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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用思政课铸魂育人？
这个教学培训展示会日前在宁海召开

通过大数据
捕捉学生学习过程
这所学校的精准教学
得到宁波名校长工作室点赞

活动伊始，老师们现场聆
听了宁海县山水小学金淑慧
老师带来的《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一课。“绿水青山和金
山银山这‘两山’相互联系、相
辅相成，但也常常处于矛盾之
中。我们也出现过为金山银山
而牺牲绿水青山的惨痛教
训。”金老师以一段视频引出
了安吉余村的发展模式转变，
并通过数据对比，引导学生发
现安吉余村在经济收入、人民
生活水平、环境变化三方面的
巨大改变。

之后，金老师组织学生小

组合作，一起品读《读本》中的
故事，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人与
自然和谐共存的关系，初步树
立绿色发展新理念……

当天，还有宁海西店中心
小学、慈溪文锦书院的老师带
来《块头大不等于强》《习近平
爷爷心系人民群众》等执教课
例，通过情景创设和角色体验，
从不同角度让孩子们初步感知
我国的新发展理念。

在分享观点时，宁海县实
验小学教育集团城南校区周
珊玲表示：“道德与法治教师
要正确把握读本特质，做好学

情分析，精准定位教学目标，
引导学生认真、细致阅读《读
本》原文，将生活中的真实案
例引入教学，让学生在体验中
感悟。”

慈溪市坎墩街道宏展学校
沈淑飞老师说：“作为一线教
师，要将《读本》内容与学生身
边熟悉鲜活的事例融合起来，
让学生产生亲切感。让《读本》
走向生活，让学生在社会大课
堂中感受真实，学生的价值观
才能得到真正的内化，才能让
《读本》通过我们的课堂能真正
发挥它铸魂育人的功能。”

三位老师分享课程和观点

10月25日，宁波名校长工作室初中三
组第七次活动在华东师范大学宁波艺术实
验学校进行。宁波市名校长工作室初中三
组的导师与学员在浙江省特级教师、浙江
省名校长培养对象、慈溪阳光实验学校校
长施国柱的带领下，到该校进行听课研讨。

当天，华师大艺术实验学校执行校长
杜斌向学员们详细介绍学校如何实施“一
生一策，精准教学”的课堂建设。他提出，通
过三个数据开展三个精准教学活动，即课
前数据进行精准教学设计，课中数据开展
精准教学过程，课后数据落实分层评价，从
而达到三减（简），即减（简）内容、减（简）过
程、减（简）负担。杜斌介绍说：“这就是我校
特有的符合‘双减’要求的课堂‘三三三’精
准教学模式。”

华师大宁波艺术实验学校的两位老师
——陈恩丹老师与谢芳老师带来的两节公
开课则向大家具象地展示该校的精准教
学。

数学课上，陈恩丹老师带领同学们复
习了“一元一次不等式”。课堂开始，陈恩丹
老师出示了同学课前练习中的错题，请班
上的“小先生”来帮忙答疑解惑，借助信息
技术的同时，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课
堂上利用大屏幕等信息手段将问题直观呈
现，引导学生自己发现问题，自己解决问
题；根据学生学习情况精准控制作业难度。

科学谢芳老师此次上课的主题则是
“质量守恒定律”。课前练习掌握学生学习
情况，了解学情；课程中段，通过形成性评
价，检测学生学习动态；课后布置作业时，
对学生进行作业的分层，谢芳老师通过这
样的方式让普通学生“吃好”，好学生“吃
撑”。

华师大艺术实验学校副校长徐波则重
点介绍了学校在“雅教育”理念下的艺术教
育。“在‘减负’的大背景下，我们究竟该给
孩子什么样的艺术教育？美育教育又该如
何有效缓解孩子压力？社会上探讨的问题，
正是我们学校一直在探索的。”徐波老师超
前的教学理念、丰富的教学经验、动人的教
学情怀，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教育工作者。

现代金报 |甬上教育
记者 钟婷婷 通讯员 王卫栋

2021 年秋季学期开始，由教育部组织编写的大中小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学生读本》（以下简称“《读本》”）在宁波各地的中小学开始使用。

为深入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切实

发挥好《读本》铸魂育人的作用，10月26日，全市小学段《读本》的教学培训展示会在宁海

县山水小学召开。此次活动由宁波市教育局教研室主办，200多位来自各区县（市）的教研

员和学科骨干教师参加此次活动。 □现代金报 |甬上教育 记者 钟婷婷 通讯员 张桦

▲▲▲▲▲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

山水小学带来的公开课。 通讯员供图

据悉，《读本》是学生学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重要教材，是推动
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
的重要载体。全套《读本》围
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核心内容，按照从
具体到抽象、从感性体悟到理
性认识的认知规律，科学编排
不同学段分册内容和呈现方
式。通过学习，让学生不断深

化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系统认识，逐
步形成对拥护党的领导和社
会主义制度、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自信和
自觉。

通过课例观摩、专家讲座、
评课交流，在场的老师们强化
了对《读本》的教学认识，增强
了教学的系统性、实效性。

宁波市教育局教研员杨

翠玉老师在做总结报告时指
出：“教材与读本的教学目标
定位有所不同。教材覆盖面更
广，主要目标是为了‘掌握’；
读本侧重于学生自主阅读，主
要目标是为了‘了解’。老师
们要根据学生特点，循序渐
进，灵活运用各种资料，创设
丰富多彩的活动形式，指导学
生读好文本，让《读本》真正
发挥教育意义。”

将推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

公开课现场。 学校供图

进入四季度，随着国内经济缓步下
台阶，A股市场博弈特性明显，震荡加
剧的同时也大大增加了投资难度。对
此，上投摩根基金副总经理、投资副总
监孙芳表示，尽管国内经济缓步下行，
但也有结构性亮点。目前国家财政政策
和货币政策的调控空间充足，经济失速
的风险并不大。因此在宏观经济上，仍

保持偏乐观态度，市场的部分调整反而会
带来结构性投资机会。

孙芳表示，包括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和
光伏在内的新能源行业长期趋势向好，依
然是未来关注的重点。继续看好新能源行
业明年的投资机会，但投资重心可能会从
上游资源品转向当前估值尚不算高的中游
制造类方向。 黄 杰

■ 基金一览

上投摩根孙芳：
前瞻性挖掘投资机会 新能源行业长期趋势向好

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不等于产品实际收益 投资有风险 入市须谨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