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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校 视 线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附属学校合作办学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7 年 3 月 15 日

【附校微讯】
院区携手开新篇 共铸教育新品牌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附属学校”签约仪式顺利举行
2017 年 1 月 6 日，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附属学
校”签约仪式在滨江区滨文小学成功举行。浙江大
学教育学院与滨江区教育局“联姻”，合力打造的
浙大教育学院附属学校（下简称附校）即将落户钱
塘江畔。
滨江区教育局局长陈玉棠对浙大教育学院领
导及专家的到来表示欢迎，并希望借助浙大教育学
院的影响力及丰富的专家资源，共同推动附属学校
的创办与建设，并以此带动整个滨江教育的发展。
附校首席专家方展画教授认为，此次参与附属学校
的创办与建设是带着教育理念以及自身经验、感悟
的一次“再出发”，希望通过教育综合改革“样板
校”的打造，促进学校特色、内涵和质量的提升，
并带动区域学校及基础教育的整体发展。滨江区副
区长万爱民对附校的成立表示热烈祝贺并指出，时
值滨江区计划 10 年打造杭城教育最强区战略的起

步阶段，滨江教育与浙大教育学院的强强联姻，定
能硕果累累。浙大教育学院院长徐小洲指出，此次
与滨江区教育局合作建设附属学校，是有动力、有
压力，更是有信心的，他期待通过附属学校这块教
育改革发展 “试验田”的打造，助力滨江呈现良
好的教育生态，推动滨江教育强区的目标建设。
浙大教育学院院长徐小洲与滨江区教育局局
长陈玉棠分别代表合作双方签署了合作协议。根据
协议，双方将通过五年的努力，把附属学校办成教
育内涵改革示范校、新教育管理干部和教师培养示
范校、质量一流学校的示范校。
出席签约仪式的还有滨江区教育局相关负责
人、各中小学校长，浙大教育学院主持工作副书记
吴巨慧、副院长于可红及相关科室人员，以及来自
钱江晚报、杭州日报、中国教育在线的媒体人员。
（秘书处）

成立合作办学领导小组 全面推进项目有序开展
根据《浙江大学教育学院与滨江区教育局合作
办学协议书》的要求，浙江大学教育学院与滨江教
育局研究决定，联合成立浙江大学教育学院附属学
校合作办学领导小组。
组 长：徐小洲 陈玉棠
副组长：于可红 吴巨慧
虞文华 来江飞 傅天健
成 员：方展画 陈红玉 姚加丽
夏厚勇 唐伯范 姚青松 徐志校
办公室秘书：姚加丽（兼） 夏厚勇（兼）

合作办学领导小组的主要职责是，全面负责附
属学校的组织领导和协调推进工作；定期召开领导
小组工作会议，研究项目推进过程中的重大问题，
决策项目推进过程中的重大事项；整合现有的专家
与人力资源，支持项目工作需要；对专家团队的工
作进行宏观指导，根据项目进展的具体情况不定期
听取工作汇报，监督、检查《浙江大学教育学院与
滨江区教育局合作办学协议书》的落实情况。
（秘
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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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建附校专家团队 保障项目科学实效
为切实制订和落实科学、合理的办学方案，以
新的理念与模式定位附校，建设附校，发展附校，
特成立以方展画教授为首席专家的专家团队。专家
团队的人员构成体现学理与经验相结合的原则，目
前团队其他成员共有 10 人，其中包括 6 名浙江大
学教育学院教师，4 名校外教科研人员和一线校长。
专家团队以共同旨趣为基础，以强烈的事业心、
责任感和主动性为团队精神。其主要职责是持续探

索并构建附校新的办学模式，不断研究并解决办学
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科学总结并提炼附
校的教育理念和特色，全力奠基并打造一所名实相
符的一流初中学校。
同时，领导小组与专家共同制定专家团队“工
作准则”，从团队性质、工作机制、研究范畴等方
面，对专家团队的工作进行了规范，以明确专家团
队成员责权利，提高工作效率。
（秘书处）

附校专家团队首次工作会议顺利召开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附属学校专家团队首次工
作会议于 2017 年 1 月 20 日在浙大西溪校区田家炳
书院召开。浙大教育学院主持工作副书记吴巨慧、
副院长于可红，专家团队首席专家方展画教授、校
内专家以及相关科室成员参加此次会议。
会上，吴巨慧书记强调附校项目的重要意义，
希望通过领导小组、专家团队及各方的共同努力，
一起推动附校的建设与发展。于可红副院长就项目
的基本情况进行介绍，并强调了专家团队在项目开
展过程中的角色担当。方展画教授认为附校建设虽

