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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新闻人”在行动
中国教师报香山会馆教育新闻人俱乐部，诚邀读者网上注册，成为我们的特约通讯员和通讯员。 这里是每个教育人的舞台。 详情请见 http://bbs.chinateacher.com.cn。

茛图片新闻

3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国内新闻 主编：翟晋玉 电话：010-82296669 投稿信箱：zgjsbbjzx@21cn.com 美编：梁颖宁 投稿信箱：zgjsbys@163.com 2012．10.31

中国教育
新 闻 榜

筅一周榜首新闻

小小学校供餐
事关国家未来
刊载媒体：中国青年报
上榜理由：实施以健康和教育为

主的儿童早期发展政策是回报率最
高的人力资本投资 ， 这已经成为全
球共识。 消除儿童贫困，保障学校供
餐 ，改善儿童营养 ，事关国家和民族
的未来。

在自然条件艰苦的中国农牧区 ，
学校免费供餐除了保证学生的营养
和健康以外， 还能大大降低辍学率。
其实，这一规律在全球其他先行实行
“学校供餐计划” 的发展中国家早就
得到过反复证明。

世界粮食计划署 （WFP）对撒哈
拉沙漠以南 32 个国家 4000 所小学的
调查表明：在提供学校供餐援助第一
年， 女童的净入学率提高了 28%，男
童的净入学率提高了 22%。 印度的午
餐项目（MDM）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
的学校供餐计划， 基本覆盖全国，相
关的评估分析表明 ，在实施 “学校供
餐计划 ”项目的学校里 ，女童就学的
比 例 比 未 实 施 此 项 目 的 学 校 高 出
15%。

世界粮食计划署总部政策法规
司学校供餐政策处专家卡门·布尔巴
诺女士和其他专家意外发现 ，“学校
供餐计划” 还为促进儿童健康成长、
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带来了一系列彼
此相关联的正效应：

让孩子吃饱吃好，改善儿童的营
养水平———能够给学生带来健康的
体魄———帮助学生养成初步的卫生
习惯———了解基本的营养知识与健
康的生活方式———提高了学生的入
学率和出勤率———提高了学习的能
力和学业成绩———增强自尊心和自
信心———锻炼多方面的能力以应对
未来的挑战和竞争———对贫困家庭
起到了有效的减贫作用———给地方
农户创造了稳定的增收机会，等等。

在回答记者 “重新思考了什么 ”
这个问题时， 卡门·布尔巴诺严肃地
说 ：“我们从 ‘可持续发展 ’的角度重
新思考‘学校供餐计划’的意义，把该
项目与儿童的健康、 发展和教育，与
地方经济的发展，与社会救助网络的
建立，与一个国家的长远发展和未来
发展统统联系起来了。 这是一个全新
的角度，我们所希望传达的最重要的
信息是要想把学校供餐计划转变为
可持续发展的国家项目，必须将它纳
入到国家的政策和计划之中去。 ”

的确 ，靠一人之力 、少数社会组
织之力，都无法承担所有孩子的营养
开支和教育问题，只有政府才能担当
起这重要的责任。 拥有世界最多儿童
人口并处于社会转型阶段的中国正
在为这样一个目标奋起直追。

2011 年 10 月 ，中国政府正式推
出了 “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
计划 ”， 由国家出资 160 亿元对 11
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和 3 个享受特
殊政策的地区共计 699 个县的 2600
万学生提供校园餐 ， 加上接受社会
资助的 700 万学生 ， 中国目前享用
“营养午餐 ”的学生人数已迅速升至
世界第三 ，占全球总数的 1/10。最近
来中国进行实地考察的世界粮食计
划署 、 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专家
学者 ， 对中国政府在较短的时间内
成功地覆盖了数量如此之多的贫困
儿童的行动和成绩非常称赞 ，“在表
明政府责任的同时 ， 充分证明了中
国政府的高效率 ”。

编辑点评 ：近年来 ，中国政府在
为贫困儿童提供免费营养餐方面的
努力和成绩值得肯定。 当然，我们还
必须看到，处于入学适龄阶段的贫困
儿童数量巨大，改善儿童营养依然任
重道远。 期待更多的利好政策出台。

全国课改名家天津中学论道
教育

本报讯 10 月 21~22 日，由中国教师
报、天津市教育委员会、天津市教育科学研
究院联合主办的 “全国不同风格与流派课
改名家论坛暨天津中学国赫孚校长 ‘实践
教育’办学思想研讨会”在天津中学举行，
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副主任
曹志祥、天津市教育委员会主任靳润成、中
国教师报总编辑雷振海等出席开幕式，来
自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山东等省市的千
余名课改专家及校长、教师代表参会。

会议中， 来自全国各地的名师及天津
中学教师代表共展示 80 余节展示课，全景
呈现我国不同风格与流派的课堂教学，以
及天津中学近几年来的教育教学成果。

（聂成华）

重庆市教委举办“减负提质”专
家报告会

本报讯 10 月 22 日， 由重庆市教育
委员会主办的义务教育“减负提质”专家报
告会在重庆市北部新区礼嘉中学学术报告
厅举行。 大会邀请全国知名教育专家冯恩
洪作“减轻学生负担，提高教育质量”专题
报告。

