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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新闻人”在行动

◤图片新闻◢
百名孩子学挖红萝卜

1 月 15 日，四川绵阳，游
仙区凤凰乡木龙观 500 亩红
萝卜种植基地，上百名孩子
手握小锄头，在父母指导下，
学挖红萝卜。一上午时间，
孩子们不仅学到了使用锄头
的技巧，而且还体会到了收
获的乐趣。

王勇/摄

天津市和平区举行青少年核
心价值观成果展演

本报讯 日前，由天津市和平区
教育局等共同主办的“品味国学经典，
践行核心价值”——和平区青少年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果展演举行，来
自全区 15个单位的 500余名青少年以
诵读、舞蹈、微剧、快板等多种表演形
式，呈现我国深厚的传统文化和当代
青少年的精神风采。据悉，本次活动
旨在使全区青少年在学习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不断增强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自
觉和行动自觉。

（马成）

湖南龙山：教育发展脱贫全
覆盖

本报讯（通讯员 向碧波） 日前，
湖南省龙山县教育发展脱贫工程会议
召开，与会者就精确瞄准教育最薄弱
领域和最贫困群体，实现“人人有学
上、个个有技能、家家有希望”，坚决打
赢教育脱贫攻坚战纷纷建言献策。

据了解，作为西部连片特困地区
县，龙山县 2016 年度资助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近 7 万人次，发放资助金 6000
多万元，新建、改扩建贫困地区校舍 3
万平方米，农村实用技术和劳动力职
业学历、技能培训7500人次，实现了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职业教育技能
培养培训体系全覆盖。

北京朝师附小“心悦课程”走
进新年音乐会

本报讯 日前，北京市朝阳师范学
校附属小学举行新年音乐会，此次音
乐会从课程的思维定位，通过“了解
维也纳音乐会”“礼仪篇”“回顾篇”“音
乐厅篇”“乐器篇”“乐曲篇”“评价篇”
等 7 个篇章进行展示。学生们通过走
进高雅殿堂，熟知新年音乐会的历史
和传统起源，学习了音乐会的礼仪，最
后通过评价篇来检测学生的学习效
果。据悉，朝师附小的这一实践系该
校“心悦课程”重要内容之一。（房萍）

2017 年在线教育行业发展
分享会举行

本报讯（记者 韩世文） 1月15日，
学堂在线2017年在线教育行业发展分
享会暨全国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在线
课程公共平台新版发布会举行。来自
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高校的
MOOC名师代表及全国各地近500名
学员代表参加了本次分享会。

教育部在线教育研究中心副主
任、清华大学教授孙茂松认为，今天可
以通过 MOOC 跨专业、跨学校、跨国
界学习优质课程，未来将依靠 MOOC
获得名校的学分和学位，从而让高等
教育普惠大众的脚步更快地来到人们
身边。

分享会上，全国工程专业学位研
究生在线课程公共平台新版正式发
布。教育部在线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
聂风华介绍，截至2016年底，平台上已
经有超过 30 多家合作院校的课程，覆
盖26个工程领域。

本报讯 为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
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加强师
德师风建设，建立健全师德建设长效
机制，引导广大教师以德立身、以德
立学、以德施教。日前，经过各地各
校 推 荐 、资 格 审 核 、专 家 评 选 等 环
节，教育部办公厅共遴选出天津市
和平区“人人讲师德、弘扬正能量”、
天津大学以“青椒会”为载体加强青
年教师师德建设等 30 个师德建设优
秀工作案例。

2016 年 5 月，教育部发布《教育部
教师工作司关于组织申报师德建设
优秀工作案例的通知》，在全国范围
内开展师德建设优秀工作案例申报
和评选工作。该通知特别要求申报
单位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该
辖区或学校教师近 3 年无重大违反师
德行为，近 1 年内无新增的、经查实的
有偿补课、收受礼品礼金现象。

长 期 以 来 ，各 地 各 校 探 索 建 立

健全教育、宣传、考核、监督、奖惩相
结合的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积累了
宝贵经验，取得了显著成效。据 了
解，本次遴选的案例均在师德建设
总 体 工 作 或 某 项 工 作 方 面 理 念 先
进 、举 措 有 力 、实 绩 突 出 、经 验 典
型 ，涵 盖 了 各 级 教 育 行 政 部 门 、中
小 学 校 和 高 校 ，覆 盖 面 广 ，影 响 力
大 ，显 示 出 各 地 各 校 落 实 中 央 要
求、结合实际加强师德建设的积极
进展和良好成效。

