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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选手将参加全国
高校思政课教学展示

本报讯 （记者 曹曦） 日
前，黑龙江举办全省高校思政
课教学展示活动，近三届教学
大赛中获奖的 72 名教师进行了
现场教学，60 所高校的 400 余
名教师到场观摩。据悉，16 名
教学能力突出、综合素质全面
的优秀选手将于今年 10 月参加
全国高校思政课教学展示活动。

首届“鲁青论坛”
在青海师范大学举办

本报讯 （记者 王英桂）
由山东大学、青海师范大学联
合举办的首届“鲁青论坛”日
前在青海师范大学开幕。来自
海峡两岸和鲁青两省的 60 余位
知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此次
论坛旨在研究和探讨中华传统
文化对当代生态文明的价值和
意义，倡导绿色发展新理念。

中国篮球协会篮球学院
落户上海体育学院
本报讯 （记者 董少校）

由 中 国 篮 球 协 会 和 上 海 体 育
学 院 合 作 共 建 的 中 国 篮 球 协
会篮球学院日前在上海揭牌成
立。学院将建立“义务教育—
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一体贯
通的篮球人才培养机制，开展
学 历 学 位 教 育 和 高 端 培 训 ，
并 依 靠 现 代 信 息 技 术 开 展 科
学研究。

河南高校首个
辅导员工作室揭牌
本报讯 （记者 李见新）

近日，河南农业大学“瑞萍辅
导员工作室”揭牌成立，这是
河南高校首个以辅导员个人名
义命名的工作室。工作室由该
校文法学院辅导员朱瑞萍牵头
组建，旨在通过打造线上品牌
与线下平台，最大限度发挥辅
导员队伍人才优势，提升思想
政治工作实效。

新疆公布中小学教师
工装生产企业名录
本报讯 （记者 蒋夫尔）

近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小
学 （幼儿园） 师生统一着装工
作厅际协调小组及办公室完成
了教师工装生产企业名录建立
工作，8家企业进入名录。全区
中小学 （幼儿园） 教师工装政
府采购和学校 （工会） 选购工
作将在名录内依规开展。

青岛第21届“新兴杯”
中小学生网球赛开赛

本报讯 （记者 孙军） 日
前，由青岛市教育局、青岛市
体育局主办的第 21 届“新兴
杯”中小学生网球赛开赛。比
赛囊括了初中男、女组单打、
双打，小学 A、B 男、女组单
打、双打，小学 C 男、女组单
打。来自全市的 200 余名中小
学选手将进行共计468场角逐。

本报南京 8 月 11 日讯（记
者 缪志聪）今天，由教育部和
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主办，江
苏省教育厅、大连舰艇学院、南
京师范大学承办的第四届全国
学生军事训练营在南京结营。

来自全国 31 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的 248 名大、中学生参加了
训练营。训练营进行了船艺技
能训练、离靠岸码头观摩、水
面舰艇各部门训练见习等航海
训练体验；以强军目标重要思
想和我国国防、周边安全环
境、武器装备发展为重点，组
织军事理论教学、航海知识授
课、海战史讲座等；组织学生
进行捕俘拳、行军拉练、识图

用图、电磁频谱管控、核生化
防护、战场医疗救护等方面军
事技能训练，并开展纪念建军
90周年系列教育与文化活动。

本届军事训练营全面落实
《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
规划》中“提高学生综合国防素
质”的总体部署，突出培养青年
学生海洋海防意识，把以理想
信念教育为核心贯穿于活动全
过程，创新发展了学生军事训
练形式内容和模式方法。

通过 14 天的训练营生活，
参营学生纷纷表示，活动结束
后，要把军营精神带到学校去
感染其他同学，无论是参军入
伍还是在不同的岗位上都要为
祖国贡献力量。

第四届全国学生军事训练营结营

近日，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西港路街道红卫里社区开展“学习扎染工艺 传播丝路文
明”活动，邀请扎染指导教师为社区小朋友讲解中国民间传统染色工艺知识，并带领小朋友
动手制作扎染艺术品。 曹建雄 摄

扎染小课堂

□关注师生暑期生活

“孩子的爸妈不在身边，在学
校多亏了老师。放假了还让你们
跑一趟，我娃真有福气！”近日，
紧紧拉着家访教师张亚鸽的手，
武功县代家初中留守女生甘晨的
奶奶感激地说。

