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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大三教授参与高中新课标修订
本报专访：
新课标究竟
“新”
在哪？
新增学科核心素养和学业质量要求，增加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

核心
提示

□2018

□

2018 年初 ， 教育部正式颁布实施新修订的普通高中课程方案
和课程标准 。 昨天 ，记者从扬州大学了解到 ，扬州大学共有三位教
授参与了此次高中课程修订工作 。 昨天 ，记者采访三位专家 ，了解
高中课程修订后都有哪些改变 。

教育部发来感谢信

扬大3教授参与高中课程修订

近日，教育部教材局发来感谢信， 要新增了学科核心素养和学业质量要求
对扬州大学体育学院潘绍伟教授、化学 两个部分；二是在课标内容方面，努力凸
化工学院吴星教授、吕琳副教授在高中 显思想性、时代性和整体性等；三是从实
课程修订工作中作出的积极贡献表示 施需求出发，强化指导性、可操作性。
感谢。
潘绍伟教授介绍，他参与的是体育
据悉，教育部于2013年、2014年先 与健康学科课程的修订，这门学科核心
后启动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各学科课 素养包括三个方面，分别是：运动能力，
程标准修订工作，修订后的课程方案和 健康行为，体育品德。“课标的修订，更
标准经国家教材委员会审查通过，于 加强调了以学生为本，让学生把学到的
2017年底印发。
体育与健康课程更好地与他们将来的
专家介绍，此次课程修订，新课标在 生活有机地衔接。简单地说，就是从以
文本结构、内容及其实施要求等方面进 前关注技能到后来关注能力，再到现在
行了改进和完善。一是在文本结构上，主 更加注重学生素养。”

新增学业质量要求

划分为不同水平，更加细化

据悉，此次新课标补充了学业质量
要求。专家表示，明确学业质量是对学
生多方面发展状况的综合衡量，确立了
新的质量观，改变过去单纯看知识、技

能的掌握程度，引导教学更加关注育人
目的。研制了学业质量标准，把学业质
量划分为不同水平，可以帮助教师更好
地把握教学要求，因材施教，也为考试

新课标中 ，古诗文背诵推荐篇目从14篇 （首 ）增加到72篇 （首 ）

评价提供了依据。
潘绍伟举例，此次体育与健康课程
课标制定了学业质量水平，学业质量水
平共分五级，与往年相比，水平标准更
加明确具体，评价的指标和内容更加细
化。
与此同时，新的高中课程方案和课
程标准，在教考关系方面，把学习内容
分为必修、选择性必修和选修三类，与

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统一高考相关要求
以及学生兴趣特长发展需要相适应；在
考试命题方面，各学科细化了评价目
标，加强了对学科素养的测评指导；在
课程实施方面，加强了对学校学生发展
指导制度、选课走班教学制度、综合素
质评价制度等方面的指导，并有针对性
地提出了相关教学管理要求、条件保障
措施等。

加强优秀传统文化

其中语文课标最突出

专家介绍，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教育是这次课标修订的重点之一，各学

科结合自身特点，丰富充实相关内
容。其中，语文课标最突出，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方面的内容贯穿必修、
选择性必修和选修各个部分。一是
内容更全。在“课内外读物建议”部
分，除保留原有《论语》《孟子》《庄
子》外，增加了《老子》《史记》等文化
经典著作，要求学生广泛阅读各类古
诗文，覆盖先秦到清末各个时期；二
是分量更多。明确规定“课内阅读篇
目中，中国古代优秀作品应占1/2”；
三是要求更高。在全面加强的同时，
还设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习专题，
进行中华传统文化经典作品深入学
习研讨。将原标准“诵读篇目的建
议”改为“古诗文背诵推荐篇目”，推
荐篇目数量也从14篇（首）增加到
72篇（首），提高了学习要求。
此外，美术、音乐、体育与健康、
数学等课标都增加了有关传统文化
教育内容。如美术课标增设“中国书
画”，内容涉及中国传统绘画、书法、
篆刻等经典作品欣赏及传统画论，
促进学生坚守中国文化立场，增强
文化自信。潘绍伟介绍，体育与健康
课程中，就明确提出重视具有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特色的武术、民族民
间体育活动和养生方法的教学。
记者 乔云

【《女子视频晒萌宠 警方找上门》后续】

“养猴直播”牵出特大买卖猕猴案
18人落网 11只猕猴被解救
卖家非法出售16只猕猴被批捕，15名买家被取保，中间商被另案处理

核心
提示

宝应女子阿潘 （化名 ）在网络直播平台上直播养猴 ， 没承想却
因此被抓 ，原来 ，她养的猴子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猕猴 。
对此 ，本报1月25日曾进行报道 。 案发后 ，宝应警方循线追踪 ，抓获
非法买卖猕猴的中间商 、卖家及涉案买家共计18人 （含阿潘 ），解救
涉案猕猴11只 。 前天 ，涉案卖家因涉嫌非法出售珍贵 、濒危野生动
物罪 ，被宝应县检察院批准逮捕 。 据了解 ，这是近年来我市检察机
关办理的最大非法买卖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案 。

