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黄浩 电话：010-82296843 编辑：刘亚文 电话：010-82296736 投稿邮箱：zgjsbgn@vip.163.com 美编：孙东 电话：010-82296729 图片新闻投稿邮箱：zgjsbtp@vip.163.com

新闻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2版2017年5月17日

□本报记者 金 锐

“教育新闻人”在行动怎样为孩子提供喜欢的课程
——北京市海淀区中小学地方课程与研学旅行专题研讨会侧记

LINK2017 在线教育论坛在清
华大学举行

本报讯（记者 金 锐） 5 月 10 日 ，
LINK2017在线教育论坛在清华大学举行，教
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清华大学副校长
薛其坤、斯坦福大学副教务长约翰·米切尔等
出席论坛，围绕“连接·共享·智能化”进行深
度研讨和思想碰撞。薛其坤指出，在线教育
正引领一场学习革命。吴岩希望基于网络技
术推动教学模式、方法、理念等变革创新，表
示“教育改变命运，而网络改变教育”。

2017年度教育部在线教育研究中心在
线教育奖励基金颁奖典礼同期举行，分别
对推动教育信息化、为在线教育工作作出
突出贡献的项目团队和个人进行了表彰。

三管齐下提升新中高考改革背
景下学校管理水平

本报讯（记者 吴绍芬） 5 月 9 日至 10
日，“新中高考背景下教学干部学科教学和
学校治理应对”专题研修班在北京市通州
区教师研修中心召开。北京市教委副主
任李奕出席培训活动并授课。北京师范
大学副教授郑葳、北京教科院课程中心副
主任王凯等进行专题讲座，与会者还走进
城区优质学校进行了实地观察。据悉，本
次研修班是北京教育学院、通州区教工委
等共同举行，将于 5月底至 12月中下旬针
对通州 32 所中学教学副校长展开后续跟
进培训。

教育发展应聚焦创新人才培养
本报讯（记者 刘亚文） 5月11日，“拔

尖创新人才选拔培养新论”研讨会在清华
大学出版社举行，清华大学出版社社长宗
俊峰、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原司长王炽昌等
与会，并围绕高中阶段培养创新人才这一
话题展开探讨。与会专家认为，在互联网
时代，创新对教育发展有突破性作用，教育
工作者要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将这一课题
的研究和实践工作推向前进，开创人才培
养工作新局面。

“曹文轩儿童小说奖”“金波幼儿
文学奖”征稿

本报讯（记者 冯永亮） 5月8日，首届
接力杯“金波幼儿文学奖”和“曹文轩儿童小
说奖”正式向社会公开征集作品。据悉，这
两个奖项将每年举办一届。“金波幼儿文学
奖”面向全社会征集幼儿文学作品，作品篇
幅、体裁不限，有幼儿趣味，对幼儿文学创作
有探索和引领意义。“曹文轩儿童小说奖”面
向全社会征集儿童小说新作，作品应反映当
下少年儿童的生活现实、心理现实，对中国
当代儿童小说创作有探索和引领意义。

重庆璧山开展主题式混合研修
本报讯（通讯员 严国峰 万家琴）近日，

由东北师范大学、全国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
网联合实施的“国培计划(2016)”示范性教师
工作坊高端研修项目在重庆市璧山区开课，
培训采用主题聚焦、同课异构、专家引领、网
络内外互动评课等方式，创新混合式主题研
修新模式。教育部“国培计划”专家库专家、
全国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委员黄翔现场进行
课例点评，并就“数学核心素养”做专题讲
座。来自湖北、浙江、重庆三省份的工作坊坊
主、协作组组长、优秀学员及璧山区全体学员
300余人参加了此次研修活动。

武汉市黄陂区中小学开设创客教
育课

本报讯 电子积木、迷你机床、3D打印
机……这些先进的科技产品已成为湖北省
武汉市黄陂区中小学不少学生的“必修
课”。目前，黄陂区教育局已斥资579万元，
在临空一小、恒大龙城华师附小等9所学校
开设创客课程，今年还将投入330万元，在前
川六小、金潭小学等4所小学设创客课程。
黄陂区教育局负责人表示，创客教育可以通
过动手的形式让孩子们领略到科技的魅力，
进而影响孩子的思维方式。 （冯旭）

