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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北京市朝阳区教委举办了全区中学生自行车拆装比

赛。 通过比赛让学生在科技活动中体验生活， 锻炼了基本的动手

技能。 本报记者 修伯明 摄

中学生比赛拆装自行车

教育应该是什么颜色的？ 教育应该是绿色的。 绿色代表着活

力，代表着高效，代表着成长，代表着生命！ 我们反对高消耗、低产

出的教育，我们希望我们的教育低负高效，我们希望我们教育中人

幸福快乐。 为了这一目标我们决定在长白山畔召开首届中国绿色

教育论坛，并希望全国有志于此的同行团结起来，奉献“绿”的教育

智慧， 组成一个绿色教育大家庭， 大家一起努力将我们的教育变

“绿”！

这将是一次拓宽视野、 碰撞激情、 教育合作与友好交流的盛

会。 活动中，我们将邀请全国各地独具特色的学校参会，联合著名

教育教学专家，共议具有时代性的绿色教育，并现场观摩名校绿色

高效课堂。

会议特色：

对话绿色教育的办学理念 探讨绿色教育的价值内涵

分享绿色教育的成功经验 整合绿色教育的区域资源

挖掘绿色教育的发展渠道 铸造绿色教育的顶级航母

论坛承办：长春市南关区教育局 长春市西五小学

会议时间：

7

月

8

日—

7

月

10

日（

7

月

8

日全天报到）

会议地点：吉林省松苑宾馆会议中心、长春市西五小学

参会人员：全国各地中小学校校长、中层主任、骨干教师

会 务 费：

350

元（含资料费、餐费），交通费、住宿费自理。会后

“长白山之旅”自愿参加，费用自理。

报名电话：

0431

—

82978245

报名邮箱：

lvsejiaoyu@163.com

联 系 人： 刘 博

13756906478

汤婷婷

13069206298

首届中国绿色教育论坛紧急通知

让我们一起把教育变“绿”！

江西省美佛儿国际学校坐落在才子之乡临川，创办于

2002

年，

系美佛儿教育集团的旗舰校、江西省重点中学、省教育系统先进单

位，是江西省一流大型民办学校。 学校总投资已达

2.1

亿元，占地面

积

500

余亩，在校师生

5500

余人，是工作、学习和生活的理想之所。

学校为发展需要常年面向全国招聘小学、初中、高中、国际高中各科

优秀教师。

一、招聘岗位

●

高中、初中、小学、幼儿园各学科骨干教师：拥有相应教师资格

证书，学历达标，具有二年以上教学经验，身体健康、责任心

强。 有课改实践经验，有班级管理经验，被评为“优秀班主

任”者优先。

●

教育教学、行政后勤管理干部：

3

年以上相关管理经验，有私立

学校管理经验者优先。

●

优秀应届毕业生：性格开朗活泼 ， 正规师范院校毕业 。 大

学期间担任学生干部， 有特长、 有组织、 管理能力者优

先。

●

特长专业教师：舞蹈、钢琴、声乐、器乐、武术、球类、书法、美术

等专业，有专业资格证书或参赛荣誉证书者优先。

●

生活护理员：

20

岁

～45

岁，负责学生生活区的管理与服务，有相

关工作经验者优先，退伍军人优先。

●

水电工、厨师、宾馆服务员、保安、食堂工人：技术工种要有技术资

格证书，有经验、工作稳定者优先。

二、福利待遇

★

教育教学、管理岗位月薪：

2000

元

～7000

元。

★

行政、后勤服务岗位月薪：

1200

元

～4500

元。

★

以上各岗位均办理工伤、社保等保险，免费提供食宿，子女

就读本校优惠，教学岗位可办理职称评定等。

★

另有课改奖、升学奖、教学奖、管理奖、服务奖等奖金：

1000

元

～10000

元不等。 （特殊人才面议）

三、联系方式

有意者请将个人履历材料邮寄到以下地址或通过电子邮件发

送学校招聘邮箱，美佛儿真诚期待您的加盟。

地 址：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美佛儿国际学校

邮 编：

344100

联系电话：

0794-8616101

联系人：张老师 邮 箱：

mayflora-hr@163.com

网 址：

http://www.jxmayflora.com

读者来信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最关注的

邮箱：

rmlx2011@sina.com

报刊分发在教育局专设信箱内，常常积压月余无人问津———

“局订”报刊莫成迟来的爱

中国教育报：

每年报刊订阅时， 热衷学习的

老师们都会建议学校订些教育报刊。

校长总会说， 这些报刊教育局已经

帮学校订了。 结果学校是晚报、 快

报等综合类报刊订了一大堆， 教育

报刊的订阅却不足总数的1/10。

教育局帮学校订阅教育报刊，

给那些爱学习的老师做了一件大

好事， 然而， 这些报刊却没有通过

邮局投递到学校， 而是分发在教育

局专设的各学校的信箱内。 乘公共

汽车去局里办事的人， 往往不愿给

自己增加负担。 因此， 信箱内常常

积压着成月的报刊无人问津。 偶尔

有专车到局里办事， 才会有人想起

带回来。 等这些报刊到了学校， 又

经常被冷落在某个角落， 与读者谋

面之时， 已是明日黄花。 全年

下来， 老师们能读到一半的报

刊， 都不太容易。

笔者呼吁教育局把好事做好，

或者请编辑部直接将报刊邮寄给

学校， 或者将报刊转到各校附近

的邮局。 千万别让“局订” 报刊

成为迟来的爱。

■

江苏盐城教师 古桦

电子备课完全具备条件， 视导检查却只看纸质教案———

为应付检查抄旧教案很无奈

中国教育报：

每到学期初， 上级教育部门都

要对各校教学工作进行视导， 其中

一项是检查教师的备课情况。 那段

时间， 可以看到老师们为了“应付”

