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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南方白酒中等专业学校
（南方科技学校）成立于 2013年，于
2020年 8月通过招商引资入驻遵义
职教园新蒲园区。

建校 8 年来，该校将国防教
育和科技创新教育作为立校根
本，将科技创新发明教育与职业
教育深度融合，围绕创新发明开
展科技教学与科技发明活动，不
断激发青少年学生的创造性思
维，开阔学生的科技创作灵感和
视野，积极探索身边科学，利用
现有资源进行发明创造，推动学
生科学素质提升。

创意发明硕果累累

为弘扬科学精神，激发学生的
创新热情和创造活力，促进全民科
学素质的跨越提升，该校一直认真
组织开展创新创业、创意发明等活
动，并积极参与大赛，不断提升学生
的创造力。

2016 年，该校代表贵州省职
业教育参加由教育部、人社部、团
中央主办的全国创新创业大赛，
获得贵州省唯一的“全国一等奖”
殊荣。

2019年 10月，在第 7届澳门国
际创新发明展上，该校 39名学生携

“监测传感器、安全帽冷热调节、便
捷净化水杯、懒人牙刷、多功能除油
污口红清洁装置、连体充电器、多彩
趣味水杯、投影幕布自动清洗”10项
发明参展，经过国际、国内评审多次
的审核评定，最终获得了组委会设
置的12个特别奖中唯一的学生组特
别奖，以及 2个金奖、4个银奖、4个
铜奖的好成绩。

2020年，该校被遵义市科学技
术局、遵义市科学技术协会评为“遵
义市科普教育基地”。

今年7月，在波兰国际电子创新
发明展上，该校学生参赛作品“便捷水
杯、防晕车口罩”荣获金奖，作品“一种
饮水机”获得银奖。参赛的师生们表
示，虽然因疫情影响未能到现场参与，
但经过在线上与国际评委面对面以英语进行交流互动，学习和提
升科技知识水平，收获甚丰，希望日后能有更多的机会参加相关国
际创新发明比赛。

8月23日，以“开放共享、智创未来”为主题的“2021中国国
际智能产业博览会·青少年专利孵化展”在重庆开幕，展出了来
自 13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少年的专利作品 212件，最后 108件作
品入围。贵州省 3件创新发明作品“水位传感监测器、便携水
杯、趣味饮料瓶”入围，全部来自遵义南方白酒中等专业学校
（南方科技学校）。该校学生郑传英在开幕式上以视频形式作
主题演讲《创新发明给我们插上飞翔国际的翅膀》。

近年来，该校积极探索推动科技创新教育的路径，充分发
挥创意发明的引领示范作用，目前已获得10项发明专利。

科技创新引领未来

近日，该校举办创新创意发明导师（知识产权讲师）师资培
训班，来自重庆邓鸿吉创意发明学院的导师团队对学校80余名
教师进行了培训。

“党的十八大以来，科技创新摆在了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
位置。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把科技创
新的地位和作用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我们希望通过
科技创新实践教育，激发学生的创造力，释放学生的潜力，提升
学生的竞争力。”该校党支部书记桂光辉告诉记者。

为提升全校师生的整体创新意识、打造创新教育师资团
队，该校邀请重庆邓鸿吉创意发明学院的导师团队，围绕中职
创新创业课程标准、创新成果与知识产权、创意引导、创新教育
经验分享、知识产权与创意发明、发明初体验、发明技法等主
题，对该校教师进行培训。

通过此次培训，教师们初步掌握了创意发明课堂流程设计
和专利知识，熟悉了中职教材各版块的教学重点，能熟练使用
中职教材课件，并具备初步引导能力。

“结合学校打造的科技创新发明示范学校的目标，培养一批具
有知识产权和创新创意意识以及实践能力的教师队伍，提升创新
教学能力、创新引导能力和知识产权素养，是推动学校青少年科技
创新教育蓬勃发展的必要条件。”桂光辉说。

对此，该校将继续以教师个人成长为中心，以实现创新过
程为目的，以探究式教学为手段，以挖掘学生的内驱动力为目
标，着重培养教师的素养和能力，提升科技创新教育水平。

（记者 向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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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秋季，全国中小学迎来
了“双减”政策落地后的第一个学
期。随着校内减负提质，校外全链
条治理，课后服务全面推进，新学期
有了新气象。一个月时间已过，一
系列“组合拳”效果如何？记者走访
了安徽、辽宁、吉林等多地，探访教
育之变。

校内外有减有增
“双减”打出“组合拳”

“双减”新学期一个月以来，记
者在全国多地走访发现，改变正在
发生。

——减学生负担，增教学内
涵。基础教育“双减”工作监测平台
直报信息显示，截至 9 月 22 日，
98.2%的学校出台了作业管理办法，
92.1%的学校建立了校内作业公示
制度。

