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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11 月 30 日电（记者白瀛）在
中央宣传部指导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
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时一年策划制作
的考古空间探秘类文化节目《中国考古大会》自
11 月 20 日开播以来，受到各界关注。
　　《中国考古大会》运用空间探秘、专家解读、
实景记录、全息影像等多种形式，聚焦浙江杭州
良渚古城遗址、北京周口店遗址、河南安阳殷墟
遗址、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陕西西安唐长安城
遗址等 12 大考古遗址，呈现百年来考古工作
对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重要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主任王
巍说，节目中 12 个具有重大学术意义的遗址，都
是中国考古史上的重大发现，展示了中华文明起

源发展的脉络，展示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
成发展过程，展示了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及其
对世界的贡献，是中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
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的浓缩写照。
　　《中国考古大会》以“发现发掘、整理阐
释、保护传承”为叙事线，邀请“考古推广人”
通过空间探秘与任务解锁，联结考古场景，
复现历史图景，营造身临其境的考古氛围体
验，在权威考古专家的伴随式解读下，向观
众全景展现中国考古事业的研究成果和最
新发现，反映中国考古工作背后所承载的时
代价值、文化特质和民族精神。
　　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文化传播中心副研
究员乔玉说，节目以遗址为中心来叙事，更全

面地展现了考古发掘和研究，为活化历史场
景提供了更宽阔的舞台。节目中精心设置了
体验环节，引导观众感受文明创造和发展
之美。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公众考
古学中心执行主任王涛说，节目将考古发现、
研究成果、活化展示、文化传承四方面逐一呈
现、紧密结合，既充分展示了中华文明对世界
文明的贡献，也让大众更好地理解考古工作
的价值和意义。
　　北京电影学院副校长胡智锋说，《中国考
古大会》带领大众走近沉默的山、嶙峋的岸、
孤寂的塔，走近一代代考古人细心翻动过的
土地，通过情景化叙事、沉浸式空间和文化场

建构，重塑当代考古的重要意义，呈现中华文明
的璀璨绚烂，从视觉观感、话语碰撞、思维认知、
情感积累等各个角度都充分调动了受众的主体
意识。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大四学生严艾雯说，看
完第一期节目收获良多。“玉器雕刻师对良渚玉
雕技术进行了现场还原，体现了人们为传承历
史、传播文明作出的努力，他们传承与守护的坚
定姿态令人动容。”
　　有网友评论：“对于考古，我一直是个路人，
有对神秘和古老的好奇，但却不愿意深究也不
懂得该怎样接近。但这次的考古大会真的让我
眼前一亮，原来考古学这么有趣、这么生动、这
么人性化。”

