
难题需要攻克。

如何全面提升教学质量、继

续优化作业设计、探索更好的评
价机制、挖掘更多的社会资源，
成了各学校共同关注的难题。

“如果说上一阶段的工作需要有
壮士断腕的魄力与协同攻关的
能力，那么下一阶段的工作更需
要有持久作战的责任担当与改
革创新的智慧。‘减’不是终点，

‘增’才是原点。”衢江区教育局
党委委员、副局长饶俊如是说。

在四省九市“校长论坛”中，
来自其他地区的“双减”举措也

给了大家许多启发——“点餐课
堂”“漂流书分享会”“循环作文
本”等“金点子”让人眼前一亮。

“实施‘双减’政策，不仅是
对我国教育格局的重大调整，更
是教育观念的大变革，是对公益
属性的坚守、对教育观念的纠
偏、对教育规律再认识。校内
减负提质工作是‘双减’工作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双减’工作呈
现衢州特色、衢州成效、衢州品
牌、衢州样板的大窗口。”衢州

市教育局党委委员、总督学程
卫东表示，在下一阶段，要推进
我市校内减负工作再上新台阶，

“五育并举”、课后服务、作业管
理、课堂提质、学生评价、教师
关爱都要推进实施“2.0版”，在
已有的经验基础上，再接再厉，
进一步提高社会对教育的满意
度，打响“南孔学地·教育有礼”
品牌，助力我市建设四省边际
中心城市和打造四省边际公共
服务桥头堡。

“双减”一周年了
衢州校内减负成效如何？

来看看这场“大阅兵”
记者 尹婵萱 吴昊斐 通讯员 朱慧如

“双减”落地已有一周年，衢州的校内减负成效如何？9月21日，衢州市“双减”校内减负提质工作一周年总结会在常山县第一

小学召开，来自全市各县（市、区）教育局代表各自总结了本地“双减”校内减负提质一年来的工作情况，中小学校长代表们就课堂

提质、作业管理、考试管理、课后服务、教师减负等方面分享了成功经验。

活动结束后，衢州市教育局官方微信号“三衢教育”将这场总结会称作是衢州“双减”校内减负一周年的“大阅兵”。“大阅兵”上

都有哪些值得分享的“双减”经验？今后的“双减”工作将会有哪些新的变化？9月21日，记者在总结会进行了全程观察。

值得关注的是，当天的总结会还邀请了江西省景德镇市、抚州市、上饶市，安徽省黄山

市，福建省南平市、漳州市，浙江省金华市、丽水市的校长，以线上线下结合的形式在“校长

论坛”上交流“双减”经验。

金灿灿的游龙随着下方同
学们手执棍的控制上下翻飞，
灵活地穿梭在校园里；大幅的
太极点位图上，身着红黄两色
训练服的同学，随着图上的点
位熟练地变换方位和手势，打
出的太极拳有模有样；手工教
室里，同学们用颜料、轻型黏土
等将自己天马行空的想象在纸
盘上呈现……

9月 21日下午 4点，常山县
第一小学校园里热闹非凡，旗鼓
飞扬、传统武术、喝彩歌谣、创意
纸盘、手工木坊、翰墨飘香、口风

琴、航模等56门拓展课程同时进
行，孩子们在校园的不同区域里，
享受来自课后服务的快乐。丰富
的课后服务项目、充满创意的课
程，让孩子们在课后服务时间里，
获得了别样的成长。而这，是衢
州同学们“双减”后的日常。

自“双减”落地后，全市中小
学校课后服务项目丰富，让衢州
的中小学生扎实感受到来自“双
减”的快乐。记者了解到，在课
后服务上，全市实施“1+X”课表
安排，即每天1小时作业辅导，X
项个性化拓展课供学生自主选

择。在项目开设中大力开展“非
遗”文化进校园活动，将80余所
学校打造成婺剧、围棋、竹笛等
传统文化的传承基地，让人人
都学会一门非遗手艺。同时智
慧升级，全市中小学音美体教
师共录制各类地方特色的文艺
网课 200 余节，为全市所有中
小学校提供丰富的课后服务项
目资源包。

此外，我市还重点发挥群团
组织的作用，出台衢州市构建群
团“四单”平台（学校“点单”、平
台“派单”、群团“接单”、互动“评

单”）精准助力课后服务工作的
实施方案，让群团力量更精准
地提供课后服务和双休日、节
假日服务。全市共有 11 家群
团组织参与课后服务，累计开
发“书画名家展进校园”“科学
家进创客教室”等校本课后服
务精品项目 2345个，直接服务
学生9万多人次。

全国“双减”监测平台数据
显示，衢州市义务教育学校累计
开展课后服务13250课时，校内
减 负 提 质 学 生 满 意 度 达
98.67%、家长满意度达98.74%。

“双减”是新时代我国教育
观念大变革的缩影。可以说，

“双减”政策是教育改革的信号
灯。在这一年中，“双减”撬动了
衢州校园里许多教育生态的发
展，很多教育发展的重点问题，
都借“双减”的契机，得到了重新
的思考和探索。

在“如何减轻作业负担”上，
衢州市教育局印发相关文件，为
义务教育学校作业管理提供明
晰的指导，坚决扭转作业数量过
多、质量不高等问题，同时优化
作业设计。各地各校也在作业
设计和管理上亮点突出，如常山
县建学生“私人订制作业平台”，
积极开展基于信息技术的“智

慧”趣作业研究，打造了十分高
效的作业管理体系。

提升教学质量，提高课堂
效率是“双减”中的关键之举，
各地都在积极探索。如龙游县
组建课堂指导专家组，通过“课
堂问诊”“壮腰工程”“组团教
研”等举措，将课堂减负提质教
学指导推进到第一线，有效缩
小城乡差距。

校内减负其实是个联动机
制，课堂、作业的变化，还带动了
评价机制的改变。衢州的中小
学校纷纷探索改进结果评价、强
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健
全综合评价的方法，让每个学生
都能成长为更好的自己。

这一年，“双减”的探索亮点
纷呈。比如柯城区研发“音乐桌
舞”缓解学生疲劳，提供“归巢服
务”减轻家长接送负担；衢江区
举办成长训练营地，帮助辍学边
缘学生个性定制课程、开展心理
辅导，打造“衢江好家长品牌”，
研究如何在双减背景下提升家
长的教育理念；江山市引入“五
老”认识、民间艺人形成百项创
新课程，极大丰富“双减”后特色
课程需求，实施“AB岗”制度让
教师科学排班、弹性上班……衢
州市白云学校《完善体制管理，
护航身心健康》等六个案例先后
被评为浙江省“双减”优秀实践
案例。其中常山县第一小学的

案例还是全省年度十佳案例。
课堂提质、作业管理、考试

管理、课后服务、教师减负……
记者看到，所有围绕“双减”主题
的改革，都向着“让教育更有温
度”的方向，以多层次、多维度的
灵活速度，积极、迅速充实和改
变着每个学校的教育生态。

在会上，记者还了解到，在
最新的国家义务教育质量检测
结果中显示，江山市中华传统文
化平均得分高于全国 15分，八
年级科学素养成绩平均值高于
全国 90分；常山县学生行为规
范优秀率高出全国 13.1个百分
点，四年级科学素养成绩平均值
高于全国70分。

教学相长，全面发展
“双减”撬动衢州教育生态发展

推进“双减”2.0版
打响“南孔学地·教育有礼”品牌

◀▼9月21日下午，常山县第一小学校园
里，同学们正在享受课后服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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