这样的场景在今年陕西省咸
阳市“万名教师大家访”活动中
屡见不鲜。按照市教育局统一部
署，7 月 1 日至 8 月 30 日，全市教
育系统近 7 万名教师走村入户，与
学生、家长面对面拉家常、聊教育，
将教育扶贫政策、家庭教育指导、
心理生理健康辅导、暑期安全教育
及教师个性化关爱送到全市78万
名中小学生家中。

顶着烈日，永寿县常宁中学
教师周大洋又一次来到学生房习
习家。院子里的荒草和孤零零的
一间破屋，让周大洋内心有些酸
楚。房习习很小就失去母亲，去
年父亲又因病去世，剩下他与年
迈的爷爷奶奶相依为命。周大洋
一有时间就来给房习习补课，还
为他买来各科学习资料和学习用
品。此外，周大洋还帮房习习申
请了相应的教育扶贫资助。今年
期末考试，房习习考了全年级第
二名。

和周大洋一样，今年永寿县
教育系统2180名教师结对帮扶了
8859 名留守儿童、贫困学生，利

用节假日走进学生家中，关注他
们的学业、情感、心理。

“多亏了政府和学校的教育扶
持政策，孩子上学免学费不说，
还给发特困金、奖学金。”淳化中
学学生党聪聪的父亲说。

据统计，仅今年以来，淳化
县就发放学前教育阶段贫困幼儿
资金 94.98 万元、义务教育阶段

“一补”资金 197.65 万元，拨付
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资金 402.5 万
元。高中学段免收2449名高中生
学费共计 195.92 万元，发放高中
国家助学金 123.75 万元，确保建
档立卡学生教育精准资助全覆盖。

淳化县教育局还组织教职工

通过电话、短信、家访等形式开
展安全专访活动，为学生筑牢暑
期安全防护网。该县冶峪中学学
生薛逸凡说：“我会牢记老师的
话，不去危险的地方玩耍，不接
触不安全的事物，保护好自己。”

据了解，从2013年开始，咸
阳市教育系统在每年暑期持续开
展“万名教师大家访”活动，深
受群众欢迎。市教育局一位负责
人说，希望通过“大家访”活
动，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位
一体教育新模式，形成多方联动
的教育合力，真正达到“教育一
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
个社会”的效果。

“今天老师来我家”
——咸阳市“万名教师大家访”见闻

本报记者 冯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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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尹晓军）记
者日前从甘肃省召开的相关会
议上获悉，该省将在全省范围内
组织开展流通领域“牙签弩”等
危险玩具的清查整治工作，切实
保护广大少年儿童的人身安全。

甘肃明确，各地要以校园
周边、儿童玩具批发市场、专
卖店、文具店、网络市场等经
营场所为重点，对玩具经销户
进行排查，认真开展隐患玩具

“牙签弩”等的清查。一旦发现

有违规销售危险玩具、“三无”
玩具等违法行为，立即采取下
架退市措施，并依法进行查处。

甘肃要求，各地监管部门
要加强指导，督促相关经营者
依法落实自律制度和主体责
任，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恪守
职业道德。在进货环节要把好
商品的安全关，不得销售对未
成年消费者身心健康有害的玩
具，不得销售有安全隐患的商
品及“三无”玩具。

全面清查整治儿童危险玩具

甘肃甘肃

本 报 讯 （记 者 曹 曦）
2017 年黑龙江省全民终身学习
活动周近日举行开幕式。

该省教育厅副厅长王淑云
表示，要加强基础能力建设，
切实推动社区教育发展。目
前，黑龙江初步形成了以省社
区教育指导中心为龙头、以社
区大学和社区教育学院为骨
干、以社区教育学校为基础、
以社区教育学习站 （教学点）
为支撑的覆盖全省的社区教育
办学网络体系。该省将力争在

2020 年实现具有鲜明龙江特色
的社区教育全覆盖。

据悉，截至2016年底，黑
龙江省设立社区大学、学院、
学校 581 所，社区教育学习点
1681 个，年培训 69 万人次 。
全省有 5 个国家级社区教育示
范区、实验区，23 个省级社区
教育示范区、实验区，涌现出
一批彰显地方特色的社区教育
品牌。目前，全省共有各级各
类老年大学 （学校） 469 所，
在校学员14.68万人次。

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举行

甘肃黑龙江

本报讯 （记者 施剑松）
北京市海淀区第十届兼职督学
聘任暨优秀督学表彰大会近日
举行，包括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在内的 466 名兼职督学集体
亮相，并接受聘书。

