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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丰台区第二幼儿园有
一扇朝北的小门，样式就像传统
庭院的宅门。平时不忙的时候，
无论家长还是孩子，都喜欢从这
里出入。轻扣门环，待门卫拔出
门栓打开木门，再迈步走进，感
觉就像进入了一个家。

“幼儿园就是孩子们的一个

家，我们中国传统的小院，不
都有一个小柴门吗？”丰台区第
二幼儿园园长游向红说，“南宋
诗人叶绍翁的诗中有‘小扣柴
扉久不开’，我希望每个从这里
出入的家长和孩子，都能感受
到，这里是一个美的、有故事
的地方。”

孩子目光所及之处
都应该是美的

走进丰台区第二幼儿园，眼
前仿佛一处南方庭院。灰白相间
的主楼前，随处可见郁郁葱葱的
绿植。

楼梯、走廊、教室、办公室
的墙壁上，随处可见孩子们的水
墨画、陶泥画，甚至油画。一袭
深色长裙的游向红走在前面，不
时用手小心翼翼地抚摸着孩子们
的艺术品。

“这幅是孩子用水墨画的，
那幅是孩子用橡胶泥捏成的，还
有这幅，是孩子用一张张小手贴
上去的，最里面那幅是孩子用五
颜六色的笔签的名。”她用幼儿
园老师特有的耐心而又温柔的语
调告诉记者。从画的颜料、用材
到画背后的故事，游向红个个都
如数家珍。

指着办公室门外不远处的一
个树枝装置，游向红笑着说：

“那个鸟窝还有一个故事呢！”
原来，这个装置是幼儿园老

师和孩子把树上修剪下来的树
枝，用五颜六色的彩带一根一根
绑上去的，上面还放了形态各异
的小鸟。一天早上，游向红突然
发现在树枝的隐蔽处多了一个小
鸟巢，一打听才知道，是一个平
时很内向的小女孩看见树枝上没
有鸟巢，偷偷地放上去的。“这
就是美的环境在影响着孩子。”
游向红深有感触地说。

游向红对幼儿园环境的理解
是：让每一个走进幼儿园的孩子，
都像走进自己的家里一样温暖自
在。走进丰台二幼，你会发现这
里和其他幼儿园不同——没有用
铺天盖地的色彩去填充每一个角
落，也没有把一幅幅拙劣的卡通

画挂在墙上，而是让艺术的气息
浸润在每一个空间里。

为了营造一个处处皆美的校
园，游向红邀请熟悉的艺术家为
校园规划、设计、布置。走廊里
的灯光、桌椅的配色、扶梯的装
饰，都是在艺术家的指导下装饰
而成的。

“我希望让孩子们生活在博
物馆、图书馆、艺术馆一样的环
境里，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地学习
中华文化礼仪之美、文学之美、艺
术之美。”游向红说，“很多人觉得
孩子岁数小审美能力不足，我跟
别人的想法不同。我们不能就着
孩子水平的审美去引领他们的审
美，必须用高品质的审美去影响
他们，开阔他们的眼界。”

（下转第十一版）

“游”向幼儿心灵的最深处
——记北京市丰台区第二幼儿园园长游向红

本报记者 施剑松 实习生 瞿六琴

河北省衡水第一中学邯郸分校教师河北省衡水第一中学邯郸分校教师招聘启事

一、招聘职位

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生物、政
治、历史、地理、信息技术、心理、实验教师。

二、报名条件

1.全日制本科一批 （含） 以上在职教师或应
往届毕业生，年龄35岁以下。

2.特级教师、市级以上学科带头人、骨干教
师，年龄可放宽至45岁。

3.热爱教育事业，身体健康，品行端正，爱
岗敬业。

4.具有扎实的教学基本功，普通话水平二级甲
等以上，计算机水平国家二级以上，英语四级以上。

5. 在校期间，获专业奖学金、优秀学生干
部、党员优先考虑。

6.报名应聘者需准备身份证、毕业证、学位
证、计算机、英语、普通话等级证书、高中教师
资格证等相关证件。

三、报名及录用办法

1.应聘者按要求认真填写报名表 （报名表从
邮 箱 xztttttt@126.com 中 直 接 下 载 ， 密 码
a11111），将相关证件扫描后与报名表一并发送至

