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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活动目的
为宣传展示中国基础教育改革，增强教育自信，让世界了解中国教育的发

展；同时基于各国共同关注的“未来学生发展素养”这一教育话题，搭设教育强
国间的交流平台；并推广北京市朝阳区PDC实践育人教育改革的成果，探索协同
育人新模式。中国教育报刊社人民教育家研究院、北京市朝阳区教育委员会与北京
师范大学校长培训学院拟于2018年5月携手打造高规格教育论坛活动，会聚尖端
学者、教育管理者和业界精英，分享思想，传播智慧。

PDC：project （项目） drive （驱动） create （生成） 是一种理念，是用项目实践
方式激活一个人、改变一个人、发展一个人，是思想的革命，是理念的转变。

二、活动组织
指导单位：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

教育部小学校长培训中心
主办单位：中国教育报刊社人民教育家研究院

北京市朝阳区教育委员会
学术支持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培训学院
承办单位：北京市朝阳区PDC教育联盟

北京中教鸿兴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三、拟邀嘉宾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 顾明远
著名特级教师、北京教科院基础教育教学研究中心小学数学教研室主任

吴正宪
教育部全国小学校长培训中心主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培训学院院长 毛亚庆
教育部全国小学校长培训中心副主任、
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培训学院常务副院长 鲍传友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课程与教学研究院副院长 张春莉
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副院长 宋 萑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副院长 丁道勇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课程与教学研究院副教授 阚 维
芬兰：
芬兰拉普兰大学教师培训学校校长 黑吉·伊荷瓦斯特 （Heikki Ervast）
芬兰凯拉瓦市基础教育部部长 戴尔贺·利希宁 （Terhi Nissinen）
坦佩雷大学教师培训学校国际委员会主席、学科教师

明娜·婉努宁 （Minna van Nunen）
凯拉瓦市中心小学校长 碧·郁丽—本狄拉 （Pi Yli-Penttila）
美国：
威睿达思学校小学部校长 玛利亚·厄尔哥特 （Maria Elgut）
威睿达思学校教师 迦勒·厄尔哥特 （Caleb Elgut）
威睿达思学校教师 马蒂·达特 （Marti Dart）
麦克多诺学校教师 金·米歇尔 （Kim Mitchell）
麦克多诺学校教师 珍妮弗·皮诺·威尔逊 （Jennifer Pineau Wilson）
加拿大：
圣·玛丽亚戈蕾蒂学校校长 丹尼斯·坎宁 （Denise Canning）
多伦多圣·安吉拉小学 罗兹安妮·哈里斯 （Roseann Harris）
多伦多天主教公立教育局系统领导、学区督导 琳达·柯蒂斯 （Linda Curtis）
多伦多教育局基础教育学习教练 波尼·麦当劳 （Bonnie Macdonald）

四、会议时间及议程安排
会议时间：2018年5月24日—26日 （23日全天报到）
报到地点：北京市乐游饭店大厅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南路13号）
会议摆渡车接送点：北京市乐游饭店门口

基于核心素养的育人方式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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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议程（5月24日）

