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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落实教育规划纲要

四川篇

②

改革创新推进教育科学发展

今日关注

看点

今日

“压力山大”

教师如何不被压垮

■七版 （基础教育·教师周刊）

一位教师在博客中戏称自

己起了个外文名字———“压力山

大”。 殊不知教师的工作压力

大， 心理压力更甚。 据专家介

绍， 教师的心理健康不仅会影

响其自身的健康与职业发展，

同时还会影响到众多学生的个

性发展和教学质量。

艺术教育：

进口爆棚，出口冷清？

■三版 （新闻·深度）

曾经从千军万马中挤过

“独木桥” 的艺术专业大学生，

就业的理想与现实之间落差到

底有多大？ 就业困境的背后有

着何种艺术教育的现实？ 这给

当下的艺术教育何种启示？ 记

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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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实验中学

三晋鸿庠 ， 盛世华彩 。

2012

年 ，

山西省实验中学建校

60

周年 。 在此 ，

我们谨向长期以来对我校的建设发展

给予热忱关心、 鼎力支持的各级领导、

海内外校友及社会各界友人， 致以最

衷心的感谢和最崇高的敬意！

百年薪火 ， 韶光筚路 。

1882

年 ，

时任山西巡抚张之洞于我校校址上奏

准筹建山西最高学府———令德堂书院，

开山西近现代教育之源。

130

年来， 在

这片沃土上， 历山西省会学堂 （

1897

年）、 山西师范学堂 （

1912

年）、 太原女子

中学 （

1952

年）、 太原市第十中学 （

1955

年）， 至

1986

年正式更名为山西省实验中

学。

教泽绵亘， 德业日昌。 几代创业者

脚踏历史节音耕耘不辍， 以有兴学之基

桃李满天下； 一朝守业人步趋时代交响

革新不止 ， 更修世纪之功英才遍九洲 。

今天的山西省实验中学， 作为山西基础

教育领导型学校 ， 秉承优良传统文化 ，

深入实施素质教育， 为山西教育事业泼

洒壮丽画卷， 书写瑰丽诗篇。

群贤毕集， 策力蓝愿。

2012

年， 新的

征程， 新的起点。 我们热烈欢迎海内外校

友相会母校， 畅叙师生情谊； 诚挚邀请各

级领导、 各界友人聚首龙城， 同绘发展蓝

图。

2012

年

9

月

27-28

日， 山西省实验中学

高新校区， 共襄盛典！

特此公告， 敬祈周知。

山西省实验中学

2012

年

5

月

24

日

庆 祝 建 校 60 周 年

纪念令德堂书院创办130周年

公告

■

通讯员 乔蕤琳 许延庆

她的生命， 不仅牵动着全中

国的目光， 更牵动和激发着白衣

天使的心灵和责任感。

11个不眠之夜， 200多个小

时的紧张抢救， 10余名医护人员

的连续奋战， 5月23日， 勇救两名

学生的张丽莉老师病情终于趋于

平稳。 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重症监护室， 护士每次为

清醒后的张丽莉擦身时， “谢谢”

