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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正在拍摄一部关

注基础教育的大型纪录片《我的人生我的

课》，表现中国教育正在进行的改革，传递

教育正能量，节目共五集，预计于今年下半

年播出。 本周，纪实频道节目组正式进驻

杭高校园，进行了为期 4天的拍摄。

策划该部大型纪录片的编导许盈盈女

士说：“我们获悉杭高开设了职业生涯规划

选修课后，非常感兴趣，在欧美，孩子早在

中学时期就明确了自己一生的方向，而中

国学生始终处于“忙盲茫”的状态中，既发

现不了自己的兴趣，又不了解自己的能力，

更未规划过职业方向。 杭高的《高中生生

涯规划课》，极有参考意义，我们希望通过

拍摄一堂课，采访您和授课老师，以及部分

学生，来表现学校的改革。

拍摄组在杭高期间，先后拍摄了我校

开设的《高中生生涯规划》、《水彩画艺术》

及《中学生天文》等富于杭高特色、丰富多

彩的选修课程。 杭高尚可校长就杭高课程

体系的规划与建设以及这些课程对学生成

长的影响和意义等方面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记者还采访了高中生生涯规划课程负

责人钟峰华老师以及选修本课程的部分学生。

校园星主播徐凡说，高中生生涯规划

课程让我明确了人生规划的意义，感觉自

己的人生正在觉醒，让我更好更全面地了

解自己，思考自己现在的学习及未来的人

生之路。 现在我感觉自己变得更积极主动

更自信更努力了。 我希望通过三年的高中

课程学习与生活， 努力学习并积极参加各种各样的社

会实践活动，考上中国传媒大学，为未来从事媒体传播

的职业打下坚实的基础。

昨天下午， 杭州高级中学举行第三届

“毛江森院士教育奖”颁奖典礼。 杭高校友

毛江森、胡仁宇两位院士亲临颁奖典礼，并

分别向伊建军、许涛、余知辛、倪正元等四位

获奖教师颁发了荣誉证书和 1万元奖金。

颁奖典礼上，世界著名核物理学家、中

国“两弹”元勋胡仁宇追忆了在杭高的求学

生涯。令他印象最深的，是当年语文老师为

他们班起的班名———“弘毅班”， 老师想用

“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古训激励

学生。可见，杭高重学生精神奠基和人格养

成的人文教育传统是一以贯之的。 胡院士

以其亲身经历勉励杭高教师： 中学阶段是

人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奠基阶段， 而教师

的影响和指引， 对学生的成长有着不可估

量的作用，教师任重而道远。

现任浙江省医学科学院院长、 中科院

院士毛江森， 则情不自禁地哼起了当年在

杭高学唱的歌曲：“同学们团结起来， 担负

起天下的兴亡。 ”谈到杭高求学的收获时，

他说，感谢杭高教会他勇于担当，让他从此

心怀天下，立志为民族、国家复兴作贡献；

教会他勤于钻研， 为他今后可持续的发展

奠定了坚实的学识功底； 杭高还让他拥有

了独立精神和独立人格， 让他学会独立思

考，并且更具有创造力。

毛院士长期从事医学病毒学研究工

作，并成功研制出甲肝疫苗，是国际公认的

第一个“甲肝克星”。他富有济世情怀，致力

于人类的健康和幸福，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他把政府给他的 50 万元奖励全部捐赠给

了他深深热爱的母校杭高，专门设立“毛江

森教育奖”，用于奖励杭高师德高尚、教艺

精湛、为人师表、教书育人的老师。

自 2010年以来， 杭高毛江森院士教育

奖已颁发了三届。 获奖教师有“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获得者、化学特级教师赵种霞和语