收到猕猴后，马某、李某分别
在“快手”“ 火山”网络直播平台上
直播养猴。直播期间，经常有网友
询问如何买猴，这让马某和李某看
到“财路”。此后，他们开始从鲍某
处购买猕猴再倒卖，从中赚取差
价，直至案发。

【案发】

【审查】

宝应女子直播养猴被抓

去年12月27日，宝应警方接到群 过程中，阿潘再次向“小豆豆”请教从
众匿名举报称，宝应一名女子在“快 哪儿买猴子时，“小豆豆”表示，可以帮
手”直播平台上直播养猴。
阿潘买，并开价1.1万元。
接到举报后，民警随即展开调查。 去年7月16日，阿潘通过微信向
经查，该女子名叫阿潘，27岁。经辨别，“小豆豆”支付1.1万元。当天上午10点
她所养的猴子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 多，阿潘便接到对方消息，称猴子已
生动物猕猴。当天下午，民警将阿潘抓 “搭乘”石家庄到徐州的大巴车。当天
获。
下午，阿潘来到徐州长途汽车站，把猴
阿潘交代，她在一家服装店上班， 子接到宝应饲养。
工作之余喜欢在“快手”上看视频。去
此后，阿潘经常在“快手”“ 火山”、
年五六月份，阿潘在“快手”上看到，有 陌陌及微信上发布饲养猴子的视频、
个昵称为“小豆豆”的女网友直播养 图片。其间，有网友在评论时告知阿
猴。视频中的猴子很可爱，阿潘越看越 潘，她所饲养的猴子是国家二级重点
喜欢，就想买一只作为宠物，遂在视频 保护野生动物猕猴，不能私自饲养，建
下方评论区留言询问猴子在哪买的。 议她送动物园。然而，阿潘舍不得把猴
随后，两人互加微信，在微信聊天 子送走，直至被民警抓获。

【抓捕】

18人被抓，11只猕猴获救
“小豆豆”是不是一手卖家？阿潘
是不是她唯一的买家？如果不是，这其
中很可能藏有一个专门倒买倒卖猕猴
的非法交易链。为此，警方决定从“小
豆豆”着手展开调查。
经查，警方很快查明“小豆豆”的

真实身份——
—她叫马某，26岁，暂住河
北石家庄某小区。在调查过程中，警方
了解到，马某的同居男友李某也参与
非法买卖猕猴，后将两人一并抓获。
在查明两人系“中间商”角色后，警方
根据两人的交易情况，循线追踪，查明涉

卖家批捕，买家被取保

养猴直播视频

案卖家和买家情况，随即展开抓捕行动。
今年2月5日，卖家鲍某在河南南
阳某饲料店附近被抓。截至3月，警方
先后在河北、山西、山东、河南、江苏、上
海抓获涉案买家共计15人。

被解救的猕猴

在抓捕过程中，警方从马某、李某
及涉案买家处解救猴子共计11只。经
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鉴定，警方解救的
猴子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猕
猴Macaca mulatta。

【内情】

猕猴均来自正规养殖场

涉案猕猴来自何处？又是如何销往 经营期间，该养殖场一直遵照上述流程
河北、山西等五省一市的？
进行猕猴交易。直至鲍某认识李某。
经查，鲍某今年55岁，河南南阳
李某今年44岁，黑龙江大庆人。案发
人，其妻子经营了一家猕猴养殖场，该 前，他和女友马某一起在河北石家庄生活，
养殖场有相关驯养繁殖许可证和营业 马某经营的美容店是两人的主要经济来
执照，饲养的猕猴主要卖给景区或动物 源。去年6月，美容店房租到期，两人闲了下
园。由于猕猴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 来。在此期间，他们发现，有网友在“快手”
动物，交易过程中都需要买方提供饲养 上直播养猴。两人越看越觉得有趣，也想买
猕猴资质，并报请林业部门审批，审批 一只养，后经人介绍，李某认识了鲍某。
尽管知道李某没有相关资质，但鲍
通过后方可交易。
平时，鲍某也会帮妻子销售猕猴。 某为了牟利，仍将猕猴卖给李某。

值得一提的是，本案的13名买
家都是因在网络直播平台上观看
“养猴直播视频”而与马某、李某联
系，并购买猕猴作为宠物。
经查，去年6月至案发，鲍某在
未经相关主管部门审批的情况下，
擅自向马某、李某贩卖猕猴共计16
只。其中，13只被马某、李某销售给
阿潘等13名下线买家。其中，有两
名买家将购得的猕猴分别转卖给另
外两名落网的犯罪嫌疑人。
案发后，公安机关将解救的11
只猕猴送至扬州市野生动物救助中
心。另外5只涉案猕猴，有两只猕猴
在买家饲养期间死亡，两只猕猴在
买家饲养期间走失，还有一只猕猴
被马某送给一个身份不明的网友。
前天，宝应县检察院经审查后
认为，鲍某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的
规定，未经相关主管部门审批，擅自
贩卖16只猕猴，其行为已涉嫌非法
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依法对
其批准逮捕；马某、李某被另案处
理；阿潘等15名涉案买家均被公安
机关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
通讯员 刘丽 杨真 记者 刘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