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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奉新：“感受中医魅力”活动进行时
江西省奉新县中小学近日组织开展了一次“认识中草药，感受中医魅力”的主题课外社会实践活动，以增强学生对

传统文化的兴趣。图为该县第四小学学生在药房参观学习认药、抓药、称药。（曾冯发/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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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中小学开展“崇尚英雄 精忠报国”主题班会

在孩子心中播下在孩子心中播下““英雄种子英雄种子””

特别关注

“教育新闻人”在行动

英雄，是危难时刻挺身而出；英

雄，是平常日子鞠躬尽瘁；英雄，是普

通人拥有一颗伟大的心。英雄的故

事和精神，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强大力

量。日前，全国中小学开展“崇尚英

雄 精忠报国”主题班会，掀起一股致

敬英雄的学习热潮。

5月25日，北京市八一学校。

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原

副部长、博士生导师罗援少将来了。

这位有着“铁血军人”称号的将军为

学生动情地讲述英雄故事。一个个

崇尚英雄、捍卫英雄的感人故事，深

深感染了课堂上的学生。

中国太空漫步第一人“航天英

雄”翟志刚少将来了。身为航天英

雄，他向师生介绍了航天员训练的过

程，成为一名合格的航天员要经历超

重耐力适应性训练、前庭功能训练、

失重飞机飞行训练、血液重新分布适

应性训练、噪声体验、飞船着陆冲击

体验、振动体验、心理训练等。

“之前我的心中一直有一个疑问

‘何为英雄’，也一直觉得英雄离我们

很遥远。今天，在这堂班会上我找到

了答案。英雄，原来就是普通人拥有

一颗伟大的心”。

“今天听了罗将军和翟叔叔的分

享后，我收获特别大！作为新时代的

中学生，我们应该学习英雄精神，弘

扬英雄品质，做中华民族的栋梁”。

两位时代英雄讲述的故事，让学

生感触良多。

千里之外的甘肃省华池县列宁

小学，英雄的故事也在课堂上流传。

“1935 年，陕甘边赤卫军队长梅

生贵为掩护同伴，只身一人用仅有

的 8 颗子弹狙击敌人，直到子弹用

光，不幸被俘。面对敌人的严刑逼

供，梅生贵誓死不从，牺牲时年仅 33

岁……”讲述这段故事的是梅生贵

的孙子梅建顺。在他看来，“爷爷的

牺牲是伟大的，很光荣”。台下的学

生听得也是眼眶湿润，他们告诉梅

建顺，“梅生贵爷爷的爱国精神值得

我们用心去学”。

在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革命

先烈董存瑞的妹妹、80岁高龄的董存

梅来了，与全校师生一起表达对英雄

的缅怀；在郑州市二七区陇西小学，五

十中队在二七纪念塔开展活动，队员

们通过表演课本剧《金色的鱼钩》重现

革命故事，让队员们感受战争年代的

艰辛；在成都市大邑县晋原初中，学校

启动“穿越横山岗·重走长征路”教育

实践活动，学生重走 32公里长征路，

站岗放哨，体验红军生活，并在红军烈

士墓前祭奠，表达缅怀之情……一场

场传播英雄火种的班会课，在中华大

地如火如荼进行着。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

雄！”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多个场合表

达对英雄的崇敬，号召全社会崇尚英

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