然任务重、有挑战，但也获得了各方的支持，是有
信心、有能力去完成的。随后，方教授对附校“顶
层设计”和办学理念进行解读、诠释，对附校研究
项目进行分工，并着重强调专家团队的工作职责和
要求。
据悉，附校专家团队例会将每月召开一次，在
汇报工作进展的同时，共同探讨项目中的难点与问
题，形成新的工作项目、研究内容，并就下一阶段
工作进行明确，以更好地推动项目开展。
（秘书处）

析现状 找问题 谋举措
——记附校专家团队第二次工作会议
2017 年 2 月 24 日，浙江大学教育学院附属学
校专家团队第二次工作会议顺利召开，浙大教育学
院副院长于可红、专家团队全体成员以及相关科室
成员参加会议。
此次专家团队会议主要围绕附属学校施工过
程中的校园建设和数字化建设问题展开。李艳老师
从整体理念、基础设施、特色空间及主要功能等方
面做“数字化校园”设计介绍。邵兴江老师介绍目

前附校建设设计思路及存在的问题，认为校园设计
应当根据需求进行调整，以获得更多的可利用空间。
专家团队分别针对数字化校园建设和校园建筑设
计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结合现阶段教育的需求，
提出优化调整思路，认为应尽快召集附校方、项目
设计方、施工方等举行附校设计方案调整协调会。
（秘书处）

【附校“速写”】
全新办学定位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附属学校办学定位：科技品
质、探究导向、生本特色、潜能展台。
这一定位主要基于浙江大学的学校特色和高
新区区情，同时也考虑到学校未来家长目标群的特
点。今后，附校将充分利用浙江大学的学科优势，
有机融合工程资源和高新技术企业资源，彰显理科
教育，拓展科技活动，设计多样化平台引导学生开
展科学探究活动。通过学习目的性的有效确立和学

折射附校蓝图
习积极性的充分激活，成就高质量的学业水平和有
特色的学生群体。
随着我省高考和中考改革的不断深化，需要未
雨绸缪。初中教育的思路和内容要逐步进行结构性
的调整。要逐渐腾出教学空间让学生有一定的自主
性和适当的选择权，以利于挖掘个体潜能，努力使
每一个学生得到切合自己的发展。这既是办学的使
命，也是学校教育发展的方向。
（方展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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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风向标】
研究项目新颖全面 促附校建设科学高效
为了促进附校建设的科学性、合理性，专家团
队拟定了 11 个研究项目，以项目为载体，全过程、
全方位地研究和解决办学过程中的新问题、新情况，
并不断凝练附校教育理念与特色。具体包括“学生
为中心”的校园建筑与文化设计、“数字化校园”

设计、“链式课程”研究、“特色课型”研究、“工
程探索中心”设计、
“
‘三自’学校文化”研究（自
主、自理、自愈）、教师发展研究、教育教学问题
诊断研究和附校教育质量评估方案等。（秘书处）

打造新一代学习空间的典范
——“学生为中心”的校园建设与文化设计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附属学校的校园建设与文
化设计，将围绕“让学生成为学习者”这一核心，
整合正式学习空间、非正式学习空间和混合学习空
间，以构成校园学习的“新生态链”，尤其突出非
正式学习空间和线上线下互动的混合学习空间的
打造。通过将传统的学习空间进行改造，促成从“教

室”到“学室”、从“图书馆”到“多元学习空间”
、
从“走廊”到“学习街”等的转变，以铸就新一代
学习空间的典范，成为最具可借鉴性的“未来学校
样本”，从而赋予建筑以教育灵魂，打造富有吸引
力、具备人性关怀、绿色可持续的未来校园。（秘
书处）

互联互动、智能环保、学科融合
——“数字化校园”设计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附属学校将通过校园门户
系统三网合一、校园一卡通系统整合、无线全校全
网覆盖、校园监控系统集成、电子班牌和师生电子
信报箱、校园网个性化功能等途径、平台，实现“数
字化”智慧校园的创建。基于“数字化校园”的构
建，创设开放式的合作学习空间、办公室式的个人
学习中心、新型创客空间以及智能化图书馆、体育