重塑当代考古重要意义，呈现中华文明灿烂成就
《中国考古大会》开播受到各界关注

　　乳白色的小雏鸭、浅
粉色的小仓鼠、晶蓝色的
鹅卵石……这一幅幅形态
各异、生动逼真的画作竟
都是由一枚小刀片创作而
成。这种独特的绘画艺术
创作形式就是纸上刀绘。
小刀片、铜版纸，则是全部
作画工具。
　　今年 53 岁的沈阳市
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
席王静，从事纸上刀绘艺
术已经 26 年了。她用一
枚刀片 ，可以呈现出版
画、漆画、刺绣、工笔画、
写意山水等多种技艺观
感。纸上刀绘借鉴中国工
笔画的技法，用一枚小刀
片在铜版纸上去表色、留
刀痕，形成一幅幅形象逼
真的图画。
　　王静说，纸上刀绘最
擅长展现大千世界中的小
巧事物，例如一只小鸭子
的每一根绒毛、花瓣树叶
上的每一丝脉络，都可以
表现出来。但这种细腻的
作品，非常考验创作者的
耐心。“就算每天连续作画
八小时，创作一幅画少则
半个月，多到大半年。”
　　谈及纸上刀绘的诞
生，王静认为，是好奇心让
纸上刀绘意外出现。
　　 1995 年，王静在沈
阳辽中工作，为“五四”青
年节设计活动请柬时，裁
纸刀不小心划到红色卡
纸 ，出 现 一 道 白 色 的
线条。
　　“按常理这张划破了
的红色卡纸应该直接扔进
垃圾桶，然而我不仅没扔
掉它，还盯着这张卡纸看
了很久，心里想着既然能
划出线条，能不能形成图
画呢？我就在一张 A4 大
小的红色卡纸上，用裁纸
刀创作了一对开屏小孔
雀。”王静说。
　　然而，当时创作的那
一小幅孔雀图还不能称其为画，因为它看起
来有些像剪纸。“但这却让我异常欣喜和兴
奋，在红色卡纸上居然还可以用刀画画！”王
静说，纸上刀绘的雏形就这样在不经意间诞
生了。
　　从那时起，王静就开始了她的创作生涯，
从最初用小刀片在红色卡纸上作画到逐渐变
成今天用刀片在铜版纸上创作。
　　“因为铜版纸有厚度、光泽度好，更适合
纸上刀绘艺术。但铜版纸也有缺点，就是一
旦留痕就永存，既不能用其他颜色覆盖，也
不能改变线条走向，只能力求下刀精准、一
次成型，不能有任何的败笔和差错。”王
静说。
　　做纸上刀绘需要悬腕下刀，有划、抿、
点、蹭、刮等几种刀法，但基本用力都比较轻
柔。从“千山鸟飞绝”的孤寂山脉，到雾霭缭
绕的“日照香炉生紫烟”；从嗷嗷待哺的新生
雏鸟，到晶莹剔透的初春小河，再到“一鼠一
果一叶”的静物画……都被王静细腻传神地
一一呈现，展现着“愈刚愈柔”的理念。
　　 26 年来，纸上刀绘艺术在王静的努力下
不断成长，如今，沈阳被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
会等部门确定为中国纸上刀绘文化的起源
地。作为纸上刀绘的首创者，王静还在学术期
刊上发表专业论文，探讨纸上刀绘的绘画刀
法技巧，完善其理论。
　　“我希望可以推广这门技法，让所有想
学纸上刀绘的人都可以学得起、学得会，让
更多人了解其魅力和价值，争取让这门艺术
走向世界。”王静对这门艺术的未来充满
期待。
     （记者赵洪南）新华社沈阳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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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济南 11 月 29 日电（记者张昕
怡）记者在山东省委宣传部 29 日召开的贯
彻“两个结合”深入推动“两创”座谈会上获
悉，山东已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纳入中小
学地方课程，省内高校开设优秀传统文化教
育通识课程，全省已实行全学段开设优秀传
统文化教育课程。
　　山东省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邓云锋介
绍，截至今年 10 月底，山东省高校共开设优
秀传统文化相关专业 528 个、公共必修课程
414 门、选修课程 1980 门，每年上课总人数
达 60 万人。
　　据介绍，山东省教育厅将探索制定中小
学传统文化分级考核标准，加强师资队伍建
设，持续抓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小学地
方课程、高校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通识课程建
设，培育一批教学名师，评选一批传承示范校
和优质示范课。

山东省在全学段开设

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课程

　　新华社济南 11 月 29 日电（记者邵鲁
文）记者从山东省政府新闻办 11 月 29 日举
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山东日前出台《高校
教师职称自主评聘管理办法》，厘清高校职称
评聘中政府部门与高校的职责边界，同时进
一步破除“四唯”倾向，明确以知识、能力、业
绩为核心内容的职称评聘标准。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
周春艳介绍，高校教师职称评聘对激发高校
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创造性，具有重要意义。
但此前山东一些高校评聘工作机制不完善、
操作不规范，影响了职称自主评聘的效果。

为此，山东针对新情况、新问题进一步深化
改革，落实高校用人自主权，同时加强事中
事后监管，确保高校人才自主评聘既充满活
力，又规范有序。
　　山东要求进一步破除“唯论文、唯职称、
唯学历、唯奖项”倾向，加大职称评价工作中
创新成果、效益评估、专利发明的权重，着重
突出教育教学能力、教学效果、岗位业绩贡
献，增加技术创新、专利发明、成果转化、标
准制定、决策咨询、公共服务等评价指标。
　　山东规定，在职称评审工作中，高校应
采取“多维”评价方法。在基础科学研究领

