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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新区青少年科技节昨开幕
区十佳科技教育特色学校出炉 首次为科技教师颁奖

上海市实验学校举办学生创新素养培育研讨会

“大咖”
共话
“天才”
个性化教育
■本报记者 符佳

浦东中小学生在海大附属北蔡高级中学，参与“榫卯拼接”等互动项目的体验。

□徐网林 摄

本报讯 （记者 吴燕）昨天下午，2017
进才实验小学等 30 余所学校百余名中小
年浦东新区青少年科技节开幕。未来 4 个
学生，走进上海海事大学附属北蔡高级中
月，科技节聚焦主题“走进科学·乐于创
学的航海创新实验室，参与“榫卯拼接”
“打
新”，将举办 6 大主题活动及 8 大竞赛活动， 水手结”等互动项目的体验。
预计将吸引新区 15 万中小幼学生参与。
“同学们，你们知道吗？榫卯拼接这一
其中，6 大主题活动包括：
“ 激发志趣
工艺在中国古代被广泛用于船体的制造过
心系海洋”浦东新区 2017 年海洋与航海科
程中，郑和下西洋所用的‘福船’也采用了
普活动、
“ 走进科技·乐于创新”2017 年浦
这一传统工艺。”在“榫卯拼接”互动体验项
东新区青少年征文演讲比赛、2017 年浦东
目现场，听完来自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科
幼儿科学童话剧展演活动、2017 年浦东新
普工作人员的介绍，不少学生对榫卯这一
区“科普在社区·科普进家庭”活动、2017
结构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上海市航头学校
年浦东院士专家进校园活动以及 2017 年
七年级的高鑫祥同学，花了 3 分 52 秒用榫
“一卡通”浦东新区青少年科普教育基地参
卯拼出了一个八仙桌，他兴奋地告诉记者：
观体验活动。
“榫卯拼接的船体不用一根铁钉，而且更加
在开幕式当天举办的“激发志趣 心系
易于维护保养，使用寿命更长。中国古代
海洋”浦东新区 2017 年海洋与航海科普活
工匠的智慧真的很了不起！”
动中，来自沪新中学、华林中学、澧溪小学、
记者获悉，除了主题活动，青少年科技

节还将举办 8 项竞赛活动，包括青少年科
技创意设计竞赛、头脑奥林匹克万人大挑
战、青少年创意能力竞赛、中国青少年汽车
模型创意大赛浦东区赛、
青少年车辆模型竞
赛、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竞赛、青少年建筑
模型锦标赛和青少年常见鸟类识别竞赛。
开幕式上，建平中学、康城学校、进涛
小学、龚路中心小学等 10 所中小学被命名
为“2016 年度浦东新区十佳科技教育特色
学校”，进才实验中学和建平实验中学获提
名奖。此外，5 位学生获颁第八届“浦东小
院士奖”。16 位教师获颁 2016 年度浦东新
区科技教育“优秀指导奖”。这也是新区青
少年科技节首次为科技教师授予荣誉，获
奖教师都是“上海市明日科技之星”获得者
以及提高型、创新型科技竞赛国家级一等
奖以上获奖学生的指导老师。

未来服装设计师作品现张江
本报讯（记者 曹之光）你还在为明天穿什么、
怎么搭配犯愁吗？不如到张江来借鉴年轻人的创
意吧。5月15日，
中国美术学院上海设计学院2017
届服装与服饰设计毕业展，在张江当代艺术馆开
幕。73名毕业生携110件作品参展，
这也意味道，
这
些未来服装设计师迈出了职业道路的第一步。
记者在展览中看到，
110 件作品或穿戴在假人
模特身上，
或是鳞次栉比地悬吊在半空中，
将整个
艺术馆变作为一座时尚
“大衣橱”
。相关负责人介
绍，
学生在作品中充分体现了题材的多元性，
在注
重服装实穿性与质感的同时，还力求彰显出独特
个性。在作品标牌上，毕业生除了印上参展作品
的阐释性文字，
不少人还提供了各自的微信、
微博
二维码，以便于与同学、观众开展交流，线上分享
更多作品。
该展将持续至 5 月 21 日。下周，张江当代艺
术馆还将举办中国美院上海设计学院 2017 届数
字媒体出版与展示设计毕业展。
中国美术学院上海设计学院学生毕业展在张江当代艺术馆展出。 □黄日阅 摄

中国为什么没有比尔·盖茨、扎克
伯格？像他们这样的拔尖创新型人才，
是可以培养的吗？当下的中国教育界，
又能为此做些什么？
5 月 17 日，刚刚迎来 30 周年校庆的
上海市实验学校，举办了一场“大咖云
集”的学生创新素养培育研讨会。来自
医疗、心理、教育等领域的重量级嘉宾
济济一堂，共同解密创新素养的“黑匣
子”
。
虽然来自不同学界，专家们的观点
却很一致：拔尖智能人才的教育，应归
入特殊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国外很多
先进国家，早有长达百年或几十年的深
入研究。在当下的中国基础教育中，这
一教育领域所受到的重视和得到的研
究却还远远不够。
专家建议，中小学应为这样“天才”
型学生营造更宽松更适合的教育环境，
提供适当的特需课程，在尊重兴趣特长
的基础上，助力他们在高起点上走得更
远。