检查埋头写教案的情景， 即使是任

教同一学科已有20多年的老教师，

也依然重复着这样的工作。

之所以说“应付”， 是因为大多

数教师只是在抄以前的旧教案， 基

本上没有备新课。 难道是老师们不

敬业吗？ 也不是。 应该说是因为教

育管理手段的落后， 造成了对老师

工作考核标准的落后。

现在大多数学校都通过了“双

高” 普九验收， 电脑和多媒体教学

设备在“十一五” 期间就已经按标

准配备。 实施“农村中小学远程教

育工程” 后， 我们又分享到了更多

优质教育资源。 另外，广大教师通过

继续教育培训，已经熟练掌握了多媒

体教学。 可以说，教师电子备课完全

具备了条件。 但是，这些有利条件大

都没有发挥出价值，一方面，设备完

好的“备课室”长期闲置不用，许多电

脑设备因为不经常使用而受潮损坏；

另一方面， 老师们每天还要抽出3个

小时来抄旧教案。原因是教育主管部

门在视导检查时，唯一的要求是教师必

须提供纸质教案。

笔者认为， 教育管理手段要与时

俱进， 才能促使这种落后的原始备课

方式改进。 新课程改革， 更注重对学

生能力的培养。 这要求教师必须掌握

更多的、 更新的教学素材， 利用网络

进行电子备课尤其重要。 如果仅用纸

质教案来考核教师的备课， 显然已不

合时宜。

■

辽宁省台安县新开河镇中学 周鸿

家长应注意自己的言行

中国教育报：

读了贵报

6

月

7

日刊发的《麻将馆开

在学校旁，荒唐！》一文，我非常认同文

中观点。须知，家长的言行在孩子成长

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认为， 综合治理学校周边环境，

需要政府、 学校等多方共同努力。 但

最重要的是， 学校应适时引导家长切

实担负起促进孩子健康发展的职责 ，

应注意自己的言语和行为， 避免让孩

子幼小的心灵受到不良影响。

■

山东滕州市荆河街道中心小学 张云

每日传真

【读者反

馈

】

【画中有

话

】

谢师不必非得宴

随着各地高考分数线陆续公布，考

生心里有了底。 一年一度的“谢师宴”随

之蜂拥而起。 报载，多家酒店从千元一

桌的“十年寒窗宴”到上万元一桌的“状

元及第宴”颇为走俏。

的确， 考上了好大学是该感谢恩

师 ， 但如果谢师之情流向大操大办 、

竞相攀比这种 “狂欢式” 的庆祝， 铺

张浪费， 就不值得提倡了。

一顿饭承载不了多少师生情， 恩

师奔赴多场学生宴请， 难于应付。 感

谢恩师， 不一定要办多贵的宴席， 可

以用多种方式来表达。 平日的一个问

候电话， 节日里的一次拜访， 更显情

深意重。 当谢师之情从表面的风光宴

请回归到日常的真诚相待时， 才是师

之所幸。

纪秀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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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动态