邮箱：hzhdfx@126.com。
2.初审合格者，电话通知面试、试讲时间与地

点，来时携带相关证件原件。
3. 应聘合格者，学校与其签订教师聘用合

同，送入衡水第一中学进行培训、顶岗。
4.报名截止日期2016年10月20日。

四、工作待遇

1.教师年薪6万—30万元。
2.免费提供教师公寓。
3.教师子女可免费进入邯郸分校就读。
4.教师享受五险一金。

衡水第一中学邯郸分校教师招聘办公室 联系电话：0310—3088888 何老师：13303306099 王老师：13315012002

衡水第一中学(河北衡水中学)邯郸分校，由河北宏达经贸集团有限公司与衡水第一中学联办，教
学模式、管理理念等同衡水第一中学，现面向全国招聘100名教师，为2017年9月1日衡水第一中学
邯郸分校开学储备教师队伍。

··广告广告··

新华社北京 9 月 18 日电 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
和刘奇葆、李源潮、郭金龙、万钢等领
导同志，18 日上午来到中国科技馆，
参加全国科普日北京主场活动。刘云山
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
科技创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加强
科普工作，激发创新热情，推动形成讲
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浓厚
氛围，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提供有力支
撑。

今年的全国科普日北京主场活动内
容丰富，吸引了各界群众和青少年前来
参观。上午 10 时，刘云山首先来到航
天放飞中国梦主题展区，在听取专家介
绍后说，我国航天成就令人鼓舞，载人
航天精神弥足珍贵，要大力弘扬航天人
艰苦奋斗、攻坚克难、勇于创新、敢于
担当的精神，使之转化为建设创新型国
家的强大动力。

裸眼 3D 电视为参观者提供身临其
境的体验。刘云山饶有兴致地驻足观
看，称赞用新技术开展科普的方式很
好，有利于科普内容和形式的创新提
升，增强科普的知识性和趣味性。当看
到青少年动手制作的科技创新成果时，
刘云山走到孩子们中间，参与科技小课
堂活动，勉励他们打好学习基础，放飞
想象翅膀，努力实现科技梦想。在科技
酷品展区，刘云山强调要深入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让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
主体，充分发挥创新引领发展的第一动
力作用。刘云山还参观了“健康伴我
行”等活动，与现场群众交流。

参观结束时，刘云山说，科技创
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
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
的位置，真正使科普工作强起来。要围
绕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找准科普
工作的方位方向和着力点，普及科学知
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
导科学方法。要突出青少年这个重点，
把科技教育贯穿青少年成长成才各阶
段，帮助他们养成科学兴趣、树立创新
自信。要坚持科普为民、科普惠民，紧
贴群众需求开展科普教育，更好服务人
们生产生活。要创新科普方式方法，增
强吸引力感染力，让人们在亲身感知中
享受科学、体验创造。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对科普工作支持力
度，推动形成社会化科普工作格局。科协要当好科普工作的主力
军，科技、教育和媒体工作者、科普作家要积极参与科学普及，为
提升全民科学素质贡献力量。

今年全国科普日活动主题是“创新放飞梦想 科技引领未
来”。各地将围绕这一主题组织开展9400余场科普活动。北京主场
活动时间为9月17日至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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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新 华 社 厦 门 9 月 18 日 电

（记者 付敏 尚昊） 台风“莫
兰 蒂 ” 对 厦 门 的 影 响 仍 在 持
续，厦门市部分中小学、幼儿
园和民办学校会推迟上课两至
三天。

根据厦门教育部门通知，厦
门岛内的小学、幼儿园和民办学
校将停课两天，20 日才能恢复
正常上课；厦门岛外的同安区所
有学校推迟 3 天上课。岛外的翔
安区、集美区、海沧区部分学校
推迟上课。

据介绍，在推迟开学的学校
中，有部分学校是因校园和水电
设施遭受重创。特别是同安和翔
安的一些学校，有的到昨天才通
水通电。岛内小学和幼儿园停课
两天的主要原因，是为支持配合

“莫兰蒂”台风灾后重建工作，
减轻市区交通压力负担。

厦门不少学校在“莫兰蒂”
中受严重影响。过去 3 天，厦门
各区都把校园恢复放在重要位
置，数以千计部队官兵、教师、
学生家长甚至学生在第一时间投
入到校园灾后重建中，努力把校
园恢复成原先的样子。

9 月 15 日，今年以来全球
最强台风“莫兰蒂”登陆厦门，
部分地区风力达到 17 级以上，
创下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新高，厦
门因此受到严重影响。