吉林省长春市的吉大附中力旺
实验学校，学生作业分为了ABC三
张卷，分别面向不同程度的学生。

“减轻学生负担，根本之策在于全面
提高学校教学质量，强化学校教育
的主阵地。需要减的是重复性的、
简单低效的作业，但课堂教学质量
不能降低。”长春市东北师范大学附
属第二小学校长王廷波说。

——减家长难题，增课后服
务。从新学期开始，课后服务在全
国义务教育学校进一步推进，解决
家长的“三点半”难题。安徽省教育

厅要求，坚持课上课后衔接、校内校
外互补、线上线下融通，开发拓展课
后服务资源。吉林省则构建了“静
态服务+动态社团”的“1+X”多维模
式，形成“一校一品、一校多品”的综
合性服务格局。

——减违规培训，增创新举
措。“双减”政策正式发布以来，教
育部密集出台多份配套文件规范
治理校外培训，安徽省开展校外培
训机构摸底排查工作，湖南省开展
校外培训机构“整治规范月”专项
行动……同时，教育部印发多项通
知，对学校的课后服务、考试管理进
行规定，全国各地也在不断创新探
索相关做法。

如合肥市鼓励有条件的学校
引进符合条件的第三方机构进校，
为学生提供艺术、体育、科普活动
等“个性化课程”；吉大附中力旺实
验学校邀请各行各业的家长、科学
家、公安干警走进校园、走进课堂，
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沈阳市
浑南区第九小学实行“5+3+1”（每
周五天、每天三小时、周六一天）托
管服务……

课外生活多彩
家长焦虑缓解

随着“双减”政策落地，许多学
生和家长在新学期有了新的感受。

合肥市四年级学生李鑫宇，这
学期参加了学校组织的课后托管，

“现在作业比以前少了，作业在托管
班上就能完成，然后就在班上看看
书、练练字。”

基础教育“双减”工作监测平台
直报信息显示，截至 9 月 22 日，
64.3%的学校表示，绝大部分学生能
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作业。

根据教育部要求，课外服务一
方面应指导学生认真完成作业，对
学习有困难的学生进行补习辅导和
答疑，为学有余力的学生拓展学习
空间；另一方面，应开展丰富多彩的
文艺、体育、劳动、阅读、兴趣小组及
社团活动，最大努力满足学生的不
同需求，但不得利用课后服务时间
讲新课。

吉大附中力旺实验学校小学部
开设了 156种课程、208个社团。“每
月不用到校外报兴趣班，就能学习
到各种课程，我们每个月能省好几
千元。”学生家长宋瑞说。

教育部日前对50多万名家长的
调查显示，“双减”政策实施之后，
72.7%的受访家长表示教育焦虑有
所缓解。

教师面临新常态
学校管理出新招

对老师和学校而言，“双减”政
策对他们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合肥市六安路小学翠微分校
校长孙晶看来，“双减”不是简单的
减法，课后服务也不是简单的看管，

做减法的同时要做好整合，把“双
减”和“五项管理”改革相结合，做好
增值、增质、提效。

辽宁省朝阳市长江路小学老师
魏中正坦言，刚开始进行课后服务
的时候，有的家长不太理解，认为

“打球不如学语文，增加点分数”。
“现在经过学校和老师的努力，家长
发现孩子语言表达能力增强了，体
质也增强了，愿意参加社团。原来
在校外参加培训的孩子，也回来参
加社团，这是我最直观的感受。”魏
中正说。

而分层作业、提质增效、课后
服务的背后，需要学校老师付出
巨大的努力。吉大附中力旺实验
学校小学部数学教研组长张冲
说，留作业前，教师需要做大量试
卷分析，从中选出质量高的题目
作为日常作业，让学生不再“机械
刷题”。

目前，全国多地已开始探索实
施教师弹性上下班制；加强对教师
的培训，提升教师工作效率，完善教
师激励机制；通过教工心理减压课、
班主任沙龙等渠道，缓解教师工作
压力等。

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所长、研究员张思宁认为，“双减”是
一个渐进的过程，一方面学校要摸索
经验，另一方面要改变现有的教学习
惯和教学模式，在此过程中，家长和
学校都需要调整。

（据新华社）

“双减”实施“满月”，
“组合拳”效果如何？

为督促游戏企业切实履行主体
责任、严格执行防止未成年人沉迷
网络游戏相关要求，发挥社会各方
面监督作用，国家新闻出版署防止

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举报平台 9
月30日正式上线运行。

据介绍，举报平台专项受理群
众关于游戏企业防沉迷相关问题

的举报，包括实名认证违规举报、
时段时长违规举报、充值付费违规
举报等，举报线索一经核实，有关
部门将对违规游戏企业进行严厉

查处。
举报平台网址为：http://jubao.

chinaso.com。
（据新华社电）

国家新闻出版署

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举报平台上线运行

近日，赤水市官渡小学组
织党员教师和留守未成年人、
少数民族学生集体过生日，唱
生日歌、吃蛋糕，分享快乐。

（张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