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色文艺轻骑兵”来到老港基地

祝福送环卫工人
本报讯 （记者 张熠）除夕临近，环卫工

人沈美兰昨天难得有闲暇。她与工友们一起
赶到老港废弃物处置有限公司看演出。“现
场一张张大圆桌，很有过年气氛。”

上海红色文艺轻骑兵街艺小分队昨天
为环卫工人、劳模代表送上歌曲《欢乐中国

年》《传奇》、相声《恋上海》、

萨克斯独奏《回家》等节目。

现场的描摹龙凤字、剪纸鼠
年窗花等表演项目同样大
受欢迎。

在老港处置公司，春节
对一线职工而言只是平常的工作日。公司位于
上海市中心东南约 60公里的老港镇， 承担了
上海市区 70%以上生活垃圾的处置任务。老港
处置公司党委副书记严赛花介绍，“垃圾分类
后，垃圾的总量减少了，不过作业连续了，工作
时长从早上一直延续到晚上 11时。”

今年“三下乡”启动，全年设65项服务

演出、农技、诊疗送农村
本报讯 （记者 张熠）昨天 9时，两辆满

载着蔬菜良种、园艺种苗、微生物有机肥和
农业科普书籍的农资卡车缓缓驶入宝山区
罗泾镇塘湾村村民服务中心。 一旁的空地
上，停放着“流动书集 001 号”，这台车身长
5.9米的车辆双侧打开陈列约 1500册书籍，

就是上海博林书城推出的“流动书店”。

2020年上海市文化科技卫生 “三下乡”

暨“文化育农”“科技惠农”“卫生健农”集中
示范活动昨天启动，文化、出版、农业等领域
的近 200 名工作者，送农资、送诊疗、送春
联、送图书、送演出下乡。

走进村民服务中心，一位满头白发的老
人正在泼墨挥毫。 老人双手提着新出炉的春
联，笑呵呵地铺在地上，等待墨迹晾干。“贴上
春联，过年的气氛就有了。”书法爱好者杜乃
成去年刚退休， 欣然受邀为村民写春联，“我
准备了 100副写好的， 一会儿就被领光了。”

一旁的纸张上，他罗列了 50余对适合春节气
氛的对联，村民选中哪对，他就落笔写哪对。

“一帆风顺吉星到，万事如意福临门。”家住本
地的郑晓蓉不仅挑了一副春联， 还拜托杜乃
成写了一个特别的 “福” 字，“福字上面是房
子、下面是田，寓意‘有房有田’。”

在室内的农技咨询服务点，来自市农科
院、农技站、农技学会的农技专家们，向村民

热情介绍蔬菜、果木的良种培育、种植技术和
农药使用等问题。现场，罗泾镇海星村村民张
良舍领了一包菠菜种子，还拿到一本《农村产
业融合发展理论与实践》，“回去学以致用。”

在义诊服务点，中山医院、华山医院的专
家医生问诊， 为村民查看 X光和 CT影像，讲
解儿童保健知识，介绍冬令进补药方。在非遗
展示点，十字挑花、猜灯谜等活动吸引大家驻
足。 人气最旺的要数二楼主会场的文艺演出。

只见舞台上， 上海京剧院老旦胡璇一开嗓，铿
锵有力的《打龙袍》选段，就连一直钟爱沪剧的
村民听了，也情不自禁拍手叫好。

今年是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的第
25个年头，市委宣传部向宝山区罗泾镇赠送价
值 10万元的文体器材， 本市出版界赠送 5万
元码洋图书，市司法局为罗泾镇塘湾村援建法
治文化阵地，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与罗泾镇海
星村结对联建乡村图书室，把先进文化、实用
科技、健康生活源源不断地送到农村。

沪上“2020文化下乡·好书联展”活动在现
场启动，新华书店、大众书局、钟书阁等 20 家
实体书店，将在书店内展示展销与文化“三下
乡”相关的百种自选书目。市民“修身云”文化
下乡、“法律进乡村”活动、“科技惠农”扶贫对
接、畜禽生态养殖技术推广、乡村医生业务培
训等 65项“三下乡”服务项目将贯穿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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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彭德倩）市教
育考试院昨天公布，经市教委审
定，2020年上海市普通高校春季
考试招生志愿填报最低成绩控
制线为 262分。