地点：北京市劲松职业高中常营校区

时间

9:00—
12:00

13:00—
14:20

14:30—
17:30

项目

开幕式

PDC教育展示汇报

专家点评及报告

学术论坛

授牌与新书发布

项目展示

课程展示

专家点评
互动答疑

具体内容

报告主题：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与育人方式变革

主题：基于核心素养的育人方式变革
论坛嘉宾：四国代表

1.第二批PDC教育联盟授牌（全国、国际）
2.《让教育走上完整的真实世界》（英文版）新书发布

PDC联盟校经典项目展示
地点：劲松职高常营校区体育馆

1.PDC教育联盟项目课程展示：
授课教师：北京市朝阳区呼家楼中心小学 市级骨干 秦翠华
授课主题：极地博物馆的重新设计与改造

2.芬兰现象教学课程展示：
授课教师：芬兰坦佩雷大学教师培训学校国际委员会主席

明娜·婉努宁（Minna van Nunen）
授课主题：我的祖国

全国著名特级教师 吴正宪
教育部全国校长培训中心副主任 鲍传友

第二天议程（5月25日）

第一分论坛地点：北京市陈经纶中学保利分校

时间

9:00—
12:00

13:30—
16:30

第二分论坛地点：北京实验二小朝阳学校

9:00—
12:00

13:30—
16:30

具体内容

1.承办校展示汇报：北京市陈经纶中学保利分校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附属小学
北京市朝阳区团结湖小学

2.主旨报告：《经典教育的历史》
主讲嘉宾：美国威睿达思学校小学部校长 玛利亚·厄尔哥特（Maria Elgut）

美国威睿达思学校小学部教师 迦勒·厄尔哥特（Caleb Elgut）
3.课程分享：《通过多种形式提高学生的读写能力》

授课教师：加拿大多伦多圣·安吉拉小学教师 第5区学科带头人和导师
罗兹安妮·哈里斯（Roseann Harris）

主旨报告：《通过核心竞争力和深度学习实现教育的系统性更新》
主讲嘉宾：芬兰凯拉瓦市基础教育部部长 戴尔贺·利希宁（Terhi Nissinen）
主题发言：全国第二批PDC教育联盟校校长
专家点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1.承办校展示汇报：北京实验二小朝阳学校
北京第八十中学枣营分校
北京市朝阳区左家庄第二小学

2.课程分享《如何培养学生的媒体素养》
授课教师：加拿大多伦多教育局基础教育教师导师、学习策略学科带头人

波尼·麦当劳（Bonnie Macdonald）
3.主旨报告：《思维可视化——未来成功的关键》

主讲嘉宾：美国麦克多诺学校升学部主任、多元化部门主任
珍妮弗·皮诺·威尔逊（Jennifer Pineau Wilson）

主旨报告：《营造创新学习环境》
主讲嘉宾：芬兰凯拉瓦市中心小学校长 碧·郁丽—本狄拉（Pi Yli-Penttila）
主题发言：全国第二批PDC教育联盟校校长
专家点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第三分论坛地点：北京市朝阳区第二实验小学

9:00—
12:00

13:30—
16:30

1.承办校展示汇报：北京朝阳区第二实验小学
北京市陈经纶中学分校实验学校
北京市朝阳区呼家楼中心小学青青分校

2.课程分享：《用彩色玻璃讲故事》
授课教师：美国威睿达思学校教师 马蒂·达特（Marti Dart）

3.主旨报告：《在多元文化社会中如何创造条件以支持教育变革》
主讲嘉宾：加拿大多伦多教育局学区督导 琳达·柯蒂斯（Linda Curtis）

主旨报告：《芬兰基础教育的未来趋势》
主讲嘉宾：芬兰拉普兰大学教师培训学校校长

黑吉·伊荷瓦斯特（Heikki Ervast）
主题发言：全国第二批PDC教育联盟校校长
专家点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第四分论坛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呼家楼中心小学

9:00—
12:00

13:30—
16:30

1.承办校展示汇报：北京市朝阳区呼家楼中心小学
北京市朝阳区团结湖第二小学
北京市朝阳区十八里店中心小学

2.课程分享：《学生生活中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授课教师：芬兰拉普兰师范大学附属学校校长

黑吉·伊荷瓦斯特（Heikki Ervast）
课程分享：《美国文学教程》
授课教师：美国麦克多诺学校教师、国家培训师 金·米歇尔（Kim Mitchell）

主旨报告：《早期阅读干预培养学生英语读写能力的基本技能》
主讲嘉宾：加拿大多伦多圣·玛丽亚戈蕾蒂学校校长

丹尼斯·坎宁（Denise Canning）
主题发言：全国第二批PDC教育联盟校校长
专家点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第三天议程（5月26日）
地点：北京市劲松职业高中常营校区