活动场所等。同时，
“数字化校园”将强化信息技
术在教育中的支持与运用，尽可能地创设网络化且
参与度高的实践社区，设计包含游戏和风险的学习
活动，形成包含跨学科解决“大挑战”的教育经验，
构建创新技术支持的灵活且包容的学习空间，实施
创新且具操作性的学习测量，创建促进多元化且多
机遇的社会文化环境。（秘书处）

【问题工作坊】
附校校园建筑设计方案调整建议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附属学校校园设计旨在打
造泛在学习空间，重视空间中学生的“自主、合作
与探究”学习，培养学生成为主动的学习者、积极
的创造者。
现有建筑方案外表富有新意，空间内部功能总
体属于常规配置，不少空间有待进一步改进，主要
表现在教室专业功能欠缺、特色教室较少、功能布
局欠妥、空间功能利用待深度开发等问题。例如，
地下空间宜进一步调整优化，进一步对地下室进行
挖掘和利用，使其成为学校特色课程的活动室，如

火箭研究室；对食堂空间功能进行优化，使其在满
足师生午餐需求外，成为学生社团活动、休憩交流
的空间，实现复合使用；创新图书馆的设计，整合
智慧科技，从而成为包含多种个性化学习分区的新
一代多元学习空间；中央走廊提升为中央学习街，
结合走班功能进行开放性设计，使其成为布局灵活、
功能多样的未来学区。此外，建筑与室内，尚涉及
大量细节，宜由设计方与专家团队共同协商优化完
善方案。
（邵兴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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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校校园建筑智能化设计沟通会召开
2017 年 3 月 1 日，浙江大学教育学院附属学校
建筑智能化设计汇报与沟通会在滨江区政府二楼
会议室进行，滨江区教育局、浙江大学教育学院、
浙江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智能所、浙大教
育学院附属学校施工承接公司四家单位参加此次
会议。
会议中，浙大建筑设计研究院智能所的杨所长
及同事汇报了附校建筑智能化设计的主要内容，包
括 15 个弱电子系统（包括通信网络系统、计算机
网络系统、综合布线系统等）和安全防范系统（主
要包括停车库管理系统、升降柱系统、安全管理系

统等）
。
之后，浙大教育学院李艳教授和浙大信息技术
中心张宇燕高工代表附校专家团队和滨江区教育
局领导、智能所代表交流了有关弱电设计框架的一
些内容，包括 IC 门锁系统是否需要设置、普通教
室网络端口的数量、是否需要设置两套广播系统、
是否使用一体机、教室是否使用监控、屋顶设置监
控和网络端口等。最后，智能所杨所长表示会根据
滨江区教育局和浙大教育学院提出的一些修改建
议修改弱电系统，并尽快交给施工单位使用。（李
艳）

【智力加速器】
“两本两卡”与“教科附速度”
浙江省教科院附属实验学校 2010 年挂牌成立
以来，启动以“两本两卡”为载体的“以学定教”
课堂教学变革。所谓两卡两本，即：问题卡-助学
卡，反馈本-整理本。

两本两卡新学习系统的理念：导助结合，生疑
解惑，尝试建构，主动学习。具体做法是：
（一）以“问题卡”帮助学生学会提问。每个
月的月初发放问题卡，鼓励学生提问题，教师通过
汇总、分析，回到学生之中，有效地指导、帮助学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附属学校合作办学领导小组办公室
地址：浙江大学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 123 室
电话：0571-88276140

生学习；同时又能帮助老师有效地形成核心问题和
教学重难点环节，真正实现以学定教。
（二）以“助学卡”帮助学生释疑解惑。通过
思维整理、资料链接和方法点拨三种助学卡，帮助
学生理解知识之间的关联，丰富对知识的理解，优
化学习的方法。
（三）以“反馈本”进行反馈性练习。反馈性
练习通常以完成书面作业为内容，学生独立完成，
教师不提供任何形式的指导，学生之间也不讨论。
各学科均设置了反馈本，每个学生如实记录“反馈
性练习”。
（四）以“整理本”帮助学生建构体系。教给
学生整理的方法，形成以活页分类重组、通过颜色
凸现重难点、周期性回顾为特征的整理本，培养学
生反思性思维和主动建构知识的习惯。
以“两本两卡”为依托，教科院附校课堂教学
改革稳步推进，办学六年来学校教学质量飞速提升，
办学成效稳步发展，
2010 年中考重高上线率为 20%，
2016 年已高达 65.71%，名列杭州市公办初中前茅，
成功实现了优质学校的转型升级，媒体盛赞其为
“教科附速度”。
（林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