出病虫害防治图谱 到田间地头答疑解惑

潍坊科技学院立足菜乡服务菜农

本报讯 （记者 魏海政 ）

“有了

这套 《蔬菜病虫害防治图谱》， 菜农自

己就能当上‘赤脚医生’， 有啥病虫

害， 拿出图谱一看，基本上就知道该如

何防治了。”近日，记者在山东寿光采访

时，潍坊科技学院蔬菜病虫害研究所所

长李金堂博士团队成员介绍道。 记者

看到， 该团队研发的这套图谱共有20

余册， 每种蔬菜的病源、 症状及防治

方法都一目了然， 还配有清晰的病虫

害症状图片2400多幅， 非常实用。

李金堂说， 多数菜农对各种病虫

害常靠自己的经验判断施药， 且经常

随意加大药量， 容易引起农药残留超

标和病虫害抗性增强， 不利于无公害

蔬菜的生产。 因此， 该团队经过长期

研究整理， 并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实地

调研、 拍摄了大量清晰的病虫害症状

图片， 研发了这套图谱。 菜农对照

图谱， 就能认出是什么病虫害， 该

用什么药， 用多少药量， 全都一目

了然。 据李金堂初步测算， 掌握图

谱中的相应防治方法及窍门， 可降

低农药使用量30%以上， 降低蔬菜

中的农药残留20%以上。 此外， 该

团队还研发了“蔬菜病虫害诊断防

治实用专家系统” 软件， 通过视频

诊断等方式， 每年为全国各地的菜

农诊断病虫害千余次。

像李金堂博士科研团队一样，

扎根寿光蔬菜之乡， 长期针对菜农

遇到的实际难题开展科研工作及成

果转化应用的博士科研团队， 在潍

坊科技学院还有一大批。

潍坊科技学院是一所2008年由

职业学院升格建立的普通本科院校，

也是全国为数甚少的地处县级市———

山东省寿光市的本科院校， 作为一所

新建本科院校， 学院定位在哪里， 发

展向何处去， 一直是院长李昌武及全

校师生关心的大事。 经过反复酝酿和

深入调研论证， 该校最终定位于建设

高水平、 应用型本科院校， 立足寿光

这一全国闻名的蔬菜之乡， 服务经济

社会发展。

基于此， 潍坊科技学院大力培养

相关特色博士科研团队， 建立蔬菜工

程技术研究所、 蔬菜病虫害研究所、

地下卤水养殖应用研究所、 大棚技术

研究所等一大批集科研及成果转化于

一体的科研机构， 形成了特色优势学

科群和科研团队， 一大批专家教授及

年轻的博士团队成员深入田间地头，

争当科技兴农的引路人， 成了“脚上

沾满牛粪的教授”。

王岚教授及其科研团队在长期深

入田间地头和蔬菜大棚的科研工作中

发现， 韭菜害虫———韭蛆多会深入韭

菜根部， 深藏于土壤之中， 在表面喷

洒农药的普通方法已基本上对其没什

么作用。 “一些菜农只好往韭菜根部

灌农药杀虫， 导致农药残留较多， 违

背无公害蔬菜种植的理念。” 王岚说。

该科研团队经过长期攻关研究， 于近

期研制出了一种灭杀地下害虫的“新

武器” ———地下害虫高效物理灭杀机。

“其原理主要是采用微波技术和物理方

法， 既能在韭菜休眠期杀死藏在地下

的害虫， 又不危害韭菜的正常生长。

这项技术推广使用后， 将有力促进韭

菜无公害种植业的发展。” 王岚说。

此外， 李美芹博士科研团队选育

的自主知识产权蔷薇新品种“鲁硕

红”， 取得了“红肥绿不瘦” 的良好效

果， 成为生态垂直绿化良好品种， 共

出售20余万株， 收入达到1200万； 潘

好芹博士科研团队研发的“北冬虫夏

草” 人工培养技术， 有望让这味名贵

药材进入寻常百姓家……

就在记者采访期间， 潍坊科技学

院又建立了“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工程

研究院”， 这是一所针对国家“蓝色经

济” 战略的地方综合性科研机构， 旨

在进一步聚集相关优势学科和优秀科

研人才， 建立了海洋精细化工研究中

心、 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研究中心等十