时间

9:00—
11:00

具体内容

案例培训：
美国麦克多诺学校教师 金·米歇尔（Kim Mitchell）
呼家楼中心小学教师做PDC项目学习实践案例

报名方式：
电话咨询：
韩老师：010-88296429 18519866308
张老师（住宿咨询）：010-82296427 13269619161
酒店推荐：
北京市乐游饭店（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南路13号）（会议报到地点）
华泰饭店（北京市朝阳区华威北里9号院）
邮箱报名:
报名邮箱：rmjyj2017@163.com，下载参会回执表发送至该邮箱。邮件
主题和回执表请以单位名称或参会者命名，名额有限，报满截止。

（温馨提示：诚请各位参会人员务必在5月20日前将回执报名表发送至
报名邮箱rmjyj2017@163.com，不接受现场报名）

扫码报名 会议指南

5 月 1 日，曹志军又要带学
生去国外交流了，这一次的目的
地是以色列。从 2014 年起，曹
志军每年都要带“牛精英计划”
学员到国外牧场、高校、企业交
流一两次，爱尔兰、荷兰、德
国、美国等畜牧业强国都曾留下
过他们的足迹。

初见曹志军，青丝渐灰、谈
吐沉稳，让人觉得他是一位“老
专家”。事实上，曹志军只有 39
岁，是中国农业大学的一名青年
教师，由他发起的“牛精英计
划”，通过带学生出国交流、举
办全国学科竞赛、支持学生创新
创业等，搅动了畜牧专业人才培
养格局。

将课程开进牧场，师
生研究成果提产

“牛精英计划”的创办要从
7年前说起。

为了解决我国畜牧学科学生
培养中存在的理论与实践结合不
紧密、培养资源分散、育成人才
流失严重等问题，从美国康奈尔
大学访学归来的曹志军在中国农

业大学的支持下，于 2011 年创
办“牛精英计划”，组织入选该
计划的学员开展国际交流、校外
课堂和暑期实习，并通过将课程
开进牧场，举办牛精英挑战赛，
支持学生创新创业等措施，培养
畜牧业未来领军人才。

现在在加拿大开展博士后工
作的史海涛是“牛精英计划”首
批学员之一。在参加该计划之
前，他对牧场的了解，只停留在
寥寥几日的考察，而“牛精英计
划”的学员，都必须在牧场进行
为期4—12周的生产实习，老师
现场进行教学。

正是因为有了这个机制，在
中国农业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学
位期间，史海涛通过在牧场进行
生产实习，发现农户和牧场并不
知道如何有效利用秸秆。为了推
广秸秆饲料化，史海涛在老师的
指导下，开始广泛查阅资料，并带
着试验方案先后进驻河南、辽宁、
山西的牧场，和牧场工人同吃同
住，开展了长达一年的试验研究。

最终，由他主持的项目“秸
秆的厌氧碱贮技术研究”获得联

合国粮农组织 （FAO） 3F 竞赛
特别贡献奖，该项技术目前已在
河南、辽宁、山西等省份开展技
术示范与推广。

课程开进牧场，使得科研产
出量显著提升。统计显示，“牛
精英计划”创办以来，2012 年
—2016 年期间，参与师生共同
发表科研论文 783 篇，其中 SCI

（美国 《科学引文索引》） 收录
论文 321 篇，与前一个 5 年相
比，论文总数增加了 30%，SCI
收录数增加了35％。

促进企业技术创新，
改变不愿接收实习生困局

为了方便学生进驻牧场，“牛
精英计划”与 35 家企业、12 个牧
场集团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

北京首农畜牧金银岛牧场是
“牛精英计划”首批实习牧场之
一。起初，牧场场长王炎担心学
生欠缺实践经验，可能给牧场生
产带来影响，对接收实习生驻场
有一定顾虑。曹志军提出由高年
级研究生带队低年级学生、不占
用牧场额外管理资源，场里这才