二字总会挂在她的嘴边。

5月8日， 在一场突如其来的

车祸中， 佳木斯十九中女教师张

丽莉临危不惧， 将两名学生推开，

自己却被碾压在车轮下……

由于张丽莉伤情严重， 5月12

日中午， 哈医大接到黑龙江省卫

生厅指示， 张丽莉的抢救工作由

哈医大一附院进行继续治疗。

“立即组成专家组赶赴佳木斯

市，全力救治张丽莉。”学校领导立

刻进行了部署，哈医大一附院副院

长王永晨带领专家组，1个小时后

便赶到佳木斯中心医院。经过会诊

专家组认为， 张丽莉必须立即转

院。 当晚11时，张丽莉被转至哈医

大一附院。

（下转第四版）

⑤

走进国家教改试点区特别报道

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 中国教育报主办

�■

教师说

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教师徐萍：

把课程作为创新的起点

在这场改革中， 教师的目

标之一， 就是帮助学生开发他

们的想法， 并且让他们享受所

需要的教育。 因此， 教师所有

的教学都必须在具体、 实际和

有意义的情境下进行。 拓展型

课程对我们来说是完全陌生的

课程， 也是教师创新的起点。 在

这个过程中， 教师应是学生的良

师益友， 是学生健康成长的引路

人 。 教师要敢于尝试新的挑战 ，

并展现出胆识、 智慧和恒心。 这

些对学生而言， 是最好的鼓励和

引导。

�■

校长说

上海市复旦中学校长周国正：

特色是不断凝练的过程

复旦中学 是一 所 历 史 名

校。 寻求特色化发展， 既是我

们对教育转型要求的积极思

考， 也是对自身历史和教育思

想的回归。 然而， 特色无法一

蹴而就。 作为学校特色发展的

载体， 学校以 “文化” 为主题

建设综合课程， 追求学校课程体

系的整体设计， 追求彰显学校文

化品质和个性特征的内涵， 追求

教师专业发展的创新， 追求学生

人文素养的提升。 因此，学校特色

建设是一个长期 、 艰巨的工作 ，

又是一个有价值的工作。

用爱守护最美女教师

———哈医大一附院医护人员全力救治张丽莉纪实

重构课堂走出“千校一面”

———上海市长宁区推进高中多样化特色发展采访纪行（上）

■

本报记者 柴葳 张婷 沈祖芸

每天早上5点多起床， 除了跑

操、 吃饭之外， 就是上课、 自习、

考试， 一天要学习十几个小时。

这样的高中生活在很多地方并不

鲜见。 但在上海市长宁区， 记者

找到了另一种答案———

在长宁， 像语文、 历史、 数

学这样的高考科目， 非但没有学

校加课， 华东政法大学附中还拿

出10%至15%的课程用于“明德尚

法” 特色课程。

在长宁， 8所特色高中各成体

系， 生涯指导、 明德尚法、 教育剧

场……一个个响当当的主题课程，

彻底改变了高中“千校一面”、 “万

校一书” 的窘境。

这样的高中，拿什么要成绩？ 长

宁区教育局局长姚期不慌不忙，拿出

近年来的高考成绩：以华政附中为代

表，高考升学率从48%飙升到87%。

颠覆传统教学，深

化改革从每个教师做起

在很多高中对特色、多样化还无

从下手甚至质疑时，上海市长宁区高

中多样化特色发展已步入深水区。

陈陆平是华政附中的政治老师。

改革初期， 学校要求老师不能再滔

滔不绝地讲了， 要研究自己的独特

课堂， 他突然不知道怎么上课了。

校长潘敬芳不等老师们质疑， 拿着

计时器就冲进了教室： “教师统一

教授不能超过20分钟！” “这么短的

时间， 知识点都讲不完， 还谈什么

探究、 合作？” 老师们反问。

改革就是要直面难题。 潘敬芳

和老师们聚在一起大胆搞起了“学

程手册”， 为学生的探究学习引路。

激发学生思维层次； 放慢节奏， 留

给学生思考的时间； 及时对课堂提

问进行调控、 引导和提升。 老师们

发现， 通过有效提问， 一问一答之

间， 个性化课堂应运而生。

历经“蜕变”之后，陈陆平实现了

华丽转身。“一节课上，只要抛出几个

有价值的问题， 引导学生自己分析，

教学效果比单纯灌输好得多。”