英雄需要被纪念，英雄精神更需

要代代传递。

你的身边有英雄吗？在列宁小

学，党的十九大代表王雅丽告诉孩子

们，英雄不只是指战争年代做出惊天动

地大事的人，和平年代也需要英雄。战

争年代，英雄是战场上的勇士，浴血奋

战就是精忠报国；和平年代，英雄是岗

位上的楷模，兢兢业业就是精忠报国。

“崇尚英雄”并不是要让孩子去

做“力所不能及”的事，而是教导他们

从小拥有远大志向、宝贵勇气和拼搏

精神。明白了这些道理的学生，纷纷

举手分享“我身边的英雄”故事。有

辛苦工作、出差很久才能见一面的爸

爸；有春节期间仍坚守岗位在外执勤

的警察舅舅；有细心照顾村里受伤伯

伯的爸爸妈妈……

一场班会虽然短暂，但“崇尚英

雄 精忠报国”的种子却深深地种在

学生们的心田里。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颗种子将在他们幼小稚嫩的心里

发芽、开花，伴随他们长大。

“作为青少年德育的主阵地，学校

应该让英雄人物有血有肉，不断创新

教育形式，从小让孩子心中有榜样，立

下长远的志向。”北京实验二小永定

分校校长宋茂盛说，这样的英雄主义

教育，才能真正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真正弘扬历史英雄精神。

（本报记者 黄浩 综合报道）

全国研学旅行教育融合与传
播研讨会举行

本报讯 “有人问我 89岁依然健

朗的秘诀是什么，我会说这是年轻时

参加各种活动充分锻炼的结果。”日

前，全国研学旅行教育融合与传播研

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北京师范

大学资深教授顾明远特别肯定了研学

旅行的深远意义。在这场由北京师范

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光明日报《教育

家》杂志社、光明日报《留学》杂志社、

光明网联合举办的研讨会上，与会嘉

宾表示，研学旅行充分继承和发展了

我国传统游学“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的教育理念和人文精神，通过学校与

社会互联，根据区域特色、学生年龄特

点和各学科教学内容需要，组织学生

通过集体旅行、集中食宿方式走出校

园，在与平常不同的生活中拓展视野、

丰富知识，加深与自然和文化的亲近

感，增加对集体生活方式和社会公共

道德的体验，这种方式将成为积极探

索素质教育的新范式。与此同时，

“2018 寻找全国最美研学旅行教育基

地暨十佳课程征集活动”在会上正式

启动。 （师闻）

“游戏点燃课堂生命”引发专
家热议

本报讯（记者 褚清源）为推进游

戏化教学成果交流，创新教与学方式，

日前，由中国教育技术协会教育游戏

专业委员会主办，重庆市大足区教育

委员会承办的“2018 年全国游戏化教

学优课展评活动暨校长论坛”举行，来

自境内及港台地区的高校教育科研机

构、教育部门、中小学校等单位的 300

余名代表参加了此次活动。原西南大

学常务副校长宋乃庆在会上做了《数

学游戏发展学生学习兴趣的研究》报

告，重点阐述了数学游戏发展学生数

学学习兴趣的重要意义；北京大学教

育学院副院长尚俊杰从学习科学的角

度阐释了游戏化学习的科学性，结合

现实生活中小学生学习兴趣不足，说

明了游戏化教学是一种可以让学生学

习更轻松、更快乐、更有积极性的教学

方式。会上还举行了游戏化教学先锋

校长论坛。

中央美术学院附属实验学校
揭牌

本报讯（记者 梁颖宁）日前，中央

美术学院附属实验学校揭牌仪式举

行。北京市教委委员冯洪荣、中央美

术学院党委书记高洪、北京市朝阳区

教委主任肖汶等参加了该仪式。中央

美术学院附属实验学校是朝阳区教委

与中央美术学院合作、由中央美术学

院承办的十二年一贯制公立美术特色

示范学校和中小学素质教育示范学

校，也是北京市艺术教育特色学校、北

