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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新闻人”在行动

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40所师范院校共建

“强师在线”教育公益平台上线

赣南师范大学在乡村中小学开展美育浸润行动——

身向赣鄱阡陌行

武汉创新推进幼小衔接
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陈希） 7月6日，

武汉市第四轮学前教育保教活动实

验学期展示活动在武汉市教育科学

研究院举行，围绕“幼小科学衔接”这

一话题，相关区域及园所呈现了各自

的经验。

活动期间，江岸区介绍了建立幼

儿园与小学联盟教研机制，逐步形成

有效、双向、科学、全面为指导的“四位

一体”幼小衔接模式；蔡甸区介绍了建

立“行政推动、基层响应”推进机制，逐

步形成空间、教研、监管、课程为抓手

的“四轮驱动”幼小衔接模式；硚口区

介绍了建立“信息推送、多方联动”的

同步衔接机制，逐步形成研训一体化

的幼小衔接模式；洪山区介绍了建立

深度交流联合教研机制，逐步形成“广

覆盖深影响”的幼小衔接模式。

江岸区竹叶山幼儿园园长谭军、

蔡甸区城关中心幼儿园园长刘芬、中

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工程大学幼儿园

园长张琦、华中师范大学附属幼儿园

园长刘玉平等围绕建立幼小研训联

盟等话题做了经验分享。

湖北省督学、武汉市教育科学研

究院基教所学前研究室副主任张敏

在点评中表示，武汉市建立科学、有

效、长效教研机制，通过“线上直播+

线下研讨”教研方式，采取“重心下

移、蹲点跟进、专业引领”的指导策略

持续推进幼小衔接工作，促进了武汉

市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

据介绍，近年来武汉市从学校层

面落实，建立联合教研机制，促进幼

儿园与小学的双向衔接；在区域层面

优化，建立区域协作机制；借助技术

支持机制、成果孵化机制、追踪评价

机制等多种调控手段，立体化、多元

式建构起幼小衔接长效机制。

贵州桐梓：为毕业生上
好“离校思政课”

本报讯（通讯员 何勇）“毕业只

是一个新的开始，希望你们树立正确

的人生观、价值观，立志做一个道德

高尚的人，守正道、扬正气、树榜样，

以拼搏奋进的姿态继续投入到高一

级学校的学习中。”日前，贵州省桐梓

县小水乡小水中学校长杨仕海在毕

业生毕业典礼暨红色教育活动上如

此寄语毕业生。

近年来，桐梓县把“开学第一课、

思政专题课、毕业最后一课”等纳入

“红色研学”思政教学体系，传承红色

基因、筑牢红色记忆、赓续红色血脉，

结合“红色研学示范县”创建目标，扎

实开展红色思政教育活动。

当年红军曾两进桐梓，留下了丰

富而宝贵的红色资源。活动中，各学

校结合桐梓本地红色文化，在学生离

校前开展红色思政主题教育活动，帮

助中小学生了解本地红色文化。

桐梓县松坎学校 2022 届初中毕

业生潘露娅表示：“别样的毕业典礼

让我深受启发，我们一定要努力继承

革命先辈的优良传统，勇于拼搏、不

怕困难、奋发学习。”