生涯规划、 模拟法庭、 环球

掠影……这批课程的颠覆性足以

让人眼晕， 以跨学科、 高科技、

多资源为标签。市三女中语文老师

徐萍将教育剧场的课堂搬到了小

剧场。课堂上，学生根据幻灯片，在

10秒钟之内创设情境、 即兴表演。

“当了十几年老师， 我从未和学生

走得这样近、 成长这样多。” 徐萍

说。

（下转第八版）

�■

家长说

华东政法大学附属中学学生家长孙伟：

我们家长支持学校教改

学校的课程居然如此有意

思！ 学校模拟国家立法听证活

动， 让学生围绕社会或校园热

点问题谈自己的看法和观点 ，

以此提高学生的分析能力， 可

谓独具匠心。 我们感到， 学校

是在很用心地办适合学生发展的

教育！ 自从孩子参加了很多这样

的活动后， 比以前更加关注时政、

社会， 有时还会同我们进行交流。

这样的变化真好， 我们支持学校

进行这样的改革。

�■

学生说

天山中学毕业生张子昊：

这样的高中生活，真好！

步入高中， 我们的疑问太

多了 ： 高中学习究竟是什么 ？

好的高考分数代表什么？ 好大

学是否就注定会有好人生？ 学

校为我们准备了生涯指导课

程， 生涯体验馆成为我高中最

留恋的地方。 多种学习让我们渐

渐摆脱了对高中生活的焦虑和恐

惧， 有了争取未来的信心和准备。

正是这样的心态 ， 我们才发现 ，

所谓幸福就是迎难而上、 不断奋

进。 这样的高中生活， 真好！

张丽莉老师术后情况稳定

目前神志清楚，已可少量进食

本报哈尔滨

5

月

23

日讯 （实习记

者 曹曦 记者 廉世民 ）

今天是

张丽莉老师转院后接受骨科清创手

术后的第二天， 哈医大一附院重症

监护室主任赵鸣雁今天向记者通报

了张丽莉老师的伤情， 目前张丽莉

术后情况稳定， 已可经口少量进食。

赵鸣雁介绍说， 张丽莉老师二

次术后已近45个小时， 目前神志清

楚， 自主呼吸， 生命体征平稳。

尽管声音微弱， 但语言流利。 治

疗组正在针对骨科创面引流的情

况、 肺部感染的情况、 其他脏器

的功能情况进行严密监护， 以尽

可能减少减轻并发症， 确保最佳

治疗效果。

情系最 女教师

美

特别报道

康巴杜鹃花正红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教育跨越发展纪实

■

本报记者 杨钢 刘磊 黄蔚

初夏的川西， 漫山遍野， 杜鹃

花开。 日前， 本报“神州行” 采访

组走进甘孜藏族自治州， 深入走访

乡城、 理塘、 康定、 丹巴等地的中

小学， 全方位触摸当地教育的脉搏，

见证民族地区取得的瞩目成就。

甘孜藏族自治州总人口90万，

辖康定、 泸定、 丹巴等18个县。 各

级各类在校学生17万余人， 教职员

工1万余人。 自四川省实施“民族地

区教育发展十年行动计划” 以来，

甘孜州通过集中办教育、 教育信息

化建设等举措， 使昔日贫穷落后的

民族教育驶入跨越发展的“快车

道”。

适度集中办教育， 让

藏区放牛娃上好学

曾经有学生235人的乡镇中心

校， 如今只有学生90名， 一栋教学

楼甚至闲置下来， 准备办一所幼儿

园。 这是日前记者在甘孜州乡城县

然乌乡中心校看到的“冷清” 场景。

据乡城县教育局局长洼西同麦

介绍， 全县像然乌中心校这样突然

变得冷清的学校还有10多所。 孩子

们都到哪里去了？ “大多都搬迁到

集中办学的片区寄宿制学校了。” 洼

西同麦说。

2007年5月， 上任不久的洼西同

麦到白依乡中心校调研， 发现原本

有150多名学生的学校只有3名学生。

一问， 才知道当时正值挖虫草季节，

很多学生都随父母上山挖虫草了。

严峻的现实让乡城县委、 县政

府痛下决心修好学校， 抓好教育质

量， 把放牛、 挖虫草的孩子留在学

校里。 怎么做？ 乡城县想到了集中

办寄宿制学校的办法。

据了解， 乡城县下辖一镇11个

乡， 地广人稀， 是典型的偏远贫困

地区。

（下转第八版）

袁贵仁出席第五届亚太

经合组织教育部长会议

本 报 韩 国 庆 州

5

月

23

日 讯

（记者 焦新）

5月21至23日， 第

五届亚太经合组织教育部长会议

在韩国庆州举行。 教育部部长袁

贵仁率团出席并作大会发言。

袁贵仁在大会发言中介绍了

中国实施教育规划纲要， 特别是