大产业技术研究中心， 力求成为技术

开发、 企业孵化、 成果转化和人才培

养的创新平台， 进一步提升学院服务

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国家林业局和山东省共建山东农大

本报讯 （记者 张兴华 通讯员 翟荣惠）

日前， 国家林业

局和山东省政府合作共建山东农业大学签字仪式在济南举行。

山东农业大学拥有60余年独立建校和百余年的办学历史， 是

山东省培养高级林业人才的主要院校和林业科技创新的重要基

地， 为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林业生态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根据共建协议， 国家林业局将在高等林业教育、 林业科技创

新、 生态工程建设等方面给予山东农业大学长期、 全面的支持。

山东省重点支持山东农业大学加强科研平台和师资队伍建设， 完

善产学研协作机制， 面向基层定向培养林业管理和技术人才， 积

极支持其为现代林业服务。

美克美家在渝捐赠

快乐美术教室

本报讯 （记者 顾雪林）

美克美

家公司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共同

举办的“2012美克美家·希望工程快

乐美术教室捐赠仪式” 近日在重庆市

万盛区和平小学举行。 据悉， 截至

2011年底， 美克美家先后给西安、合

肥等地区的90所小学捐赠了快乐美术

教室，累计7万余名小学生受益。

江苏教育报刊总社启动

三大新闻宣传行动

本报讯 （记者 沈大雷）

6月25

日，以“影响2012”为主线，江苏教育

报刊总社在南京启动了“江苏教育这

5年”、“江苏教育在转型”、“江苏教育

现代化建设20年” 三大新闻宣传行

动。 这是继“百名记者百县千校行”新

闻宣传行动后，该社进一步提升教育

新闻宣传服务力的又一举措。

河北省与农业部共建河北农大

本报讯 （记者 周红松）

日前， 河北省政府与农业部签署协

议， 共建河北农业大学。 省部共建旨在加快河北农业大学特色鲜

明教学研究型大学建设步伐， 为现代农业发展培养合格适用人

才， 为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太行山道路， 服务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

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据悉， 此次省部共建河北农大的主要内容包括： 以河北农业

大学为合作对象， 积极探索建立我国高等农业教育支撑和服务区

域农业和农村的有效机制； 巩固和强化该校农业学科的优势和特

色， 开展教育教学改革， 培养合格适用的农科人才， 探索建立有

特色、 高水平的高等农业教育发展模式等。

栏目主持人： 王强 欢迎院校投稿：

yxxw@edumail.com.cn

院校新闻

西安华西专修大学

为贫困生提供创业服务

本报讯

6月26日， 西安华西专修大学教育扶贫10周年

发布会上， 校长王明亮宣告华西大学创业学院成立， 2012

年秋季学院首届招生， 将与中国扶贫开发协会合作， 为全

国国家级贫困县每县提供10个招生名额， 学院新生将享受

学院与多家银行合作推行的全方位信贷助学政策， 完成大

学学业， 符合条件者可贷款30万—50万元实现自我创业。

据了解,创业学院首届招生将与一些知名企业合作， 采

取“2+1”、 “1+1” 的学制， 即在本校学习两年， 在企业

实训一年； 或在本校学习一年， 在企业实习一年。 学院将

聘请专业的创业成功人士为学生做创业方案的策划和指导。

10年来， 已有近10万名贫困学子从华西大学的信贷助学政

策中获益。 (

叶馨

)