《中国税务教育发展报告（2015-
2016）》正式发布

本报讯（记者 崔斌斌） 5 月 6 日，中
国税务教育改革与发展研讨暨《中国税务
教育发展报告（2015-2016）》 新闻发布会
在中央财经大学召开，该活动由中央财经
大学财税学院主办，中国财政发展协同创
新中心和中央财经大学税收教育研究所协
办，发布会现场正式推出了《中国税务教育
发展报告（2015-2016）》。报告指出，2015
年和2016年，各综合类院校的税务专业已
逐渐形成教师年龄结构、学历结构、职称结
构都比较合理的形态，重点财经类院校普
遍拥有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各校教师
皆拥有丰富的科研成果和研究经历。

为全面深入贯彻落实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
五”规划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创新研究
院将联合全国教育创新区域联盟、中国教师报，面向
全国举办第二届中国“课改杰出教师、杰出校长”评
选活动。

第二届中国“课改杰出教师、杰出校长”评选活动将
在首届评选活动的基础上，继续秉承公平、公正、公开的
原则举办。评选结果将在8月20日至22日由北京师范
大学主办、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创新研究院组织承
办的第三届中国教育创新成果公益博览会上对外发布。

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参评对象

全国各地区积极探索课程改革的中小学校长与教
师，有良好的师德形象，其课程改革的探索和实践具有
科学性、先进性、示范性、引领性。

二、报名及推选办法

以区（县）为单位推荐人选报名，各区（县）教育行政
部门可以推选中、小学校长候选人各1名，推选中、小学
教师候选人各1名。

各区县在推荐候选人的同时，还需推荐本区域有较
高威望的两名专家，作为评审专家库的候选专家。

三、评选办法及流程

第一轮：各区县教育行政部门推荐候选名单；
第二轮：专家异地评审（实行本区域专家回避制度）；
第三轮：终评公示后产生获奖名单。

四、提交材料

（一）推荐申报表
（二）参评材料
●参评“课改杰出教师”需提交的材料
1.对课程改革某些专题的理解和认识（结合自身实

践谈切身体会，不要大话套话，800字以内）；
2.针对课改某些专题的实践探索历程（500字以内）；
3.开展课改专题活动的做法和成效（3000字以内）；
4.本人在当地课改中发挥辐射带头作用的情况说

明（500字以内）；
5.其他能反映本人开展课改专题活动情况的重要证

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视频、照片、论文等（自愿提供）。
●参评“课改杰出校长”需提交的材料
1.对课程改革的理解和认识（结合自身实践谈切身

体会，不要大话套话，800字以内）；
2.学校整体课程教学改革的实践探索历程（500字

以内）；
3.学校开展课程教学改革的做法及成效（3000字以内）；

4.学校在推进本地区课改中所发挥的作用（500字以内）；
5.其他能反映本人带领学校开展课改情况的重要证

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视频、照片、论文等（自愿提供）。

五、材料提交时间及相关联系方式

请参评人员在 5月 31日以前把推荐申报表和参评
材料发到中国教育创新研究院电子邮箱（申报材料不全
视为自动放弃评选）。

请在邮件主题中标注：第二届中国“课改杰出教师、
杰出校长”申报材料。

联系人：甘老师、高老师、程老师
电 话：010-58803910；58803906
电子邮箱：cnc2049@126.com
特别说明：本次评选活动继续秉持公益性质，全过

程不收取任何费用。
本通知请到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创新研究院官

网(http://cnc2049.bnu.edu.cn/)“通知公告”处下载，具
体进展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守望新课程”。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创新研究院
全国教育创新区域联盟

中国教师报
中国“课改杰出教师、杰出校长”评选活动组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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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中国“课改杰出教师、杰出校长”评选活动启事