文特级教师缪水娟；有为全球知名的杭高天

文社做出突出贡献的教师林岚；有数理化各

科奥林匹克优秀教练周顺钿、许钢、陈明华、

倪正元等； 有培养出高考文理科省第二名、

杭州市状元各一名的优秀班主任王红健；有

学术素养深厚、教艺精湛的周伟、陆乃钏、伊

建军等名师， 有深受学生欢迎的偶像型教

师、全国授课大赛一等奖获得者许涛、朱海

其，以及水彩领军艺术家余知辛。 这些获奖

教师都是杭高优秀教师团队的典型代表。

杭高为激励作出年度突出贡献的教

师，还设立了杭高“奥迪教育奖”。 首届“奥

迪教育奖”颁给了能把数学“教神了”的青

年才俊费红亮， 所带班级高考成绩优异的

徐慧、包素茵，对女生突破物理学习瓶颈很有

一套的物理奥林匹克优秀教练李刚等老师。

学校设立两个教育奖， 是为创设一种

教师激励机制，促使教师见贤思齐，确立高

目标、高境界、高品质的教育追求，把教书

育人作为人生的事业追求， 又使它成为人

生幸福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科院院士毛江森说， 感谢杭高教会

他勇于担当，教会他勤于钻研，还让他拥有

了独立精神和独立人格。

（此文摘自钱江晚报 2013 年 5 月 17

日 h0008版“科教·专题”， 通讯员 / 许涛

金薇薇，记者 /沈蒙和。 ）

据 中 华 全

国总工会消息，

经过初审、地方

公示、全国复审

和全国公示等

程序，产生全国

五一劳动奖状

312 个 、 奖 章

1224个，全国工人先锋号 1084个。

其中我校赵种霞老师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赵种霞老师简介

赵种霞，1961 年出生，1983 年 7 月毕业于杭州

师范学院化学系，1983 年 8 月至今一直在杭州高

级中学任教高中化学。中共党员。 2002年被评为浙

江省化学特级教师。

荣获第四届杭州市中小幼教坛新秀、杭州市首

届百名优秀青年教师“中萃奖”、多次杭州市教育系

统先进工作者、 多次杭州市教育系统优秀党员、杭

州市第八届优秀园丁等、多次全国竞赛（浙江赛区）

园丁奖，2010 年还获得了杭高教师的最高荣誉奖

“首届毛江森院士奖教金”。她年轻时，被学校“低职

高聘”，后又被学校里评为“十大星级教师”。 1996

年，拔尖晋升为高级教师；1998 年，成为杭州市首

批学科带头人；2002年，被评上“浙江省特级教师”；

热烈祝贺我校赵种霞老师

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我校成为

上海理工大学中英国际学院

全国优质生源基地

2013年 3月 29日，上海理工大学中英国际学

院 （TheSino-BritishCollege,USST，http://www.

sbc-usst.edu.cn/index.asp） 与来自国内各省市的 7

所重点中学联合举行媒体发布会， 正式宣布了上

海理工大学中英国际学院在各重点中学的建立

“优质生源基地”， 为中英国际学院及所属英国九

所成员大学选拔具有国际化发展意愿及潜质的优

秀的高中毕业生， 为更多优秀的中国高中毕业生

提供国际化的成才选择。 杭高成为该学院建立的

7所重点中学“优质生源基地”之一。

杭高校长尚可出席了授牌仪式。

杭高第三届“毛江森院士教育奖”揭晓

———校友毛江森、胡仁宇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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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仁宇“师兄”在向杭高学弟传经送宝

毛江森院士为杭高教师颁奖

毛江森院士与杭高学弟交流

（一）杭州网高中校长公益系列讲座杭高专场举行

校长尚可有三点提醒送考生

助力中考 圆梦杭高

———红五月，杭高打造“公益快车”

百年杭高， 汇聚了浙江乃至中国近现

代教育发展史上有着积极影响的诸多名家

大师。今天杭州高级中学的教师队伍，卓越

优秀，博学善思，敬业爱生，特色鲜明。杭高

老师一直积极探索，适合不同类型、不同层

次和不同阶段学生的最优化育人模式，包

括精研初高中课程关联和学生特点， 重视

初高中的衔接。

为帮助初三学生迎接即将到来的中考，

杭高教师打造“公益快车”，举行了一系列公

益活动，旨为家长和孩子指点迷津，全面了

解高中学校特色、 师资团队和教学理念，领

略名校长风采，帮助备战中的考生们实现初

升高的完美过渡，也帮助有志于报考杭高的

同学圆梦杭高。“公益快车”包括：

一、校长公益讲座

依托杭州网和钱江晚报等媒体，尚可校

长分别于 4 月 17 日下午和 5 月 5 日上午，

在杭高报告厅开设“杭州网校长公益讲座”