广州超级计算中心

在中山大学揭牌

本报讯 （记者 赖红英 通讯

员 王卓）

广州超级计算中心揭牌

暨先导系统开通仪式近日在中山大

学举行。 中心将建设成为融高性能

计算、 海量数据处理、 信息智能服

务、 高端信息产业创新发展、 高级

人才聚集培养功能于一体的世界一

流的超算中心。

大连市首届职业院校

学生技能大赛启动

本报讯 （记者 刘立凯）

日前，

由大连市政府主办， 市教育局、 市

人社局、 市经信委、 市财政局、 市

总工会共同承办的大连市首届职业

院校学生技能大赛正式启动。

大赛是该市首次以市政府名义

设立的职业教育赛事， 总计有全市

67所职业院校8万多学生参与。

湖北工程学院新技术学院

第二课堂提升实践能力

本报讯 （通讯员 吴建 雷迪）

多年来， 湖北工程学

院新技术学院开展了形式多样、 卓有成效的社会实践活动，

第二课堂成为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的重要途径。

学院坚持开展大学生学术科技创新活动，以“挑战杯”为

龙头，以科研立项、学生参与教师科研项目、社会实践活动等

为载体，利用大学生实践创新基地等校内资源，充分发挥第

二课堂的独特优势，使大学生把课堂上学到的知识应用到实

践当中，在发现和解决问题中深化课堂教学效果。学院先后

打造了校园文化节、社团文化节等品牌文化活动；暑期还组

织学生深入偏远农村、革命老区，宣讲党的惠民政策、普及法

律常识，进行支教扫盲、文化课补习、社会调查等。

通过开展第二课堂， 学院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人才

培养方式。 近年来， 在院内外各类学生竞赛活动中， 共有

320余人次获奖。

“用好成绩迎接老师康复！”

“丽莉班”46名学生中考顺利结束

本报哈尔滨

6

月

27

日讯 （记者 曹曦）

今天下午3点， 随着

一声铃响， “最美女教师” 张丽莉所带的佳木斯第十九中学三年

级 （3） 班的46名学生顺利完成中考，“丽莉班” 的学生们纷纷表

示， 中考状态很好，大家会以好成绩来迎接丽莉老师康复归来。

25日第一科语文考试结束后， 张丽莉一直资助的张明硕走出

考场后说， 他感觉作文写得不错。 他说， 其实以前他的语文成绩

并不是很理想， 尤其是作文写得很一般， 张丽莉老师很耐心地帮

他修改、 点评， 还帮着他补习语文基础知识、 “在张丽莉老师的

帮助下， 我的语文成绩有了很大的提高， 在考试前就很有信心。”

这次中考作文题目是“心灵的珍藏”， 很多学生都在考卷上写下

“张丽莉老师” 这个名字。 他们说： “张丽莉老师是我们的榜样，

她的行为和精神是我们心灵中永远值得珍藏的财富， 我们不仅要

把张丽莉老师写在考卷上， 还要把她的伟大刻在心灵里。”

这三天， 张丽莉一直关注着中考， 每天通过电视了解消息，

让家人问学校学生们的考试情况。 张老师的爱人李梓烨说， 今天

他和十九中巩校长通电话了， 巩校长让他转告丽莉， “丽莉班”

的学生考试都很顺利， 相信他们一定会以优异的成绩回报老师。

目前， 张丽莉老师病情平稳， 情绪乐观， 手术后大面积植皮

成活良好， 上肢力量康复训练稳步进行。

成都招募2516名

大学生服务基层

本报讯 （记者 刘磊 ）

日前，

记者从成都市人社局获悉， 今年成

都市将招募2516名大学生志愿者到

城乡基层从事志愿服务。 其中1882

名到村 （社区） 和基层就业社保服

务站服务、 450名“支教”、 184名

“支医”。 据悉， 招募不限专业， 对

涉农和基层文化建设方面的人才需

求量较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