四川剑阁：教共体助推
红色国防教育走深走实

本报讯（通讯员 张小军）“这里

是我县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组织的诞

生地，也是我县第一个苏维埃政府的

所在地，长眠着29位在升保起义中英

勇牺牲的革命烈士……”日前，四川

省剑阁县红色国防教育共同体开展

“重访升保起义战地，挖整红色教育

资源”研修活动，长岭小学校长李维

斌指着身旁的升保起义纪念碑，讲述

了当年惊心动魄的起义场景。

据了解，红色国防教育共同体是

剑阁县教育局组织全县4个红色教育

基地所在地学校于今年 3 月成立的，

是以开展红色国防教育资源整理与

运用、方法研究与探索、经验共享与

推广为主要任务的教育协作组织，目

前已开展了两期集体研修活动。

在活动中，与会人员向革命烈士

敬献鲜花，重走燕子山红军大道，参

观了苏维埃政府遗址和双桥村委会

革命陈列室，开展了红色国防教育主

题研讨。

本报讯（记者 黄浩） 7 月 8 日，

“强师在线”高师基础教育支持乡村

振兴公益平台发布仪式在北京师范

大学举行。国家乡村振兴局副局长

黄艳，中国教育学会会长朱之文，北

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程建平，北京师

范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马骏，中国

教育学会秘书长杨银付等出席发布

仪式。

马骏表示，今年是北师大建校

120 周年，北师大已将“强师工程”写

入学校“十四五”发展规划，列为首

要工程。

“‘强师在线’的推出和持续应

用，能为教育资源相对不足的地区

提供实实在在的帮助，为教师改进

教学和共享优质资源提供良好的服

务。”马骏说。

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是当下我国

教育的一个薄弱环节，也是制约我国

乡村教育发展的最大瓶颈。

黄艳在致辞中表示，发展农村必

须从乡村教育入手。乡村教育的崛

起，教师培养至关重要。“强师在线”

平台立足信息和互联网技术优势，大

胆探索乡村教师教育的新路径、新模

式，是新时代教育支持国家重大发展

战略的一次有益尝试。

“在智能化数字化时代，利用信

息技术手段共享优质教育教学资源，

为新时代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提

升乡村教育质量提供了新的路径。”

