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生身心健康指数
作为学生全面发展的“ 基础”，分

为身体素质评价和心理成长评价两部
分。身体素质评价包括坐位体前屈、立
定跳远等具体体锻项目的评测，身高
标准体重等营养评价，以及视力状况
的评估；心理成长评价则包括认识兴
趣、成就动机、情绪稳定性、责任感、意
志力、自信心、好胜心、安全感、时间管
理倾向、耐挫能力等十个方面。

学生学习生活幸福指数
是学生在学校学习的“ 环境”。

幸福指数研究的指标体系包含课业
安排、教学过程、课外活动、师生关
系、校园服务、总体感受等六大维度。

学生学业成就发展指数
则是指学生学业发展的状况，

分为学习成绩、学习成本、学习品质
三个指标。学习成绩关注当前学生
学习学校课程的状况，对现有课程
中知识与技能掌握的情况，包括实
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学习成本关注
学生为了取得目前的成绩所付出的
代价，包括学习学校课程的时间、通
过课外辅导完成学校课程的时间

等；学习品质反映学生的学习能力、
学习素养等，包括学习态度、学习习
惯、学习方法。

长宁区启动教育评价改革新体系 年内向初中延伸
学生好不好 除了成绩还看学习成本
第三方调查 身心健康师生关系全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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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指数

》校园动态

由第三方测评
三个指数涉及学生多个层面

“ 学生的全面发展”以及“ 适应
社会” 的能力是国家对于义务教育
的基本要求，然而如何通过更优化
的教学手段与教学方式达到这些基
本要求，却是教育部门一直在思考
的问题。

2010年下半年开始，长宁区启
动了教育评价改革试点，推出了“ 学
生身心健康”、“ 学习生活幸福”指
数以及“ 学业成就发展”等三个指
数，并于去年11月开始邀请第三方
评测机构面向区内全体小学四年级
学生，开展“ 三个指数”测试评估，
以期对一些众所关心的问题做到客

观描述与感性了解。
在本次“ 三个指数”的调研过

程中，长宁区教育局引入了零点、
IBM两家第三方公司进行具体面向
学生个体的调查操作，并不通过老
师与校方，以获得更为客观、公正的
调查数据。

测评结果颇“ 意外”
女生责任感优越 男生安全感强

“ 许多人会觉得民办学校的学
生幸福指数可能高于公办学校，但
事实上从目前的统计数据来看，结
果倒恰恰相反。”长宁区教育局局
长姚期表示，通过许多具体的数
据，教育部门发现了许多值得关注
的问题。

“ 比如说，学生普遍对体育课、
春游、秋游非常喜欢，女生在时间
管理、认识兴趣、责任感等几个方
面明显优于男生，而男生在安全感
上又好于女生。这些数据都能给我
们的学校提供很好的参考。”姚期
还举例道，调查发现由父母亲自带
的学生在情绪控制上好于由祖辈
带的学生，在好胜心上却不如后
者。通过对视力的调查，教育部门
也发现家长参与到全面教育中的
必要性与重要性，“ 本次调查的许
多内容都提示教育需要全社会都
来关注，家长的参与尤其重要。”姚
期表示。

测评不是为了排名
而是为了改善教学方式

据介绍，调查的详细测评报告目
前已经进入数据统计的最后阶段。针
对其中暴露的一些问题，教育部门将
有的放矢，“ 比如肥胖与近视的问
题，我们已经邀请了专家进行合理

‘ 干预’。”姚期透露，随着试点工作
的推进，一系列配套制度也在酝酿之
中。目前，长宁区已经成立“ 长宁区
中小学教育质量监测评估中心”，三
个专题工作组在专业机构的介入支
持下，已初步构建并有效运行。

而“ 测评”本身的目的也不是
为了“ 排名”，而是指导学校日常教
育教学工作。“ 专家‘ 会诊’之后的
评测结果将为学校在今后改善教学
方式、真正做到因材施教、有教无类
方面提供强有力的参考。”

会诊结果正统计
今年将向初中阶段延伸

长宁区教育局局长表示，“ 三大
指数” 的调研成果目前正在数据统
计阶段，所有的成果将经过专家“ 会
诊”后反馈给各个学校，旨在使每个
学校都能“ 有据可依”。长宁区教育
部门表示，“ 三个指数” 测评工作今
年将向初中阶段延伸，在具体实施过
程中将进一步完善、优化相关指标，
使社会、家长、学校更能够接受。

小学中的小胖墩多不多，同
学们日常感到开不开心，学习

“ 成本” 究竟高不高⋯⋯这些家
长与学校共同关心的问题，如今
在长宁区即将诞生十分具体详尽
又客观量化的答案。

昨天，长宁区教育局正式发
布了关于在区内进行教育评价改
革的初步成果，“ 学生身心健康”
指数、“ 学习生活幸福”指数以及

“ 学业成就发展” 三大指数作为
本次教育评价改革的一项重要内
容，目前已经进入数据统计阶段。

本报记者 丁烨

本报讯 首席记者 朱文娟 如果
有一天你的家门被一名陌生的大学
生敲开，不要太惊讶，也许他们就是
正在学雷锋的上海大学学生。伴随着
他们灿烂笑容的，还有一张他们递上
来的“ 邻里联络卡”，上面记录着他/
她的联系方式。下次，遇到需要别人
帮忙的时候，别犹豫，打给他们吧！因
为，这是上海大学团委今年刚刚启动
的学雷锋活动。