教育部要求，各地各校要学习借
鉴优秀案例做法，增强责任意识，开
拓工作思路，创新工作方法，全面深
入推进师德建设，努力培养造就党
和人民满意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
伍，使广大教师成为先进思想文化
的传播者、党执政的坚定支持者，更
好担起学生健康成长指导者和引路
人的责任，为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的人才
保障。 （师闻）

1. 天津市和平区开展“人人讲师德，
弘扬正能量”系列活动

2. 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县以理念浸染
师魂，以文化培育师德

3. 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力拔有偿补
课病根，铸塑优质教育生态

4. 山东省德州市建立“一体互融，德
能同修”的师德建设“3581”模式

5.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践行教师宣
言，打造精神高地

6. 广东省东莞市石龙镇开展师德建
设主题教育年活动

7. 广西梧州市开展“梧州好教师”评
选表彰活动

8. 重庆市潼南区突出“四个常态”，
强化师德师风建设

9. 云南省昆明市探索提高师德建设
能力长效机制

10. 青海省西宁市教育局实施“五项
工程”，提升师德素养

11.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密云中学文
化引领，弘扬师德，办人民满意的教育

12. 河北省张家口市蔚县南留庄中
学教师走进农户家，春风化雨献爱心

13. 内蒙古乌兰浩特市胜利第一小
学以党建工作推动师德建设

14. 黑龙江省黑河市逊克县第三小
学严格管理、真心关爱，塑造教育净土

15. 上海市卢湾中学滋兰树慧、德美
校园

16. 安徽省阜阳市特殊教育学校形
成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一二三四”

17. 江西省鹰潭第一中学以道德讲
堂引领师德建设

18. 河南省幼儿师范学校坚持师德
为先，构建师德建设长效机制

19. 四川省名山中学危难时刻彰大
爱，砥砺奋进显师德

2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中学开展
“争做具有新疆特色的好老师”主题活动

21. 北京师范大学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着力培养“四有”好老师

22. 华北电力大学名师领航助力师
德建设

23. 天津大学以“青椒会”为载体加
强青年教师师德建设

24. 保定学院实施“文化+”师德建设
模式的实践创新

25. 同济大学持续开展“师德师风优
秀教师评选”工作

26. 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建
筑工程系齐心共建师德“三千工程”

27. 华中师范大学构建“四维一体”
师德建设长效机制

28. 中南大学探索建设师德宣传长
效机制

29. 西藏大学深入开展“三联三进一
交友”，开启师德师风建设新气象

30.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讲、学、做、
评”四位一体加强师德建设

全国师德建设优秀工作案例目录

教育部公布全国师德建设优秀工作案例

温儒敏：青少年要多读传记类书籍

（上接1版）

把家长变为同盟军

一年多的时间，兴国学子研学旅行
的足迹踏遍神州大地，从省外的“冰雪王
国”哈尔滨到首都北京，从横店影视城到
伟人故里湖南韶山，再到省内英雄城南
昌、才子之乡临川、江南望郡吉安、革命
摇篮井冈山、红色故都瑞金，到处都留下
了师生们的欢声笑语。

兴国六中校长李建春最开心，去年
一年，县里获得了几个特别的奖项，比
如全国首届太空种子种植体验大赛最
佳组织奖、全国神箭杯航天知识大赛优
秀组织奖等。“这些奖项的获得，研学旅
行功不可没，正是因为有了研学旅行，
学生们视野开阔了，思维活跃了。”李建
春笑言。

“我们将研学旅行精神与课堂教学
巧妙融合，让孩子们懂得做人做事要从
小做起，从自己做起。”兴国红军子弟小
学校长赖晓辉说。

截至目前，兴国县已有 31 所学校组
织了34600多名中小学生走出校门，深入
红色教育基地、工厂、社区、大学等参加
研学旅行活动。

曾经对研学旅行持观望态度的家长
们也被孩子们的热情点燃了。“孩子们回
家后更加勤劳、体贴、懂得感恩，研学旅
行让更多家长看到了它的深层意义，也
得到越来越多家长的认可和支持。”兴国
县教育局分管研学旅行工作的副局长王
守叶由衷地说道。

2017 年寒假来临，兴国县实验小学
和红军子弟小学两所学校的“哈尔滨励
志研学营”活动也即将启动，尽管因为哈
尔滨天气太过寒冷，活动不得不暂缓举
行，但孩子们对接下来的研学旅行充满
了热情和期待。

“研学旅行，激活了学生的活力，增加
了学生的见识，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期
待，我们现在正在申报国家级研学旅行红
色教育基地，也期待全国的学子来我们这
里研学旅行，品‘四星望月’，听‘兴国山
歌’，感受‘将军县’的文化。”李文涛说。