和“钱报名校长面对面讲座”，场场爆满。

二、学科复习讲座

（一） 学校于 5 月 19 日全天举办中考

学科复习讲座，由杭高长期参加中考、高考

阅卷， 对各学科中考命题和应试有着深入

研究和丰富经验的中青年骨干教师授课：

1.� 语文，主讲老师许涛。内容：中考作文

的常见误区，中考作文冲刺复习高效策略。

2.� 数学，主讲老师费红亮。 内容：冲

刺阶段数学认知和数学兴趣的培养； 在数

学基础、题型、纠错、心态等方面的指导；从

中考数学阅卷谈中考数学应试技巧。

3.� 英语，主讲老师吕贞锋。 内容：针

对中考英语完形填空、阅读理解、听力、书

面表达等题型的解题技巧作出精准的点

拨；如何有效提升中考能力。

4.� 物理，主讲老师许钢。 内容：中考

物理学科命题特点、冲刺阶段复习策略、中

考答题时应注意的问题、 如何尽快适应高

中物理的学习。

5.� 化学，主讲老师陈英豪，内容：解

析中考最后阶段化学学科特点， 细数中考

化学易失分点， 从主观和客观谈中考化学

备考策略。

（二）学校应各初中学校之邀，组织公

益讲座团深入到各初中进行学科复习授

课，其中许涛、费红亮等老师赶赴开课的初

中学校近 20所。

三、升学咨询活动

（一）学校安排中层以上干部，从 4月下旬

至 5月底的每个双休日（包括 5月 1日），在校

内安排咨询活动，接待来访学生和家长。

（二）5 月 19 日，学校在校内组织大型

升学咨询活动， 内容包括校领导和骨干教

师为初三考生、家长解答有关招生问题；杭

高数、理、化、生、信息等学科的奥赛教练为

学生谈学科竞赛辅导； 杭高卓越学子与中

考生、家长交流互动，畅谈高中三年的发展

规划和学法心得； 组织来访者参观杭高天

文台、校园社团活动展等。

（三）组织外联教师团队，应各初中学

校之需， 在各初中学校召开中考生家长之

时，深入学校提供升学咨询活动。

（四） 学校开通升学咨询热线电话，由

梅青老师在工作时间内提供电话咨询服务。

四、媒体宣传活动

学校由办公室和信息技术中心负责，

通过网络、报社、电视台、电台等媒体，向社

会公众发布广大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信

息，为学校树立良好的形象，扩大正影响。

五、牵手共建活动

（一）杭高校史馆是杭州市中小学生第

二课堂活动基地。 学校主动与建兰中学等

部分中小学校确立共建关系， 组织邀请中

小学生尤其是初三学生组团参观杭高，让

更多的学生了解杭高。 4、5 月份邀请接待

学生参观团共 17批次。

（二）借助学校社团平台，如杭高天文

社、鲁迅文学社、机器人社等，牵手部分小

学、初中，提供公益辅导或互动交流，为有

对应性兴趣爱好的考生展示可发展平台。

“公益快车”系列活动，真正服务于民，

也利于学校发展， 得到了社会公众的广泛

肯定。

现附录部分媒体报道信息两则。

杭州网讯 一支笔、一本笔记本是所

有听众的“标配”，校长尚可足足三小时的

讲座让家长感受颇丰。

打造“三宽”校园 教育需要等待和宽容

讲座伊始， 尚校长将杭高的百年历史

娓娓道来。 从浙江最早的公立中学到浙江

新文化运动中心， 从浙江规模最大的综合

中学到享誉全国的江浙“四大名中”，杭高

至今已历百余年。期间，这里不仅汇集了如

李叔同、沈钧儒、鲁迅、朱自清、叶圣陶等诸

多名家大师，也涌现出了一大批如徐志摩、

郁达夫、丰子恺、金庸等文化名流。

“这里从明朝开始就一直是浙江读书

人实现青云之梦、考取功名的地方，在一百

多年的历史发展长河之中， 杭高一直以它

特有的面貌，成为教育的窗口、缩影。”讲台

上，尚校长自豪地讲述着杭高的过往。

科学、民主、求真，宽厚、宽容、宽松，是

杭高一直以来的教学宗旨。尚校长特别解释

了后三个词的真正用意，“要有宽厚的胸怀

和宽容的心态，杭高的宽松是体现在自由的

精神、民主的风气和平等的关系上的。 ”

尚校长说， 在学生的个性发展上，学

校的管理是宽容的，而不是“宽松”。

（下转第 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