带着“观察一段”的想法打开大门。
牧场工作又苦又累，王炎心

想，“过不了多少时间，学生们自
然会打退堂鼓”。让王炎没想到的
是，学生们不仅习惯了牧场的工作
生活环境，还利用专业知识为工人
们解决疑惑，老师现场指导时，技
术员也跟着听讲。当年，金银岛牧
场实现单产水平显著提升，突破了
12吨 （全国平均为6.5吨）。

这种转变不仅仅发生在金银岛
牧场。2017 年 4 月，北京首农、
上海光明等大型牧业集团主要负责
人主动找到曹志军，商讨暑期实习
方案，由人事部门牵头制定了面
试、实习、薪资等多项具体规程，
逐步确立暑期实习生项目的长效运
行机制。得益于这一机制，近几年
来，“牛精英计划”师生团队为企
业精准立项研究 18 项、推广技术
成果20个。

搭建“大比武”舞台，学
生爱上牛事业

“牛精英计划”师生创办的一
年一度的全国农林高校“大比武”
舞台——“牛精英挑战赛”，现在

成了学生、教师、企业相互学习的
好机会。

在比赛的日子里，各代表队学
生白天在牧场里完成评估和数据收
集工作，坚持利用好每一分钟，尽
可能多地收集有效信息；晚上在宿
舍里完成报告，演练答辩过程，驻
地常常亮起长明灯。

通过一系列与牛相处的活动，
“牛精英计划”让越来越多的畜牧学
科学生喜欢上了牛事业。中国农业
大学“牛精英计划”学员邵大富在参
与该计划后，打消了原本要转行的
想法，毕业时，在实习期间被单位破
格选拔，参与到农业部、中国农科院
重大政策起草、项目实施等工作中。

在多次学术与行业会议中，浙
江大学、山东农大等多所高校的教
师几次向曹志军提出，希望将“牛
精英计划”这种教育教学方式应用
到本校。

为了更好地发挥“牛精英计
划”的带动作用，搭建全国畜牧学
科学生协同培养大平台，2015 年
由中国农业大学牵头，成立中国牛
精英创新创业教育联盟。中国农业
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周
旭峰介绍，目前联盟成员高校已达
42 所，成为覆盖全国 70%农业高
校畜牧学科的学生培养平台。

全国农业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指导委员会秘书长李健强认为：
“‘牛精英计划’建立了一种在畜
牧业，甚至农业领域的人才培养模
式，该项目给学生、高校、产业各
界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具有较强的
创新性、实用性和推广价值。”

课堂进牧场、举办挑战赛，中国农大实施牛精英计划——

量牛牛定制 培养牛牛人
本报记者 王强

在安徽巢湖之滨、浮槎山下
的一片千亩桃园里，油桃树已开
始挂果。这里的油桃被注册为

“慰农牌”，群众用这种方式来纪
念他们心中的英雄——李慰农。

李慰农，原名李尔珍，1895年
出生于安徽省巢县（今巢湖市）一
个贫苦农家。1912 年，他考取安
徽芜湖省立第二甲种农业学校。
赴校前夕，特更名为“慰农”，寓意
要以实际行动慰藉苦难的农民大
众。1915 年夏留校，在此期间他
认识到只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中
国才有希望。五四运动时期，李慰
农成为芜湖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

1919 年，李慰农与蔡和森等
50 多 人 一 起 赴 法 勤 工 俭 学 。

1922 年 6 月，李慰农和赵世炎、
周恩来等18人，在巴黎西郊召开
中国少年共产党代表大会，正式
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
李慰农随后被批准转为中国共产
党正式党员。1923 年底，李慰农
从法国转往苏联，进入莫斯科东
方大学深造。