记者从海淀区政府教育督
导室了解到，本届兼职督学人
选采取自荐、互荐、单位推荐
等多种形式，优中选优产生。
466 名兼职督学中，包括 18 名
教育督导知名专家，5 名人大

代表，7 名政协委员，53 名在
职学区主任、学校校长、书
记、校外教育机构负责人等。

相比于一些地方督学年龄
偏大且多为退休人员的现状，海
淀区本届兼职督学平均年龄为
48 岁，其中在职人员 391 名，占
比 83.9%。此外，在本届兼职督
学中，区级骨干以上教师有 221
名（其中特级教师 34 名），占比
47.4%，将为区域深化教育督导
改革提供雄厚的人力资源保障。

466名兼职督学集体亮相

甘肃北京海淀

本报讯 （中国教育新闻网
记者 彭诗韵） 近日，人民教育
出版社组织教材工作小组，由总
编辑韦志榕、副总编辑魏运华带
队，赴广州调研国家统编义务教
育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三门
学科教材的出版印制情况。

人民教育出版社一行参观
了广东省新华印刷厂的制版、
装订、胶印车间，实地调研广
东省三科教材的出版印制情
况，并对印制各环节提出改进
意见，确保三科教材的印制从
原材料选择、生产到使用等每

个环节均符合要求。
据悉，为落实义务教育统

编三科教材印制工作，人教社
已组织若干工作小组到上海、
山东、江苏等地多个代理单位
督促检查三科教材出版发行工
作。人教社要求，三科教材出
版发行工作要“高标准，严要
求，保周期”，落实出版、印
制、发行任务，严格遵照时间
节点完成印制任务、反馈印制
情况，确保“课前到书，人手
一册”。后期督检工作将在更
多地区陆续展开。

义务教育统编三科教材
印制工作全面铺开

本报乌鲁木齐 8 月 11 日讯
（记者 蒋夫尔） 今天，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2017年义务教育均
衡发展督导评估验收视频反馈
会召开。自治区教育工委副书
记、教育厅党组书记梁超强调：

“提高均衡发展水平，教师是最
大的瓶颈。各地要完善教师补充
机制，健全校长、教师交流机
制，促进师资队伍均衡发展。”

自治区要求，各地要完善
“县管校用”管理模式，加快教

师由“学校人”向“系统人”
转变，推动师资在区域内合理
流动。在教师培训方面要舍得
投入，以“国培”“区培”计划
为载体，抓高端、补短板，抓
基础、促提升，提高教师培训
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重点做好
农村骨干教师队伍培养。要在
编制核定、职称晋升、生活补
助、周转房建设等方面出台更
多优惠政策，落实教师待遇，
增强农村教师队伍吸引力。

推动师资在区域内合理流动

甘肃新疆

创新教育如火如荼，孩子们
能从中学到什么，做出什么样的
产品？学校的力量和作用有限，
如何利用社会力量发展创新教
育？在各种科技作品竞赛中获
奖，是不是创新教育的终点？

深圳的创新教育实践或许可
以提供一种答案。

“书包的重量如果超过了体重
的 15%，就会影响身体发育。于
是我们就想发明一款超重就会报
警的书包。”在深圳市南山实验教
育集团麒麟小学举办的“我们正
在改变世界”少年创客答辩会
上，六年级学生董治麟和林栩介
绍了他们的研发初衷。

这款智能书包已经是第三代
产品。它不仅能防超重，装上
GPS 定位系统后，还能与手机应
用软件连接，具备一键呼救、安
全栅栏等 8 项功能，使家长可以
实时掌握孩子的位置，与孩子进

行紧急通话。目前，智能书包已
经量产。

看 到 学 生 们 展 示 自 己 的 作
品，红河谷创投 CEO 马越鹏表示
完全超过预期：“学生们的表现更
接近于商业项目的路演，更市场
化，也更接地气。我意识到未来
的创造发明会从这些小创客中产
生。”

“7 至 8 岁的小朋友创造力、
想象力最活跃，也最容易激发科
技探索和求知兴趣。”麒麟小学校
长罗小波表示，创新教育从小学
生抓起，符合教育规律，也符合
提高中国“智造”水平、全面提
升产业技术水平和国际竞争力的
要求。