今年有 4.6万余名考生参加
春考。此次春季招生采用“统一文
化考试+院校自主测试” 的招生
模式。 考生统一文化考试成绩总
分（含政策性加分）须达到志愿填
报最低成绩控制线， 其中应届高
三考生还须取得思想政治、历史、

地理、物理、化学、生命科学、信息
技术 7门科目高中学业水平合格
性考试的全部合格成绩， 方有资
格参加春考志愿填报。

市教育考试院负责人介绍，

2020年依然是 23所院校参与春
招， 招生专业 68个， 招生计划
2401 个。其中，华东政法大学新
增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 上海师
范大学新增英语（师范）专业，上
海电机学院新增计算机类、 汽车
类以及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3个
专业， 上海杉达学院新增软件工
程、 电子商务 （商务数据分析方
向）、酒店管理（高级管家方向）、

翻译（日语翻译方向）4个专业。

有 4 个专业往年有招生，

2020年恢复招生，分别为上海理
工大学的电子信息类（含光电信
息科学与工程、电子信息工程和
通信工程 3个专业）、 机械设计
制造及其自动化（中德合作）；上
海建桥学院的汽车服务工程（汽
车智能技术）、 宝石及材料工艺
学（珠宝商务）。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的飞行器制造工程专业更
名为交通运输（航空器械维修）专业。

市教育考试院提醒：志愿填报将于2月17日—18

日在上海市教育考试院“上海招考热线”网站（www.

shmeea.edu.cn）上进行，符合条件的考生可以利用假
期时间，通过各招生院校的招生章程，了解想要填报
的院校及专业， 特别要注意一些招生专业会设置男
女比例、身体条件等要求，要确保自己符合条件才能
填报。 各招生院校还会在招生章程中注明综合素质
评价信息的使用办法，考生也应提前查阅知晓。

具有春考志愿填报资格的考生可以填报 2 个
专业志愿。 这 2个专业志愿可以是同一所院校的 2

个专业，也可以是 2所院校的各 1个专业。

上海家长学校成立
《一起来成长》首播聚焦春节话题

本报讯 （记者 徐瑞哲）“上海家长学校”昨天
成立并举办首期公开讲座，上海教育电视台《一起
来成长》栏目同时开播。

“上海家长学校”在市教委指导下，以建立“未成
年子女学习和成长” 的家庭教育终身学习体系为目
标， 由上海开放大学依托家庭教育服务指导中心打
造。“家长学校”在全市布局“1+16+X”家长学校联盟，

各区开放大学系统分校设立联盟分办公室，通过“一
区一校一主题”形式，建设“市区校”三级协同体系。

上海教育电视台同步推出亲子家庭日播教育
节目《一起来成长》，首轮围绕“春节期间要不要写
作业、练钢琴”“我不喜欢走亲戚怎么办”“压岁钱要
上交吗”等话题展开。今后节目不定期走进学校、走
进社区，成为推广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经验、促进
心理教师队伍培养的平台。

副市长陈群出席。

今日看点今年是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的第 25个年头

市教委等部门出台新政提升青少年体质和艺术素养，要求年运动时间不少于365小时

体育和艺术教育纳入学生成长“主食”
■本报记者 龚洁芸

日前，上海市教委等六部门联合出台《上
海市中小学体育工作管理办法》《上海市中小
学艺术工作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两个《管理办
法》）,旨在推进普及高水平体育艺术教育，提升
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和艺术人文素养，促进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两个《管理办法》将从 2020

年 2月 1日起施行。

建体育艺术素养评价机制
根据两个《管理办法》，学校体育艺术教育

教学、课余训练、赛事展演活动及综合评价等
要求进一步明确，以促进本市中小学体育艺术
特色形成和水平提升。

比如，在课时方面，强调小学一到三年级
每周落实 4节体育课， 有条件的学校在 2020

年底前，覆盖至四到五年级。实施体育家庭作
业， 促进学生每天体育运动时间不少于 1 小
时。在课余训练方面，提出科学开展日常训练，

组建各级学生运动队、学生艺术团并完善选拔
机制。加强高水平学生艺术团及艺术团联盟等
建设，建立艺术实践制度。在综合评价方面，将
建立青少年体育素养和艺术素养评价机制，进
一步促进形成科学的育人导向，促进学生综合