1925 年，李慰农奉党中央指
示回国，赴青岛参加了全市党组

织的领导工作。同年四五月，青
岛大康纱厂工人举行罢工，李慰
农立即派党员去联络各厂工人举
行联合大罢工。6 天之内，参加
罢 工 的 人 数 达 到 18000 余 人 。
迫于强大的压力，大康资本家与
工人代表签订了九项复工条件。
青岛工人第一次联合大罢工取得
了重大胜利。

5 月 29 日，日本帝国主义勾

结奉系军阀制造了“青岛惨案”。
第二天，上海发生五卅惨案。李
慰农组织了“胶济铁路总工会沪
青后援会”，发动工人积极分子在
青岛、济南等地揭露和控诉日本

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罪行。7
月26日，李慰农在去小鲍岛召开
秘密会议时被反动军警逮捕，29
日在青岛被反动军警秘密杀害，
时年30岁。

“在家乡的时候，他的志向是
让本地农民过上好日子。外出读
书、尤其是加入共产党之后，他的
志向变成了让全中国的穷苦人过
上好日子！”巢湖市庙岗乡党委原
副书记王淦说。

据新华社合肥4月19日电

李慰农：报国一生为工农
新华社记者 徐海涛

（上接第一版）
江苏科大深蓝学院副院长刘占超介绍，整个报告书将核

心素质评价模块分为 6 个一级素质指标，一级指标又向下分
解为14个二级要素指标和42个三级具体指标内容。比如思
想政治素质作为一级指标，分解为思政素质、责任意识、组织
纪律、道德素养 4 个二级要素指标，同时又包含爱国精神表
现、时政动态关注度、法纪观念与表现3个具体指标内容。

为了让评价更加客观公正，核心素质报告书采用“自
评”“互评”和“会商”三种形式相结合。“在自评的基础
上，我们会组成一个包括班主任在内的 10 人小组，大家互
相评价，得出结论，会商则是由辅导员、学业导师、学生代
表等在最后环节进行的团体评价。”刘占超说。

王济干说：“报告书对于学生来说，可以提升其对本人
综合素质的情况认知；对于家长来说，可以加强其对子女在
校培养情况的了解；对于学校来说，可以根据报告书内容进
行有效精准的个性化指导；而对于用人单位来说，这也是他
们了解学生最简便的途径。”

不久前，江苏科大大二学生李言成从全国1100多名优秀
大学生中脱颖而出，参加首届“中国好学生计划”交流会。他
所在的“卡特团队”凭借“水下焊割机器人”项目，获得风投企
业的 500 万元意向融资。李言成的出色表现，与该校对创新
人才培养模式的不断探索息息相关。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知名船舶企业中，有三分之一
的骨干都是江苏科大的校友。

本报上海 4 月 19 日讯 （记者 董少校） 首届 （2018）
中国教育后勤展览会今天在上海世博展览馆开幕，200多家
参展企业带来前沿智能技术及智慧管理，展现新时代教育后
勤服务行业发展趋势。科技后勤·智慧校园新技术应用推广
论坛同期举行。

本届展览会由中国教育后勤协会主办，为期3天，展示
内容包括智能餐饮设备、校园人脸识别应用系统、节约型校
园节能监管平台等，凸显互联网等新技术为科技后勤、智慧
校园建设提供创新模式。

首届中国教育后勤展览会举行

本报讯（记者 李凌）首届高职院校思政教育创新与思政
教学资源建设研讨会日前在江苏徐州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
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高等教育出版社、徐州
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共同主办。

会议指出，高等职业教育占据着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
以立德树人为中心，构建大思政格局，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不断提高学生思想水平、政治觉悟、
道德品质、文化素养，让学生成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
才，是新时代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历史使命。会议认为，现
在迫切需要对高职思政工作进行分类指导，探索以职业伦理
与道德为抓手的高职意识形态领域课程的创新，以此开发适
合高职特点的意识形态领域课程体系和教学资源，满足高职
院校思政教育向专业领域延伸与融合的需要。

高职院校思政教育创新与
思政教学资源建设研讨会召开

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
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