朱之文在线上致辞中同样表示。

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离不开师范

院校的支持。马骏介绍，北师大将

以本次发布仪式为契机，与各方力

量积极协作做好中西部欠发达地区

高质量教师培养工作。陕西师范大

学校长游旭群在线上发言中回顾和

总结了学校在乡村振兴方面的努力

和成就。

“师范院校作为教师培养的主阵

地，有责任、有使命投身和服务于乡

村振兴，‘强师在线’平台既是大数据

技术助推教育精准帮扶的有益探索，

也是高等教育衔接基础教育的积极

尝试，能够在乡村学校、薄弱学校教

师发展和提升教师队伍整体素质等

方面发挥独特作用。”游旭群说。

作为服务对象代表，广西大化

瑶族自治县党委副书记、县长蓝胜

介绍，大化与北京师范大学在“强

师在线”高师基础教育支持乡村振

兴公益平台深入开展合作，北京师

范大学将为大化师生提供全学科

全学段教师教育课程资源，组织学

科专家、一线名师开展全学科多样

化的教研活动，提高教师的学科理

解和教学能力，促进教师育人素养

提升和学生全面发展。

据了解，“强师在线”是服务于乡

村教师专业发展的公益平台，致力于

推进乡村振兴。该平台引入北京师

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

学、陕西师范大学等40所师范院校基

础教育工作研究会理事单位优质资

源课程，面向 832 个脱贫县的中小学

教师开展在线培训，并提供专业发展

支持。2022年 6月，首批课程资源已

经培训了10个脱贫县的教师。

启动仪式上，黄艳、程建平、杨

银付、大力教育副总裁赵承、蓝胜共

同启动“强师在线”高师基础教育支

持乡村振兴公益平台，见证平台向

乡村振兴县发送“强师在线”使用账

号。北京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

陕西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

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等 40 所师

范院校相关负责人通过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方式同步与会。

山东胶州为学生
列出暑假家务劳
动清单

本报讯（通讯员 孙军 耿美

艳）日前，为丰富学生暑假生活，

培养学生良好的劳动观念、劳动

习惯，山东省胶州市教育和体育

局印发《关于开展 2022 年暑期家

务劳动实践活动的通知》，提出

暑假家务劳动具体要求。此要

求涵盖从学前教育阶段的“我的

事情自己做”到高中阶段的“家

务操持，增强责任感”，为幼儿园

小班幼儿至高中三年级学生都

布置了丰富的家务劳动“功课”。

该清单根据学段分层为孩

子制定了整理与收纳、家庭清

洁、烹饪、家居美化等不同的目

标任务，共设置了衣橱/卧室大

变样、厨艺展示、科技助力生活

等 3 个劳动任务表格，包括 46 条

家务劳动清单。

扫地拖地、洗衣服、做饭、物

品收纳……清单根据学段差异，

对学前、小学阶段儿童应该掌握

的基本生活技能、初中的职业体

验和高中阶段应当完成的志愿服

务时间等作出了明确规定。

除了“衣橱/卧室大变样、厨

艺展示”传统项目，清单还设置

了“科技助力生活”任务。比如，

你使用过或知道的电子劳动工

具是什么？你能说出它的设计

或使用原理吗？结合家庭生活

的日常所需，你还想设计出什么

样的新型劳动产品？

“当劳动教育与科技教育融

合，不仅可以培养学生学会自

理、掌握生活技能，而且能让他

们从劳动中感受责任，用知识让

生活更美好。”青岛胶州瑞华初

级实验中学学生王云欣妈妈说。

“ 整 个 暑 假 将 经 过 多 个 节

气，如小暑、大暑、立秋和处暑

等，可以根据不同节气的地方风

俗，让学生体验特色家务劳动活

动，感受传统节气的文化魅力，

懂 得 劳 动 创 造 美 好 生 活 的 道

理。”胶州市九龙小学教师吕馥

珍说，“暑期时间充裕，可以让学

生参与多样化的家务劳动实践

活动，也可以体验不同的生产劳

动和服务性劳动。”

在做好家务劳动的同时，胶

州市还鼓励学生参与生产劳动，

让学生走进菜圃、农田等，通过

锄地、播种、除草等形式，开展丰

富多彩的生产劳动，有效培养学

生的“亲农”意识，获得良好的劳

动体验。

“从今秋开学起，劳动课将成

为中小学的一门独立课程，孩子

从小做家务，长大后更优秀。”胶

州市教育和体育局局长尹少杰

说，“我们培养孩子做力所能及的

家务，使孩子不仅能学会劳动技

能，还能够磨炼意志，学会体谅父

母，成为有责任有担当的人。”

本报讯（记者 褚清源） 7 月 9

日，由中国人生科学学会中小学教育

专业委员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教育学会共同主办的

“幸福教育与立德树人”研讨会在北

京举行。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中

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顾明远，教育部

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原副主任胡

平平等专家学者、校长、一线教师通

过线上和线下方式参加了会议。

在新时代强调“五育”并举、指向

核心素养的“双减”背景下，如何保护

孩子的童年，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中国科学院附属玉泉小学校长

高峰经过20年在山东、北京等地中小

学的不断探索实践，联合全国部分有

志于从事幸福教育研究的学校共同

发起、组建“中国科学院玉泉教育联

盟”，开展幸福教育公益行动。

与会专家指出，幸福教育实践

开辟了一条新的育人路径——以儿

童为本位，以课程为中心，重构学校

组织结构，重建校园管理机制，协调

配置教育资源，建设充满幸福感的

校园。经过多个地区、多所学校的

实践检验，均取得了良好的办学实

效，造就了一批师生感受到幸福、教

学业绩突出的优质学校。

顾明远在点评中表示，20 年来

高峰实践着他的幸福教育理念，取

得了很大成就。“幸福教育是立德树

人一个很好的教育范式，值得大家

来研究、实践、学习”。

活动期间，《当代教育家》杂志

总编辑李振村讲述了高峰与幸福教

育的故事。山东省胜利油田第四小

学校长安柏志、山东省潍坊市博文

现代学校校长王伟芝、云南省宁洱

县教育局局长王勇等分享了幸福教

育实践背后的经历。

“幸福教育与立德树人”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一群“天之骄子”，走出学习的

舒适区，来到偏远的山区校，用青春

的歌喉唱响大山，用彩色的双手渲

染校园，他们是谁？他们是来自赣

南师范大学的支教教师。

2020 年 9 月 20 日，赣南师范大

学音乐学院 6 位实习生来到江西省

铅山县，开启了自己别样的实习生

活。与一般毕业实习有所不同，这

是赣南师范大学作为省属地方高

校，为助力江西义务教育阶段农村

中小学音体美教师不足，无法开齐

开足专业课程而派出大三学子“补

缺”的一种新的支教模式。

“大三学子基本功已相对扎实，

专业知识已初步构成体系，具备了

在中小学担任教师的基本教学素养

与能力，可以到地方支教，弥补当地

学校音体美专业教师不足的短板。”