京市学校文化建设示范学校。学校一

校三址办学，分高中校区、初中校区、

小学校区，现有 56 个教学班，在校师

生1800余人。据了解，该校是以北京

青年政治学院附属中学为基础，整合

北京市电气工程学校大山子校区和大

山子第二小学成立的。

国音实验学校举办金帆民乐
团专场音乐会

本报讯（记者 宋鸽） 近日，为了

践行《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

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展示学校艺术教育成果，中国

音乐学院附属北京实验学校金帆民乐

团在中央民族乐团音乐厅举办“梦想

起航，放飞希望”专场音乐会。北京相

关市区领导、民乐界嘉宾、学校师生等

500余人观看了演出。

音乐会以民乐名曲《龙腾虎跃》开

场，其欢腾奔放的旋律表达了喜悦和

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随后，一曲曲

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在二胡、琵琶、扬

琴、中阮、古筝、笛子等传统乐器的演

奏下，焕发出别样的艺术魅力。孩子

们熟练的技艺，让大家对学校艺术教

育有了更深的认识。

未来教育是创新的教育
——中国教育创新峰会科技教育与创新素养专题研讨会举行

日前，“中国教育创新峰会科技

教育与创新素养”专题研讨会暨“中

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2018

公众科学日”活动在深圳举行。本次

会议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创新

研究院联合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

术研究院、深圳市南山区教育局主

办，由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

院实验学校承办。

“问题解决能力缺乏是目前中国

基础教育的突出现状。”国家督学、北

师大中国教育创新研究院院长刘坚

表示，这也正是北师大中国教育创新

研究院首次提出“21 世纪核心素养

‘5C模型’”的原因。“5C模型”包括文

化理解与传承、审辩思维、创新、沟

通、合作共五个方面。其中，创新是

素养发展的最高级形式。

“目前对于创新素养的培养存

在两种误解。一是把创新素养教育

独立于国家课程之外，二是认为创

新素养是少数特优生的专利。”刘坚

指出，事实上，创新素养教育比任何

一门课程都重要，创新素养的培养

需要落实在学校所有课程的日常教

育教学中，所有教师都有责任培养

学生的创新素养。“同时，创新需要

先进文化的滋养。只有民主、平等、

对话、协商的文化，才能滋养出善

良、尊严、独立和创造性等品质。而

新课程的重要使命，就是播撒文化

的种子。”刘坚说。

“青少年创新素养的培养模式需

要实施创造性教学、构建创造性课

程、培养创造性教师、整合创造性资

源、营造创造性文化。”陕西师范大学

教授、小学科学课程标准修订专家组

副组长胡卫平建议，要从培养学生、

培养人的视角考虑创造性课程建设，

“比如课程设计要有科学依据，是阶

梯式、有计划、系统地培养学生创新

能力；课程要重视学生素养的培养，

而不是单纯的活动体验；课程要充分

考虑学生已有的基础”。

深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叶

文梓介绍了深圳在创新教育方面的

探索。他认为，未来时代是创新的时

代，未来教育是创新的教育。“创新教

育是面向每个孩子的，要保护好孩子

的创新天赋，并引导他们过一种创新

的生活。所以，未来教育要从‘成功

教育’向‘幸福教育’转型发展，要在

突破学习方式局限、重构校园学习空

间、发挥技术革命作用等方面发力。”