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改进数

学与科学教育、 建设高素质专业

化教师队伍、 加强教育国际交流

与合作等方面的举措和进展。

袁贵仁指出， 中国政府坚持

教育大计、 教师为本， 把教师队

伍建设作为教育事业发展最重要

的基础工作来抓。 从中国和其他

国家的成功经验看， 提高教师质

量， 需要在三方面作出努力。 一

是加大投入， 把教师摆在教育政

策的优先领域， 不断提高教师地

位待遇， 吸引最优秀的人才当教

师。 二是健全教师质量保障制

度， 制定教师专业标准和质量评

估标准， 严格实施教师准入制度，

形成促进教师终身学习的激励机制

和政策导向。 三是提高教师专业化

水平， 不断提高教师的职业道德、

综合素质、 学习能力和创新精神，

适应信息化背景下教育改革发展的

需要。

袁贵仁表示， 建立更紧密的教

育交流与合作符合时代潮流， 符合

各经济体的共同利益。 中国愿以此

次教育部长会议为新的起点， 与各

成员经济体共同努力， 不断推动教

育交流与合作取得新的更大的发

展。

本届亚太经合组织教育部长会

议的主题为“教育应对未来挑战：

发展全球化、 创新性、 合作型教

育”， 共有来自21个成员经济体的

代表出席。

会议期间， 袁贵仁还会见了美

国教育部常务副部长托尼·米勒、 文

莱教育部部长阿布·巴卡尔。

北京将向学生免费

提供教学所需教辅

本报北京

5

月

23

日讯 （记者

赵正元）

记者今天从北京市教委

获悉， 北京市下发文件要求， 全

市不统一推荐中小学教辅材料。

凡确属教育教学所需的课堂练习、

同步练习、 寒暑假作业、 试卷及

复习资料等， 学校应免费提供，

不再收取学生任何费用。 各中小

学向学生提供的资料费用统一由

学校公用经费定额中安排解决。

北京市要求， 各区县要加强

对中小学校教辅材料使用的规范

管理， 严禁学校和教师向学生推

荐或推销任何教辅材料， 不得为

学生购买教辅材料提供服务。

卫生部发布《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工作规范》

托幼机构儿童膳食费须专款专用

本报北京

5

月

23

日讯 （记者 姜

乃强）

记者今天从卫生部获悉，卫生

部近日发布了新修订的《托儿所幼儿

园卫生保健工作规范》， 明确要求幼

托机构儿童膳食费必须专款专用，每

学期膳食收支盈亏不超过2%。

规范要求， 托幼机构应当根据

各年龄段儿童的生理、 心理特点，

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 制定合理的

生活制度。 其中， 全日制儿童每日

户外活动时间不少于2小时， 寄宿制

儿童不少于3小时， 寒冷、 炎热季节

可酌情调整。

规范提出， 托幼机构儿童膳食

应当专人负责， 建立有家长代表参

加的膳食委员会并定期召开会议，

进行民主管理。 儿童膳食费专款专

用，账目每月公布，每学期膳食收支

盈亏不超过2%。 规范要求幼托机构

确保进餐环境卫生、整洁、舒适，餐前

做好充分准备，按时进餐，保证儿童

情绪愉快。 禁止托幼机构食堂制作

和提供冷荤凉菜， 并规定了食品留

样制度。 规范还明确， 托幼机构每

收托150名儿童应至少配备1名专职

卫生保健人员， 收托150名以下儿童

的可配备兼职卫生保健人员。

湖北边远农村小学

获赠《中国教育报》

本报讯 （记者 黄兴国 通

讯员 王国海 徐建兵 ）

5月22

日， 湖北省教育厅与中国教育报

编辑部在十堰市举行中国教育报

送报下乡仪式及读报用报座谈会，

向十堰市、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 神农架林区共1280所小学赠

送 《中国教育报》 3840份。

中国教育报副总编辑李功毅

说， 此次送报下乡活动是中国教

育报刊社贯彻落实教育部党组精

神作出的决定。

（下转第四版）

5

月

22

日，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症监护室的医护人员在精心照顾手术后的张丽莉老师。 许延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