素质不断提升。

对于两个《管理办法》的发布，同济大学教
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张瑞鸿认为，未来，学校
体育和艺术逐渐成为教育现代化的“重头戏”，

新时代的教育现代化，会更加重视人自身的价
值， 把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作为核心，

为学生今后走向社会，享受健康、充实的人生
打基础。“中小学生的身体机能、心理情感和意
志品质都处于快速发展中，经常性的体育活动
和艺术体验是适应学生生命成长特性的 ‘主
食’，而不是‘辅食’。”张瑞鸿说，“经常性的身
体活动、竞技运动、艺术欣赏和创作伴随学生
的成长，可以融入学生的灵魂，影响其一生的
心理和行为。”

配足师资上好体育艺术课
两个《管理办法》提出，本市各中小学要不

断丰富开设的体育运动和艺术项目类型，不断
强化体育艺术特色并努力形成“一校多品”，为
学生综合素质提升提供有力保障。 到 2020年
底前，每所小学和初中开设 7种以上的体育运
动项目和 4种以上的艺术活动项目，高中分别
开设 8种和 5种以上，青少年学生的年运动时
间不少于 365 小时（其中，高中阶段在体育专
项上不少于 180小时）。

为进一步促进本市学校体育艺术教育均
衡有序发展，提升综合育人效益，两个《管理办
法》对体育艺术项目加强统筹布局，推进各区
分别形成以部分重点项目为主，若干推进项目
为辅的学校体育艺术项目布局结构。 其中，各
区布局的体育重点项目包括足球、篮球、排球、

田径、游泳、乒乓球、羽毛球、网球及武术，艺
术重点项目包括中西器乐（含管乐、弦乐）、合
唱、舞蹈、戏剧（含戏曲、朗诵）及书画（含篆刻、

设计）。

遵循学校体育艺术教育规律和学生身心
成长规律，各项目原则上由 1所市实验性示范
性高中阶段学校与至少 2—3 所初中和 4—6

所小学共同承担，组成一个基本的“一条龙”布
局单位，在课程、师资、场地、科研及评价等方
面形成高品质、系统性供给，促进实现各学段
间培养的有序衔接。

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倪闽景表示，布局“一
条龙”项目培养模式，将改变传统的培养模式，

让更多有天赋的优秀运动员和艺术骨干从校
园中走出来。市特级教师、市东实验学校校长
沈洪认为，两个《管理方法》是指向全面育人的
重要举措。“两个文件的出台，也给我们学校和
体育艺术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沈洪说，

“如何配齐配足师资开足体育和艺术课、 上好

体育和艺术课程，都是在体育和艺术被提上更
高层面之后，我们努力的方向。”

初中小学可跨校联合培养
为进一步强化高中阶段学校体育艺术特

色，发挥示范引领和辐射带动效应，在保持历年
政策稳定性和延续性的基础上， 两个 《管理办
法》进一步完善高中阶段培养机制。自 2022年
起，各“一条龙”高中阶段学校对按照择优原则
通过专业测试且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达到一
定要求的优秀体育艺术学生按计划足额录取。

为强化竞技体育后备人才队伍建设， 继续实施
特别优秀的体育学生选拔、引进和培养机制。

两个《管理办法》要求各义务教育阶段学
校通过多种措施，营造积极的校园体育文化氛
围，激发学生参加体育运动和艺术实践活动的
兴趣。“一条龙”初中和小学可建立跨校联合培
养机制，推动体育艺术师资、训练场地等资源
共享，促进优秀人才脱颖而出。

张瑞鸿认为，两个《管理办法》是通过地方
教育行政立法来引领、规划和保障学校体育和
学校艺术事业发展，“两个文件将引导教育管
理者、教师、学生和家长逐步从学生全面发展
的角度考量教育活动，牢固树立体育艺术是教
育‘必需品’而非‘调味剂’的基本教育观念。”

环卫职工胡大姐（右）拿到春联爱不释手。 本报记者 蒋迪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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