叶文梓说。

“打破常规、突破权威，让学生乐

于自主探究才是教育的追求。”广西

师范大学科学教育研究所所长罗星

凯强调，要关注学生的爱好，让学习

变得有趣，永葆好奇心；同时，还要在

科技创新教育、STEM 教育热潮中进

行冷思考：我们的初心是否依然还

在？如何保持我们的初心？这些观

点引起与会者共鸣。

会议期间，与会代表还参观了深

圳市南山区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

术研究院实验学校的心理梦工厂、智

能制造实验室、机器人创新实验室等

高端实验室，并与生命科学与医学、

精密工程与机器人等领域的科研成

果亲密接触，听科研人员讲解 MRI

（核磁成像技术）、人造视网膜、生物

3D打印卵巢等前沿科学技术。

□通讯员 甘秋玲

（上接1版）

张爱环为此邀请学校相关领域

专家，为果农讲授果树病虫害防治知

识和先进的种植技术，手把手进行杏

树栽培与修剪技术培训，现场解答农

民提出的问题，有针对性地为果农送

去果树管理书籍和病虫害检测仪器

设备。

不仅如此，植保教师党支部为北

寨村党支部开通了咨询电话与网络

咨询平台。一次，北寨村大面积待成

熟的杏果表面出现了“疤痕”，接到电

话后，植保党支部教师带领学生及时

核实病状，查找问题，提出救治方案，

使红杏病害得到了有效缓解。

几年来，北寨村红杏种植面积由

几千亩迅速发展到1万亩，年产优质红

杏100万斤，直接收入达到350多万元，

北寨村因此有了“红杏第一村”的美誉。

在北京农学院党委书记杨军看

来，这才是发挥专业技术优势真正践

行学校“把论文写在京郊大地上、把成

果凝结在农民收获里”的社会承诺。

发挥“头雁”引领示范效应

如何破解长期困扰高校的党务

和业务“两张皮”问题，实施高校教师

党支部书记“双带头人”培育工程成

为重中之重。

什么样的人能够肩负起学科带

头人、党支部书记的重任，成为名副

其实的“双带头人”？

在中国农业大学，我们从学生、

教师口中都听到了中国工程院院士、

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党委委员康绍

忠的名字。

在一次去甘肃省民勤县的考察

过程中，康绍忠发现，这里土地龟

裂、极度缺水，村民们因没有水而纷

纷逃离。

2007年，中国农业大学石羊河实

验站正式落地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

东河乡王景寨，实验、生活条件都很

差，但康绍忠和他的团队成员克服了

种种困难，在这里建立了石羊河实验

站临时党支部。

在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牛俊的

回忆中，实验站初建时，没有公用房，

没有自来水，大家就和当地村民一起

住在简陋的小平房，自己拉车取水做

饭睡土炕，至于吃发酸的馒头、攀爬

几十米深的水井，更是家常便饭。

“康绍忠院士经常在团队里告诉

大家，科研成果最终能在生产实践中

得以应用，才能让最基层的农民兄弟

受益。他特别强调，农业科技工作者

要有扎根农村、服务农业、心系农民

的担当与志向。这一点让我特别佩

服。”牛俊说。

“康绍忠院士作为‘党建带头人’

和‘学科带头人’，既培养学生科研能

力，又深抓党建。”在中国农业大学水

利与土木工程学院党委书记沈立峰

看来，“康绍忠院士也下田，常带领学

生在田间地头推动节水，定期开展党

建活动，这就是一种言传身教”。

11 年时间，石羊河实验站临时

党支部换了一茬又一茬人，但那股

精气神依然存在。用中国农业大学

硕士研究生、曾任石羊河实验站临

时党支部书记史碧娇的话说，“每去

一次，重走老师们曾经走过的路，看

着那些曾经寸草不生的地方变成绿

洲，置身其中了解老师坚守的节水

事业，感觉自己特别有成就感”。

在各高校，像康绍忠这样的“双带

头人”不是孤例。在清华大学机械工程

系，教师支部书记全部具有高级职称，

40%由教授担任，其中摩擦学研究所党

支部书记就是由长江学者周明教授担

任。在华中师范大学化学学院，物理化

学研究所党支部“双带头人”比例达到

100%，2012年以来有数十位党支部书

记晋升为院长、副院长，支部书记成为

在教师中受尊重、被羡慕的群体。

创新党建打出组合拳

“完善党建工作体制机制、提升

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我们要打出一

套组合拳。”教育部思政司司长张东

刚在日前教育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上这样说。

如何打出组合拳，各地高校八仙

过海、各显神通。

北京农学院党委每年安排 20 万

元专项经费作为基层党支部开展“双

百对接”活动的基本经费保障。对

“双百对接”优秀项目进行评选表彰，

及时巩固对接活动的阶段性成果，发

挥典型示范作用。学校还建立了农

业技术推广教授制度，为落实北京市

“京校十条”政策制定了“北农六条”，

支持教师将科研成果直接在企业进

行转化。

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支部的

研究生党员在实践中探索建立了“十

个一”模式，即一位研究生党员“驻一

个科技小院、办一所农民田间学校、

培养一批科技农民、研究一项技术、

建立一个示范方案、发展一个农业产

业、推动一村经济发展、辐射影响一

个乡镇、完成一篇论文、组织好一系

列活动”，以此创新党建工作模式。

北京林业大学把编制《党的建设

质量标准》作为突破口，构建起“标准+

责任”的工作体系，确定32个党建责任

主体，建立责任考评、正向激励、责任追

究制度，探索“触及思想灵魂”的党课模

式，组织基层党支部探索形成沙龙式、

盲评式、论辩式、演讲式、论坛式、主讲

主问主评式、体验式、分享式等8种稳

定成型的党课新模式，实现“让有意义

的事有意思有价值”的目标。

“教育部将从三个方面持续发

力：一是聚焦体制机制攻坚，二是聚

焦提升组织力攻坚，三是聚焦教师支

部建设攻坚。”谈及新时代高校基层

党建工作质量提升的下一步打算，张

东刚强调说。

改革深下去 党建活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