“创新是深圳的特质，我们的
教育往哪里走？”深圳市教科院主
任黄爱华认为，创客教育和科技
创新教育，其指向都是要把孩子
培养成具有优秀综合素养的未来

人才，为深圳创新型城市建设奠
定更坚实的基础。

从 2010年开始，深圳出台了
一系列加强科技创新教育的文
件。2015 年 5 月，深圳市第六次
党代会召开，确立了“努力建成
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的目
标。据此，深圳市教育局制定了
三年行动计划，明确提出健全

“政府引导、学校主导、社会支
持”的科技创新教育工作机制，
打造创新教育的“深圳质量”。

罗小波 2015 年任麒麟小学校
长后，发现学校早在 10 多年前就
定下了发展科技特色的战略，有
深厚的科技教育基础，于是明确
了把科技教育做大做强的方向。

南 山 区 是 深 圳 的 高 科 技 中
心，区内集中了腾讯、华为、中
兴等高科技企业。“这么好的氛
围，这么便利的条件，直接让学
生们去企业感受，不是更好吗？”

罗小波说。
从 2015 年开始，麒麟小学组

织教师和学生走进了柴火创客空
间、大疆无人机、优必选科技等
十多家高新技术企业，并陆续与
企业合作，建立创客实验室，将
工程师请到学校来上科技课。

2013 年，第 28 届广东省青
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上，福田区百
花小学学生黄辰、王昊天、焦子
峻发明的“客车超员自动预警熄
火装置”获得大赛的最高金奖。
这款装置能够使客车在超员情况
下无法关门和启动，受到了深圳
市领导的关注，领导表示希望能
对产品进行孵化。

三四年过去了，孵化目标一
直没能完成，深圳造物世界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 CEO 夏鹏对此感触
很深。他介绍，仅福田区就有
600 多件中小学生发明获得了专
利，虽然很多作品颇有价值，但

无一落地。
创新教育的终点就是在各类

创新竞赛获奖或是申请专利，然
后便被束之高阁吗？“如果是这
样，它与应试教育的区别在哪
里？”夏鹏提出疑问。

在帮助荔园小学学生团队孵
化“防近视·纠坐姿台灯”项目
后，夏鹏认识到，帮助学生们创
造能够解决生活实际问题的作
品，是创新教育的真正目标。他
在学生、学校及投资人、企业之
间搭建桥梁，帮助小朋友们实现
创客梦，让他们的创新成果能够
为大众所分享。

如何利用社会力量推动创新
教育的发展，一直是荔园小学校长
黎新风思考的问题。他认为，应该
将分享作为创新教育新的目标，

“推动社会力量一起来关注创新教
育，这也是对热爱创客的学生、投
入极大精力的老师最好的奖励”。

深圳巧借社会力量推动创新教育，中小学生在科技竞赛中频频获奖——

“未来属于这些年轻的小创客”
本报记者 杨三喜

（上接第一版）

发挥优势，实现与经
济社会无缝对接

“请进来”“走出去”，学校与
经济社会联系的经络彻底打通。
据统计，仅2016年，河北科大对
接河北省“百家创新型领军企
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获批科
研立项 149 项，其中国家重大专
项两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两
项，与21家企业签署“四技”合

同166项。
河北科大技术转移中心被认

定为“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
河北首批创新券服务提供机构，
河北科大11个创新平台入选。如
今，该校与82个地方政府及行业
组织、知名企业合作共建产学研
基地 100 余个，18 个省部级科技
创新平台落户该校。

“一通百通，校内专家学者
在政府决策服务方面赢得了信任
与尊重。”该校科研院院长吴学

礼介绍。
2016 年，河北省科技创新大

会发布 3 个主文件，陈爱祖教授
团队参与其中两个文件起草。陈
爱祖负责制定的 《石家庄市国家
创新型试点城市建设方案》 获科
技部批准；起草的 《关于深化科
技体制改革加快推进创新发展的
实施方案》《石家庄市科技创新

“十三五”规划》 等均被市委、市
政府采用。

河北科大低碳发展研究中心

创建不到 3 年，承担了国家发改
委基金项目“河北省重点企业温
室气体排放报告制度研究”，负责
起草编制了21个行业的 《河北省
重点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核算方法
与报告指南》，并完成 43 家重点
企业 2013 年至 2016 年温室气体
排放报告核查工作。

“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是高
校职责之一。今后，我们将一如
既往地发挥优势，为区域实体经
济发展加油助力。”王余丁说。

应用研究“点石成金”的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