（上接1版）
“在以前的学校，我好像都不知道校

长长什么样子，更不要说聊天了。”四年
级学生李开成说。

崔其升之所以这样做，是基于自己
对教育的理解：教育应该是“育教”，校长
首先要“育”好自己，才有可能“育”好师
生。“想让教师和学生做到的事情，自己
先要做到”。同理，想让学生做到的事
情，教师首先要做示范者。比如倡导学
生文本背诵，教师首先要烂熟于心，诵读
达到感人、动人。在这一理念和示范的
引领下，教师也做出了许多改变。赵玉

霞告诉记者，现在如果要求学生进行写
作练习，自己肯定也跟着写，给学生一个
基本的示范。

“这不仅仅限于课堂教学领域，教师
是学生方方面面的导师。”崔其升说，“生
活方面，比如吃饭光盘行动，宿舍整洁、美
观；工作方面，教师敬业投入、乐业奉献，
同时诚实守信、谦虚朴素……教师的一言
一行、精神风貌都会深深地影响学生”。

其 实 ，影 响 的 不 仅 仅 是 学 生 ，还
有家长。四年级一位学生家长就是在
教师的引领和帮助下，亲子关系和教育
方式都发生了极大转变。“身教确实重
于言教。”这位家长告诉记者，“以前孩
子在日记里称我是‘恶霸’，后来经过老
师的帮助，我意识到对孩子管理太严
苛，有时甚至太粗暴。现在我对孩子的
态度温和了许多，要求也适度放宽了，

孩子不管是完成学习任务还是其他方
面都比之前好了不少，我们的关系也不
再紧张”。

这样的示范效应，在海王路小学蔓
延开来。

“不研究学生，不懂孩子的内心需
求，肯定是做不好教育的。”崔其升一直
用这句话警醒自己。他用担任农村学校
校长20年的教育改革经验，以“初心”培
护着海王路小学这棵“小树”。这所位于
青岛市新区核心区域的小学校，也正在
高关注度中迅速成长着，虽刚刚起步，未
来却充满着无限可能。

小学校里的“乾坤大挪移”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中国人普
遍认同和向往的一种学习境界,在课程
改革走向深化的当下，学校的课程形态
日益丰富多元，学生的学习方式更加多
样有趣。去年11月，教育部等11部门联
合颁布了《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
的意见》。研学旅行，边走边学，这样的
学习总是给学生带来满满的收获，但如
何设计和实施这样的课程，如何让文件
精神真正落地？这仍是一个难题。

5月9日，北京市海淀区中小学地方
课程与研学旅行专题研讨会在清华附中
上地学校召开，清华附中校长王殿军从
课程育人角度对研学旅行的教育价值进
行了诠释，他以清华附中上地学校“走进

圆明园”研学课程为例证明，“好的课程
可以促进学生发展，好的课程可以促进
学校发展”。

“地方课程的育人价值需要重温，
研学旅行课程需要形成体系。”研讨会
当天，海淀区教科院课程研究中心主
任宋世云介绍了海淀区依托地方课程
开展研学旅行的实践与思考，提出在
深化课改背景下对地方课程教育价值
应重新认识。宋世云总结了海淀区地
方课程实施的有效模式，并提出“以课
程建设模式推进研学旅行”的思路与
设想。

在个案分析中，清华附中上地学校执
行校长辛颖阐述了该校的课程体系，重点

阐述了学校“走进圆明园”综合实践类课
程的定位、发展和实施成效，从人文底蕴、
科学精神、审美情趣、学会学习等六个方
面，介绍了“走进圆明园”研学课程助力学
生核心素养培育的探索经验。学校生物
教师和美术教师还分别从学科实践活动
的角度阐释了“走进圆明园”研学课程的
实践案例。北京一零一中学、首师大附
中、清华附小等学校分享了各自的研学课
程开展经验。他们在不同学段分别形成
了自己的课程特色——小学以乡土乡情
为主，初中以区情、市情为主，高中以全国
旅行乃至国际交流为特色。