“目前这类线索也并非很肯定，但
刚刚开始有些微光。我们很期待中国
的基础教育也有相关的深入研究。”江
帆 说 ，2015 年 10 月 ，儿 中 心 科 研 团 队
牵手上实，开展了国家教育综改项目，
一同“探索创新拔尖人才的早期识别
和培养。”这也是上海市实验学校迈出
教育领域寻求多方支持的第一步。在
过去一年半，儿中心的医学科研团队
携手上实教师，以 80 位上实学生为个
案 ，从 智 商 测 试 到 睡 眠 分 析 跟 踪 ……
一同开展研究。

专家共识
拔尖人才需要特殊教育

“上实 80 位参与项目的学生，最高
智商达到 170 以上。然而，这位学生并
不是学霸，反而是一个行为问题多多的
孩子。”徐红说，创新素养与智力、个性
高度相关，特殊的拔尖人才，需要特殊
的教育。这一观点也得到了与会专家
的赞同。而对于特殊拔尖人才的培养，
“不给孩子贴标签”和为其提供“弹性学
制和个性学习内容”，是专家们强调最
沧海拾珠
多的关键词。
“智商测试可以做，但我不建议家
医教结合探索新路
长和学校给这一群体的孩子贴标签。”
解密创新素养的“黑匣子”，这一前
江帆说，测试的结果不是为了贴标签，
沿高端的论坛主题，基于上海市实验学
告诉孩子你有多聪明，而是为了找到培
校 30 年传承接力的一个实验项目——
养的方向在哪里。她建议，家长老师要
中小学教育体系整体改革。这所上海
学会观察，让孩子有机会展示才华和兴
唯一的十年一贯制学校，将智力中等偏
趣，这是最重要的。而一旦发现孩子有
上的少年儿童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实行
强烈兴趣，就要为他们提供发展学习的
弹性学制，以贯通课程、自编教材，探索
个性化机会。与此同时，让孩子情绪心
激发学生潜能的各种可能。
智得到很好的支持。表扬的时候不表
辨别一个孩子是否有创新潜力，到
扬能力，而是表扬态度和努力，并鼓励
底用什么方法最合适？
“沧海识珠，仅有
孩子去挑战极限、尝试失败。
慧眼还不够。
”
做了 35 年教育工作的上实
“我们要给学生一点时间，不要管
校长徐红认为，所有的儿童都有天赋潜
死、灌满！玩的时候，或许就有兴趣的
能，每个孩子都可以通过合适的教育成
萌芽！”在静教院附校校长张人利看来，
为更好的自己。但她也强调，那些处于
创新人才的培育，必须有宽松自由的弹
智能金字塔顶端的少年儿童，毕竟是极
性学习环境。封闭机械的禁锢式学习，
少数，他们更需要个性化的培养。30 年
非常不利于这类学生的发展。华东师
来，上实始终在做这样一项“实验”：
“在
范大学心理学院院长周永迪则认为，无
观察、记录学生日常行为的基础上，
开展
论是跳级、缩短学制，或者向美国中小
科学的分析，
最终形成一定的判断。
”
学那样给学有余力的学生提供特需课
“上实是国内这一领域研究实践的
程，都是创新人才特殊教育的组成部
开拓者，其实国外早在 90 多年前，就有
分。
相关的研究。”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党委
智能处于金字塔顶部的学生，潜力
书记江帆，是发育行为儿科主任医师。 无限，但每一个人又都是独一无二的个
她介绍，德国 1921 年就开始探究智商
体。如何让学生在自然状态下，展示他
130 以上的超常儿童的培养模式。而美
的潜力和兴趣？上海市教委教研室主
国霍普金斯大学 1968 年启动了 SMPY
任徐淀芳介绍了美国教育专家的一种
项目，挑选全美 SAT 数学 成 绩 前 1% 的
做法：让学生每天做剪报，且将剪报按
学生，进行培养跟踪。几十年的跟踪
内容分类放到不同的袋子里。三个月
发现，这张名单上的学生中不少人成
后，那个藏的剪报最多的袋子，或许就
为了对社会有影响力的人：不仅有天
是这个孩子的真正兴趣所在。
才的科学家、发明家，有脸书的创始人
“教育是研究人的，
我们或许永远走
扎克伯格，甚至还有红遍全球的流行
在解密
‘黑匣子’
的道路上。”上海市教育
歌 手 LADY-GAGA。而韩国、英国、日
学会会长尹后庆笑言，上海市实验学校
本等国家也都在做这样的课题。
的这些实践，
正是教育工作者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