域，开展以同行评议的定性评价代替量化评
价，以“科学研究全周期评价”代替定期评价，
保障部分高校教师科研成果可以“十年磨一
剑”。此外，鼓励高校建立重点人才绿色通道，
打破高校人才评价“一步一步爬台阶”，允许越
级申报、评聘。
　　此外，管理办法中全面厘清了政府部门与
高校的职责边界，充分尊重高校的发展实际和
用人主导权，高校在核准的岗位数量内，可以自
主制定评聘方案，自主组织竞聘上岗，人社、教
育和高校主管部门只负责职称评聘的事中事后
监管和业务指导。

山东创新高校教师职称评聘，支持“十年磨一剑”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9 日电正当中国载
人航天事业捷报频传，社会舆论热议之际，
一本集纳新华社载人航天报道成果的全媒
体图书《载人航天：新华社记者带你探秘》由
新华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载人航天：新华社记者带你探秘》是
一本全景展示中国载人航天历程的科学
普及性读物。经过几代人的艰辛探索，中

国已经成为能自主进行载人航天的国家
之一，跻身航天大国之列。载人航天工程
为推动国家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提升综
合国力、提高民族威望作出重要贡献。几
十年来，新华社记者忠实记录了中国载人
航天事业的发展历程，采写了一批权威、
生动的全媒体作品。新华出版社集纳相关
报道成果，将对读者了解载人航天，增强

对中国科技发展成就的自豪感起到积极的
作用。
　　《载人航天：新华社记者带你探秘》是新华
出版社“科技强国科普丛书”的第四本。全书采
取全媒体形式，既有文字，也有照片，扫描二维
码还可以看到 16 段珍贵航天视频，以记者的眼
光、科普的形式，全方位、多角度描述了载人航
天的探索发展与伟大成就。

《载人航天：新华社记者带你探秘》出版发行

  11 月 22 日，白河高级中学学生在上体育课。秦巴山深处的陕西省安康市白河
高级中学依山而建，被称为“挂在半山腰的学校”。该校坚持“五育并举”，多年来大
力推进素质教育，成立了涉及科技、体育、艺术、文学等内容的 40 多个社团，每周安
排固定时间开展社团教学，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新华社记者陶明摄

“挂在半山腰的学校”的素质教育

　　新华社成都电（记者康锦谦、童芳）雪域
高原的冬天来得很早，但今年，对于四川甘孜
藏族自治州雅江县呷拉教育集中办学区的
2995 名学生和 323 名教职工来说格外温暖。
就在这几天，学校教室、寝室及教育教学功能
用房内新安装好的电力取暖设备陆续投入
使用。
　　雅江县地处青藏高原东南缘，冬季漫长、
寒冷且干燥。“以前冬天，教室里的孩子们都
穿得鼓鼓囊囊，现在再看不到这样的景象。”
雅江县教育和体育局局长陈银军说。
　　陈银军告诉记者，雅江县呷拉教育集中
办学区于 2013 年开始建设，建成后涵盖了呷

拉镇初级中学、呷拉镇片区寄宿制学校、呷拉
镇双语幼儿园。
　　记者了解到，以前在牧区，许多家长每到
虫草采挖季节，便以生病等借口，让孩子上山
帮助采集虫草，对学校教育教学工作造成较
大影响。
　　“这几年家长们都意识到，最好的‘虫草’
在课堂和书本中。”雅江县呷拉教育集中办学
区负责人李斌欣喜地对记者说起这些年的新
变化，不少家庭在集中办学区附近租房，让家
里老人来陪读，督促孩子好好上学。
　　陈银军告诉记者，近几年雅江县经济社
会快速发展，群众对教育的渴望与重视程度

