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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汇区构建以核心素养
为基因的教育体系

� � � � “高品质优化基于核心素养的区域
课改实践体系” 及其行动研究， 是徐汇
区建设一流教育的重大方略， 表现为：
一是贯彻落实国家和上海教育大会精

神， 对践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在区域层
面的全面布局； 二是持续深化基础教育
课程与教学改革， 实现发展学生核心素
养在课程课堂上的全面到位； 三是稳步
推进高考和中考招生制度改革， 对以创
新人才培养模式引领学校发展的全面规

划； 四是深入推进基于课程标准教学的
区域转化， 实现对区域教育综合改革和
质量提升的全面支持； 五是聚焦区域课
改重点难点， 高品质实现整体优化， 旨
在构建以核心素养为基因的教育服务和

治理体系， 聚焦教改核心内容即基于核
心素养的区域课程教学新生态的智慧构

建和实现路径。
这是徐汇区发扬优良教育传统、 进

入新时代教育教学发展的重要阶段； 是
办人民满意的教育、 成就家门口好学校
的重大战役； 是立德树人、 五育并举，
全面发展素质教育的重点实践； 是对优
质课程、 优质课堂建设的重大突破； 是
对教师队伍建设、 提升关键能力和学术
水平的重心构架。

这项遍布区域性、涉及全学段、覆盖
全学科、发动众教师的区域课改实践，围
绕教育的重大关切———核心素养， 攻关

课改的难点———教与学方式改进， 注重
高位追求———高品质优化，立意高远，指
向明确，主题突出，正深刻影响着徐汇教
育的走向、质量和声誉，也对基础教育的
改革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聚焦课程育人功能发挥

“高品质优化基于核心素养的区域课
改实践体系”及其行动研究，是以立德树
人为根本任务， 以五育并举为价值取向，
以发展学生核心素养为育人目标，以“核
心素养进课程，核心素养进课堂”为行动
原则，强化教育理念、办学目标与构建系
统的校本化课程体系的“对接”，促使课程
的教育载体和课堂的主渠道发挥育人的

基本作用。重点推进基于核心素养的学校
课程的系统设计， 整体规划学校课程，协
同推进课程———教学———评价。

聚焦教与学方式的改进

“信息化环境下指向核心素养培育的
区域性教学改进研究” 攻坚项目， 以单元
教学设计为突破口， 聚焦学习活动设计、
学习支持方式建构、 学习评价设计和学习
资源的开发， 探索信息化环境下指向学科
核心素养、 促进学生深度学习的课堂教学
新形态， 厘清新形态的内涵和要素， 廓清
新形态的操作框架， 生成新形态的基本样
式， 大面积改进课堂教学， 落实学科育人
要求。 在 《学科教学指南》 《学科教学手
册》 等工具推广与完善基础上， 重点推进
信息化环境下学科核心素养培育为重心的

课堂教学改进行动， 形成课堂新范式。

聚焦智能化环境建设

探索 “人工智能+” 教学新模式 ，
优化和重构教学流程， 精准评估教与学
绩效， 实现因材施教。 探索 “互联网+”
的研修模式， 建设集教师教研、 培训及
实训功能为一体的智能化教师教育平

台。 完善 “三位一体， 四元协同” 的研
修模式， 着力推进基于学生核心素养培
养的教师能力标准的研制， 实现从标准
到研修课程、 研修模式的一致性与针对
性。 � � 文/靳德

建立立德树人的科学评价体系

� � � �为了更加科学选拔人才， 增强高校
人才选拔与高中教育教学的衔接， 促进
学生全面健康发展， 国家提出 2020版
高考科目要求。

国家以 《普通高等院校本科招生目
录 （2012版）》 为基础， 对全国开展普
通高考本科招生 12个学科大类中的 92
个本科专业类 （细化到 506 个专业）
逐个提出科目要求引导。 高校在 《指
引》 规定的科目要求范围中进行选择。

12个学科大类

2020年， 上海所有秋考本科专业
均有选科要求。 大致分为三类选科要
求： 一是与高中某一科目关联度较高；
二是与高中多个科目有一定关联度； 三
是与高中科目关联度不高。

举例： 部分专业可能提出的科目要
求

针对考生的重要提示

1、 尽早熟悉。 2020年政策有调
整优化。 熟悉政策， 不错过每个机会，
有助于人生梦想更佳实现。

2、 提前谋划。 想清楚怎样走好升
学之路。 特别要考虑自己的 3门选科，
预判是否冲刺春考， 如果秋考选择何种
专业……

3、 保护身体、 特别是眼睛。 不少
专业对眼睛有特别要求。 注意保护， 并
及早查阅意向高校的章程规定。

文/徐远

� � � �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 徐汇区出台中
小学学业质量综合评价方案。 聚焦区域中小
学学业质量评价， 建构本区中小学生关键素
养评价指标， 构建区域学业质量综合评价体
系和运行机制， 建立区域学业质量保障机
制， 发挥评价的价值导向作用， 促进学生全
面健康发展。 以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为育人目
标， 建立立德树人的落实机制和科学的评价

体系， 分层分类推进学校评价、 教师评价和
学生评价， 注重评价指标、 方式、 方法以及
评价功能的综合性， 强化绿色学业评价和综
合素质评价的导向作用。

一是构建学生关键素养评价指标。 汲
取上海市绿色指标综合评价理念， 根据徐
汇区中小学生在上海市绿色指标测评中的

表现， 选择促进本区学生发展的关键指标，

依据评价指标的特征确定观察点， 确定评
价所需要的数据性质与类型。 建立学业质
量发展指标体系的模型， 编制 《徐汇区中
小学生关键素养评价指标》， 为学校的课堂
观察和常规视导调研提供参考。

二是建立学业质量综合评价体系。 关
键素养评价指标需要不同数据支撑： 身心
健康指标来源于体质监测中心和问卷系统；

学习品质指标来源于智能化学习平台与问

卷系统； 高阶思维、 生涯规划指标来源于
学科质量监测系统和问卷系统。

三是规范学业质量评价项目。 依据学
段和学生发展特点， 开展学生的学业质量
评估， 采用学科学业质量监测与关键素养
指标综合问卷两种方式， 基于数据形成学
科学业质量评价报告。 文/怡然

哲学、 经济学、 法学、 教育学、
文学、 历史学、 理学、 工学、
农学、 医学、 管理学、 艺术学

专业类名称

数学类

机械类

化工与制药类

法学类

临床医学类

经济学类

艺术学类

允许选择的科目要求

1. 物理；2. 物理和化学
1. 物理；2. 物理和化学
可在物化生中选 1 至 3 科
可在政史中选 1 或 2 科，或不限
在物化生中任选至少 2 科
可任 1 、2 、3 科，或不限
可任 1 、2 、3 科，或不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