江西兴国：开启“研学旅行”德育新模式
（上接1版）

另一次是 1955 年暑假，我参加了
教育工会组织的徒步旅行团。我们一
行十几人，有中小学教师，也有师范院
校的学生。我们先是坐火车到塞伐斯
托波尔，那里有一个营地，我们集中训
练几天，包括徒步旅行所需要的一些知
识，准备必需的工具和食品，组织一些
参观，进行了一次十多公里的演习。然
后正式出发，我们背上背包，带上一天
必需的食品和饮用水，由一名向导带领
前行。第一天翻过一座小山到了第二
个营地，休息两天，参观附近的峡谷，参
加当地农场的劳动，晚上与农民联欢。
第二天翻过两个山头，并在一座山上住
了下来，我们从农户那里取来帐篷、炊
具，做饭野餐。这样走走停停，五天走
了 200 多公里，走的都是山路，向导知
道哪里有泉水，哪里可以休息。我们一
路上参观了人烟稀少的古代遗迹，团队
有说有笑，非常开心。最后到达黑海边
的小镇阿洛波卡，又从那里步行走到克
里米亚的雅尔塔，在那里参观了雅尔塔

会议遗址。之后，团队解散结束旅行，
我获得一枚小小的旅行者纪念章，并乘
火车回到莫斯科。这次旅行不仅增长
了许多知识，而且锻炼了身体，锤炼了
意志。我们步行的距离不算太长，五天
走 200 多公里，但走的都是崎岖山路，
非常难走，很耗体力。我小时候身体很
瘦弱，这次徒步旅行对我来说是一次很
大的考验。我今年 88 岁，行动还比较
轻便。人们总问我怎么锻炼的，我说就
是年轻时参加各种活动打下了基础。

我亲身经历了研学旅行的好处。
今天，旅游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
部分，除了父母带领孩子在假日出去旅
游外，我们应该提倡学校和教育机构开
展有组织、有计划的研学旅行。学校组
织这种研学旅行，要像设计课程那样精
心设计、充分准备，重在教育、重视安
全。按照教育部《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
学旅行的意见》有序地开展，将研学旅
行作为推进素质教育的有效方式。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
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

研学旅行，“学”“游”兼得

本报讯（记者 康丽） 在互联网盛
行的今天，如何培养青少年的阅读兴趣
和阅读习惯成为摆在教师和家长面前的
难题。1 月 12 日上午，长春出版社在中
国国际展览中心举行“常春藤传记馆”系
列丛书新书首发式，北京大学教授、北京
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温儒敏特别提
到，处于成长关键时期的青少年要多读
书、读好书、好读书，养成一种良好的生
活方式，达到“读书养性”的境界。

“科学技术的发展引领我们愉悦地
迈入网络时代，给人们的物质生活带来

了极大的便利，但值得反思的是，随着
网络时代的来临，人们的精神生活却愈
发贫乏。家长们不读书，成了‘手机
控’，孩子们自然也有样学样，沉迷于各
类电子产品，失去了读书的兴趣。”温
儒敏认为，长此以往，在这种家庭氛围
中成长起来的孩童语文素质一定会偏
低，其专业和综合能力的提高也会因此
而受影响。所以，在青少年时期养成阅
读的兴趣与习惯，是发掘学习主动性与
创造性最重要的途径，能够为个人的终
身发展打底子。

面对读者“青少年该读哪些书”的疑
问，温儒敏认为，青少年应该多读一些传
记类书籍，“要重视励志教育，人都是需
要不断添加生活动力的，特别是在年轻
的时候，要有偶像和楷模，有高远目标的
激励。让青少年从前人的多种人生道路
中寻找各自的‘契合点’，达到‘读书养
性’的境界”。

不仅如此，作为“部编本”语文教材
总主编，温儒敏特别提到，“部编本”语文
教材的一大创新点就是把课外阅读纳入
教材体系，比如一年级教材设置了“和大

人一起读”栏目，与学前教育有效衔接，
引导孩子的读书兴趣。另外，中高年级
几乎每个单元都有“课外阅读延伸”，初
中语文加强了“名著选读”，注重“一书一
法”，引导学生重点学习某一种读书方
法，目的只有一个：缩减课内精讲，扩大
课外阅读量，让语文课向课外阅读延伸，
向学生的语文生活延伸。

“当前，市场上的传记类图书不少，
但适合青少年和中小学生阅读的优质图
书却不多。针对当前青少年身心发展的
特点和语文教育的本质规律，我们设计
了‘常春藤传记馆’系列丛书，希望孩子
们能从榜样的事迹中汲取营养，增强语
文素养，也希望孩子们能如常春藤一样，
根扎得深，叶长得茂，茁壮成长。”长春出
版社负责人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