也越来越高。鉴于雅江县地广人稀、村镇学
校力量薄弱的现实情况，他们将全县最优
的教育资源汇聚在一起，让偏远地区和贫
困家庭子女也能接受同等优质教育。
　　蓝天白云下，记者看到孩子们在操场
上嬉笑打闹。下午自习课时，有淘气的学生
不认真自习，被“巡视”中的数学老师李传
华冷不丁地一拍，吓了一跳。
　　李传华来到这里已有 7 个年头，他曾
是成都都江堰市学科带头人，2015 年 9
月，在四川省相关计划安排下，他来到甘孜
州雅江县支教，一年期满后，他又主动申请
正式留在当地工作。

　　“我之所以选择留下，最重要的一点是受
当地群众对教育热情的感染”，李传华还说服
妻子也来到他所在的学校，成为一名校医，同
时给儿子办了转学手续，一家人从成都举家
搬迁到雅江。
　　集中办学区的多名老师告诉记者，他们最
大的愿望就是自己教的学生都能走出去看看。
李传华说，他愿意做一盏灯，照亮孩子们走出
大山的路。
　　在一间学生宿舍，记者发现孩子们在墙上
写下这样几句话：“人生没有地图，我们一路
走，一路被感动，一路点燃希望，一路寻找答
案。不曾放弃。”

家长明白了！最好的“虫草”在课堂和书本中
探 访 川 西 高 原 深 山 里 的 集 中 办 学 区

小
小
实
践
课 

思
政
大
舞
台

本报记者黄江林

　　“哇！无人机飞得好高呀！
让我也试试。”天津海河教育园
区南开学校小学四年级学生闫
子穆兴奋地叫着，他和同学们
正在上由学校和天津现代职业
技术学院合作开设的无人机兴
趣课。在学校宽阔的操场上，几
十名小学生围在“老师”刘博鑫
身旁，时而认真聆听无人机的
飞行原理，时而争先恐后地报
名“试飞”。
　　这门无人机兴趣课的任课

“老师”刘博鑫是天津现代职业
技术学院无人机应用技术专业
大二学生。他说：“没想到我学的
专业这么受欢迎，每次来讲课孩
子们听得津津有味，问东问西，
还抢着学飞行，看着这一双双大
眼睛真是太有成就感了。”
　　这一幅小学生和大学生教
学相长的和谐画卷，得益于天
津海河教育园区内高等院校与
南开学校合作共建项目。2021
年 6 月双方签订了共建“劳动
教育普职融合实践基地”协议，
将思政教育与劳动教育有机结
合，构建起循序渐进的大中小

学一体化协同育人体系。
　　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曹燕利介
绍，在探索“劳动教育普职融合实践基地”建设
过程中，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发挥海河教育
园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基地的资源优势以及职
业院校的专业人才优势，挖掘出了诸多特色课
后服务，为中小学校落实“双减”政策助力。
　　而让刘博鑫等大学生们体会更深的则是过
了一把“当老师的瘾”。“这些兴趣课程，都由我
们的大学生参与设计、讲授，他们在教育实践中
学以致用，得到了锻炼，最终实现了将思政课程
与专业课程有机结合。”曹燕利说。
　　自 2019 年底以来，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与海河教育园区南开学校在教师互聘、课程互
讲、学生互动、基地互用、活动互助、资源互享等
多方面展开合作，开设了包含无人机、机器人、
陶艺在内的十多门课程。海河教育园区南开学
校副校长吕梅说：“无人机模拟、无人机实践飞
行课程已经成为我们抢课系统中的‘爆款’。”
　　“大中小学教学内容侧重点各有不同，但
核心都是育人。”曹燕利认为，无论是大学生还
是小学生在这堂教育实践课中都找到了自己
的“位置”。在这场“大”与“小”、“普”与“职”的
协同育人实践中，学生正是最大的受益者。
　　近年来，天津市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改革，统筹思想政治理论课“全程贯穿”和“学段
差异”，推进大中小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创新之举。
　　“对于职业教育而言，体验式教学、产教融
合是最大特点，培养学生们的动手能力才是教
学的根本目的。”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
孙勇民说，“推动职业院校学生走出去，加强劳
动实践教育，是践行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探索
新时代教劳结合新途径，落实‘三全育人’理念
的重要举措，也是大中小一体化协同育人模式
的生动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