“各学校应关注地方课程建设，围绕
海淀区情特征，让研学课程走向精品

化。”海淀区教科院院长吴颖惠指出，研
学旅行需要走向综合、走向生活，把主题
建设放在首位，把资源选择放在重要位
置，逐步课程化，避免学科化。

当天下午，与会代表还随清华附中
上地学校师生一起走进圆明园，观摩
2016 级学生的综合实践研学活动成果
展示和结题活动。代表们一致认为，“走
进圆明园”是学生真正喜欢的素质教育
课程，教师应坚持不懈地做下去，不断改
进和完善研学课程。

“研学课程需要定位在培养学生创
新精神、实践能力和责任感上，需要定位
在学生能力培养上。”中国教科院研究员
孙智昌在专家点评环节如是说。

前些天从《中国教师报》上读到蔡
元培先生的一篇文章《我的读书经
验》。1000多字的一篇短文，文字朴实
平易，立意鲜明。虽是80多年前所作，
但蔡先生对于读书的认识之深刻、态度
之诚恳，今天读来仍让我深有触动，虽
不至于泪潸潸，却也汗淋淋了。

回想自己以前也是颇爱读书的。
记得小时候买不起书，每每发现一张半
张包东西的破报纸都急急展开，如饥似
渴地读起来，甚至做饭时因为读书入迷
烧干了锅而惹大人责骂。可是，从什么
时候开始我渐渐远离了书籍呢？从什
么时候开始我所痴迷的变成手机了
呢？刷朋友圈、新闻资讯，读所谓的心
灵鸡汤，看乱七八糟的段子，碎片化阅
读使我的心越来越浮躁，再也不复以往
的充实平和。

直到今天读了蔡元培先生的这篇
文章，才惊觉我犯了天大的错误。特
别是作为一名教师，认真读书时时刻
刻都不能松懈。当今是知识爆炸的时
代，知识的更新频率非常快。教师不
仅要学习学科知识，还要提升自己的
人文素养。而这些，都需要不断通过
阅读来获得。

痛定思痛，我决定从今往后要静
下心认真读书，充实自己。结合蔡元

培先生的读书经验和自身体会，我决
定从以下几方面做起：一是读抄结
合。俗话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抄一
遍记忆就会深刻得多。读到书中感触
颇深的句段，或新颖高深的见解，都拿
笔把它抄下来，闲暇时拿出来诵读揣
摩，自会有所收获。二是读思结合。
读书是“眼观他人”，思考方能“加诸自
身”。我们在抄写文章精华的同时，可
以写下自己的思考和感悟。可以是只
言片语，也可以是长篇大论，久而久
之，自己的思维就会开阔、敏锐。三是
自主创作。书读得多了，感想写得多
了，知识得以丰富，思想得以深化，自
主创作自然便水到渠成。教学中的点
滴，生活中的感悟，在有心人眼里，在

“读书人”眼里，皆可成文。
宋代黄庭坚曾写道：“一日不读书，

尘生其中；两日不读书，言语乏味；三日
不读书，面目可憎。”作为知识分子代表
的人民教师，不仅不能面目可憎，还要
比一般人光彩照人，那就一定要靠平时
多读书了。“胸藏文墨怀若谷，腹有诗书
气自华”。只要常读书、多读书，日积月
累就会使人脱离低级趣味，养成高雅脱
俗的气质。

（作者单位系安徽省阜阳市颍东区
老庙镇中心学校）

◤图片新闻◢

鄞州一小学体育课推
行戴运动手环

日前，浙江省宁波市鄞州
区江东中心小学在体育课上推
行戴运动手环，该手环可以实
时 采 集 心 率 、身 体 质 量 指 数

（BMI）、肺活量等数据，当学生
强度超出自己身体水平时，手
环会发出警示声。运动手环的
使用，能够帮助教师科学设定
各个环节的教学，进而提高教
育效率。

薛丛川/摄

我读《中国教师报》
信箱：jiaoshidubaohui@163.com

重新做回读书人
□王生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