赣南师范大学副校长吴磊说。

“别样的支教模式让我们完成

了从学生到教师角色的转变，这不

仅是身份的改变，也是心理的转变，

这是一场神圣的心路旅程。”曾在兴

国县最偏远山区所辖南坑小学支教

的周琴，在支教日记中这样写道。

2020年 11月 16日，教育部美育

浸润行动计划江西省启动仪式在铅

山县英将乡中心小学举行，这所沉

寂的乡村小学一下子热闹起来。从

那次活动以后，能歌善舞、会踢球、

会画画的“哥哥姐姐”来了一批又一

批，舞蹈、音乐、美术、书法、创客课

程开起来了，茶艺表演、校鼓队表

演、足球比赛、手抄报展览成为这所

乡村小学的“常态”。

“孩子们脸上荡漾的笑容，更加

坚定了我们把美育浸润计划之路走

稳走扎实。”赣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院长伍润华语气中充满笃定。

这样的坚定，一部分来自当地

师生的热情反馈。

“老师，明天还有美术课吗”“老

师，明年你还来吗，我们好想每天都

有画画课……”一句句稚嫩的话语，

出自永丰县沙市镇厚田小学小朋友

之口。这是赣南师范大学承办“江西

永新·第四届蒲公英种子教师工作

坊”时，教师上完课后即将离开时，学

生恋恋不舍的场景。

时间回溯到 2019 年 7 月 10 日，

赣南师范大学志愿者们参观了夏令

营活动所在地——厚田小学，通过

考察得知学校教学设施完备，但是

没有专职美术教师的现状时，赣南

师范大学党委班子马上进行专题讨

论：“学校有需求、有期盼，我们就要

有响应。”

当年秋季学期，赣南师范大学

遴选数十名专业基础扎实、能吃苦

耐劳的美术学院大三学子前来沙市

镇乡村小学支教。纸浮雕、泥塑、非

遗盾牌舞、儿童木版画等课程相继

开设，素描、色彩、临摹这些专业名

词在赣中偏远的乡村小学孩童口中

也不再陌生。

“是这些活力青年学子用艺术

的语言为留守儿童带来更好的美

育，提高了孩子的美术鉴赏能力

和审美能力。”永新县教体局主要

负责人感慨地说。

近年来，赣南师范大学整合高

校美育资源，积极响应教育部助力

中小学艺术教育的实习、支教行

动。2017 年以来，该校已相继在井

冈山市、铅山县帮扶井冈山毛泽东

红军学校、铅山县英将乡汉阳小学

以及赣南各县区中小学，为上述三

地乡村中小学输送美育专业支教教

师 500 余人，这种创新型支教模式

不仅解了当地燃眉之急，也进一步

提升了学校音乐、美术等专业毕业

生的教育教学能力。

“风一程，雨一程，身向赣鄱阡

陌行；歌一声，画一横，青春支教最

育人。”赣南师范大学相关负责人表

示，“我们要不断推动以美育人、以

美化人、以美培元。”

□周书贤 □通讯员 周新兴

地方传真

暑假期间，河北省平乡县基层各

文体活动场馆免费向孩子开放，并配

备专业辅导教师帮助孩子增长才艺，

丰富假期生活。

图为 7 月 8 日，在平乡县西河村

文化服务站，孩子在教师指导下学习

腰鼓。 （柴更利/摄）

河北平乡：暑假长才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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