台风影响仍在持续

厦门部分中小学
推迟上课

全国教全国教书书育育人人楷楷模模②

本报乌鲁木齐 9 月 18 日讯 （记者 蒋夫尔） 记者从今天召开
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工委、自治区教育厅干部大会上了解到，
新疆将全面落实南疆地区 14 年免费教育政策，推进其他地区 14 年
免费教育，逐步实现全区 15 年免费教育，即学前 3 年、小学 6 年、
初中3年、高中3年。

新疆提出，将切实提高入学率，让各族孩子上得起学、上得好
学。积极推进双语教育，完善双语教育激励政策，加强双语学前教
育，加强双语教师队伍建设，把双语教育贯穿各类学校教育始终，
确保到2020年少数民族学生基本掌握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新疆强调，切实抓好职业教育，坚持以就业为导向，增加中等
职业学校数量、扩大招生规模，保持普通高中和中职学校在校生合
理比例，加强对初高中未就业毕业生技术培训，使每个青年有一技
之长，掌握一项安身立命的本领。坚持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思想政
治工作，切实把各类学校建成培养维护祖国统一、爱党爱国爱社会
主义合格接班人的阵地。

新疆将逐步实现
15年免费教育

本报北京 9 月 18 日讯 （首
席记者 高靓） 今天上午，北京
邮电大学现代邮政学院举行开学
典礼，迎来首批本科新生。该学
院是去年 10 月教育部和国家邮
政局签署共建协议建立的全国首
家现代邮政学院。

国家邮政局党组书记、局长
马军胜表示，近年来，随着邮政体
制改革不断深化，快递业迅猛发
展，从业人员突破了 300 万人，5
年新增岗位 100 余人次。2015
年，全行业业务收入突破4000亿
元，快递业务量突破200亿件，跃
居世界第一。“可以说，邮政快递
业已成为连接产业间、城乡间和
区域间的重要环节，而人才是加
快现代邮政业改革发展的核心。”

“当前，快递业面临着人才
队伍供给不足、结构不合理、素
质不高等问题。”作为企业代表
发言的圆通速递有限公司董事长
喻渭蛟，对人才瓶颈有切肤之
痛。让喻渭蛟深有感触的是，几
年前到美国联邦快递公司参观的
经历，“美国一个快递公司有
600 多架飞机。当时我们的接货
单、运单都还靠手工填写，人家
全部是信息化”。此次，圆通公
司瞄准高端人才，与北京邮电大
学签署协议，在现代邮政学院设
立奖学金、助学金和奖教金，并
欢迎学生到公司实习。

据了解，南京邮电大学和西
安邮电大学也于今年组建了现代
邮政学院。邮政曾经是各地邮电

大学的重要专业，但是在快递业
大规模发展以前，邮政行业的人
才容量有限，从上世纪90年代末
开始淡出了高校专业设置，改为
宽口径培养。在业内人士看来，

“最大的问题是，虽然知识技术相
关，但学生对邮政快递业务系统
不了解，工作起来上手比较慢”。

北京邮电大学现代邮政学院
执行院长刘晓平表示：“现代邮
政学院的目标是直接面向邮政快
递行业培养高水平技术人才和管
理人才。”目前，现代邮政学院
采取专业加方向的培养模式，开
设物流工程 （邮政快递智能工
程） 和工商管理两个专业 （邮政
快递管理工程），并计划向教育
部申报目录外新专业。

应对快递业规模与人才供给矛盾

3所邮电大学重启邮政人才培养

新华社沈阳 9 月 18 日电 （记者 黄小
希 徐扬） 九一八事变发生 85 周年之际，勿
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 18 日上午在辽宁省沈
阳市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历碑广场举行。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出席仪
式并讲话。

上午 9 时许，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
9时18分，刘延东等领导同志和群众代表神情
凝重地推动钟槌击响“警世钟”。14 响钟声，
寓意着中国人民 14 年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
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

随后，刘延东发表讲话指出，伟大的中华
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也是敢于保卫和平的
民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从苦难中走过
来，深知和平的珍贵、发展的价值，把促进世
界和平与发展视为自己的神圣职责。历史不容
忘记，未来充满光明。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弘扬
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
满怀信心地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刘延东等领导同志还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
参观了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张宝文、陈晓光和张阳出席仪式。在辽参
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和老同志代表，抗战烈
士亲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辽宁省、
吉林省、黑龙江省负责同志，北部战区有关负责
同志，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9 月 18 日，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
在辽宁省沈阳市“九一八”历史博物馆举行。

新华社记者 姚剑锋 摄

勿忘九一八
撞钟鸣警仪式举行

游向红和孩子们在一起。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