“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
生离与死别，而是我就住在你身旁
却不关注你———”曾几何时，城市
里邻里之间的关系变得有些淡漠，
甚至于常常出现“ 住在对面不相
识”的情况。也许，这样的状况是该
改变的时候了！今年2月中旬，上海
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开始在他们的
成员中发起“ 微志愿来敲门”活
动，鼓励同学们去敲开邻居家的
门，递上自己的联络方式，在日常
生活中随手助人，从叩开邻居家门
开始自己的志愿行动，让志愿成为
一种生活习惯。

“ 我很努力地在想上一次和邻
居交流是什么时候的事了。哎，好像
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再加上我其实
性格蛮内向的，说实话，我连我们家
邻居姓什么都不知道，敲门以前我在
邻居家门口站了有近1分钟，心情那
叫一个忐忑啊！”来自上海大学计算
机学院的小高在参加了这次活动之
后表示，在她最后鼓起勇气敲开了邻
居家门之后，迎来的是邻居和蔼的笑
脸。递上邻里联络卡后，对方很意外，

但是也很高兴。
上海大学环化学院肖同学的邻

居是一对老夫妻，儿子出国在外，出
国前给老夫妻买了台新电脑，说是
方便网上视频聊天。但是老年人对
于QQ，视频都不是很了解，使用时
常常出现问题，在收到邻里联络卡
后便联络了肖同学。“ 其实我也没做
什么，就是设置一下网络连接，后来
看到他们视频成功了以后，说实话
心里还是蛮感动的。老人家对着电
脑说话很响，好像很怕她儿子听不
到一样。”

记者了解到，这次活动让很多同
学感受到这一颇具创意的微公益活
动带来的快乐。在该校机自学院、法
学院等学院中试点后，上大校团委正
式启动“ 今天，我们这样学雷锋”上
海大学青年学雷锋系列活动之“ 微
志愿来敲门邻里变亲人” 活动，用

“ 快乐志愿，随手公益”重新诠释雷
锋精神。

“ 自从我把电话给了邻居没多
久，就被邻居叫了帮忙收快递。一收
就是3次。”“ 我鼓起勇气问邻居借牙
膏，然后他给了我一管皮炎平。”
⋯⋯在该校团委开办的微志愿来敲
门官方微博上，同学们分享着这次活
动带来的或感人、或无奈、或搞笑的
场景。

“ 我们希望我们的师生能在志
愿服务中体验快乐，学雷锋不仅仅是
在3月5号，而是在日常生活中随手助
人。”上大团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今
后会将这项活动推广下去。

打破邻里隔膜
上大学子微志愿来敲门

本报讯 记者 朱文娟 通讯员
王亚楠 昨18:30，复旦大学光华楼东
辅楼202报告厅座无虚席，400余位复
旦大学学生党员齐聚一堂，共同聆听
新学期开学的第一节主题党课———

“ 传承雷锋精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老、中、青三代学雷锋楷模
先后走上讲台，和复旦大学的党员学
生分享了自己学习、践行雷锋精神的
事迹和感受。

上世纪80-90年代的全国劳动
模范、原上海第一百货商店营业员
马桂宁，为大家回顾了他创造的

“ 马式服务法”、“ 一把准” 绝活的
历史，用真实的故事和案例讲述了
自己“ 满腔热情”对待顾客、兢兢业
业爱岗奉献、普通并不等于平凡等
对与雷锋精神的深刻理解。武警上
海市总队一支队十中队副指导员蒋
可鹏，向大家详细报告了30年来一

支队十中队官兵在南京路沿线继承
好八连传统、模范践行雷锋精神的
先进事迹。1989年出生的上海医学
院法医学系07级本科生周姝同学，
是复旦学生“ 身边的雷锋”。这位出
生于单亲、困难家庭的女生，为同学
们讲述了自己连续11年照顾和关怀
闸北福利院的熊秀英、袁双麟两位
老人的故事。

据介绍，目前复旦大学共有170
余支学生自发组成志愿者服务队，长
年在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学校、医院病
房、残障人士家庭、阳光之家、街道广
场、社区或全国多个贫困地区的中小
学校开展定期志愿服务工作。而据复
旦大学学生工作部透露，在3月5日当
天，预计会有30多个复旦学生组成的
志愿者服务团队走出校园进行公益
志愿服务，以实际行动响应“ 学雷
锋”的号召。

复旦党员开学第一课：学雷锋

本报讯 记者 朱文娟 今年是我
国著名教育家陈鹤琴先生诞辰120周
年的纪念日。昨天，上海市教委、市中
小幼教师奖励基金会、市陈鹤琴教育
思想研究会在陈鹤琴先生创办和工

作过的长宁区省吾中学，举行“ 为培
育现代中国奠基” 陈鹤琴教育思想
研讨会暨纪念陈鹤琴先生诞辰120周
年活动，纪念和缅怀这位中国近现代
教育的先驱。

本市纪念陈鹤琴先生诞辰120周年

2010年下半年开始，长宁区启动了教育评价改革试点，推出了“ 学生身心健康”、“ 学习生活幸福”指数以及
“ 学业成就发展”等三个指数。 本报资料图 记者 吴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