本次报告会以“推进素质教育，提高教
育质量”为主题，旨在通过专家报告会的形
式，就义务教育“减负提质”的背景、意义、
要求、措施等进行详细论述和科学解读。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主任周旭、 副主任
钟燕， 重庆市北部新区管委会副主任陈昌
明等出席会议。 （王娜）

河南省洛阳市举办高中课堂教
学改革现场会

本报讯 10 月 25 日， 河南省洛阳市
2012 年高中课堂教学改革现场会在洛阳
市栾川一高举行，来自全市 65 所高中的学
校代表、各县区教育局局长、教研室主任等
出席会议。

与会代表先是深入栾川一高教室随堂
听课， 随后到教师备课室观摩说课议课活
动， 并与该校教师面对面交流探讨课改经
验。 栾川一高校长王留鉴向与会代表全面
介绍了学校课堂教学改革的过程和经验，
然后与会代表分组展开讨论交流。最后，洛
阳市教育局副局长韩经权充分肯定了栾川
一高的课改实践成果， 号召全市教育战线
以栾川一高为榜样，积极投身教研教改，推
进高中课改的不断深化。

栾川一高近年来在实践中探索出了
“诱思探究二五二”课改模式，制定了具有
栾川县第一高级中学教学特色的 “说课议
课”制度，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10 月 24

日，本报曾以《课改就是教育生产力》为题，
对该校的课改经验进行了报道。 （褚清源）

特殊教育教师在郑州师范学院
接受“国培”

本报讯 10 月 26 日， 来自全国各地
从事聋教育的 100 名特殊教育骨干教师汇
聚郑州师范学院， 参加为期 10 天的 “国
培”。 本次培训安排了特教名家报告，培训
内容涉及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化成长、 高效
教学、 德育研究等。 本次培训采用专家讲
座、问题研讨、案例教学、小组互动交流等
形式。

据悉，“国培计划 ”（2012）———特殊教
育骨干教师培训项目将对全国 1000 名特
殊教育骨干教师进行为期 10 天（60 学时）
的集中培训。 通过对从事盲教育、聋教育、
培智教育等不同类别的特殊教育骨干教师
分专业、分期进行有针对性的专题培训，提
高特殊教育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 促进教
师专业化发展。 （通讯员 秦艳华）

台湾台北市小学数学辅导团访
问天津

本报讯 近日， 为加强津台教育的交
流合作， 台湾台北市小学数学领域辅导团
一行 16 人，来到天津市红桥区访问交流。

台北市小学数学领域辅导团一行考察
了红桥区小学数学课程规划及教学特色，
观摩了首批未来教育家奠基工程学员、数
学特级教师徐长青的数学课， 并与徐长青
工作室成员探讨了促进数学教师专业学习
社群运作与发展的策略。 双方就共同关心
的一些教育改革问题进行了交流座谈，并
表示将进一步加强交流与合作， 建立更多
的沟通渠道，推动两地教育事业共同发展。

（于京平）

北京市海淀区举行第八届智能
控制知识竞赛

本报讯 10 月 28 日， 由北京市海淀
区教育委员会、 北京市海淀区科协主办的
北京市海淀区第八届中小学生智能控制
（单片机） 知识竞赛在海淀区永泰小学举
行。来自海淀区小学、初中、高中 89 所学校
的 1441 名学生参加比赛，分别进行了中小
学编程、团体接力、太空运矿、中小学智能
设计、 中小学智能识别、 作品等项目的比
赛。 目前永泰小学已成功举办了 3 届北京
市海淀区中小学生智能控制（单片机）知识
竞赛。 （方祥华）

陕西省麟游县：举办高效课堂示
范校总结提升研讨会

本报讯 10 月 24~25 日，陕西省麟游
县教体局邀请了全国十佳校长、 原兖州一
中校长杜金山和上海市浦东新区园丁奖获
得者、数学课优质课一等奖获得者、金苹果

学校校长助理蒋冬梅
两位专家深入镇头中
学、 两亭中学进行了
现场“会诊”。 针对麟
游县高效课堂教改实
验面临的困境和亟待
解决的问题，从课堂改
革的定位和高效课堂
的意义、 评价标准、操
作方法等方面，通过鲜
活的案例、故事进行了
讲解，并提出了建设性
的改进意见。

本次活动是今年
麟游县继 “九成宫之
春”全国课改名师报告
会、“课改中国行”大型
公益宣讲活动之后举
办的第三次大型活动。
（特约通讯员 关瑞锋）

山东省肥城市：举办中小学教师
现场课件制作比赛

本报讯 10 月 27 日， 山东省肥城市
教育局举办了 2012 年全市中小学教师现
场课件制作比赛。 旨在进一步提高多媒体
设备使用效率和水平， 促进教育技术在学
科教学中的应用， 提升教师信息技术与学
科课程的整合能力。

肥城市教育局组织专家评委对参赛作
品进行评选，评委异地聘请。评选时参赛人
员对自己制作的课件进行讲解， 时间 5 分
钟， 评委根据参赛人员笔试成绩和操作成
绩，分中学组、小学组从高到低进行排序并
张榜公布。 （特约通讯员 孙松波）

湖南省南县：
600教师课改拼比武

本报讯 日前， 湖南省南县各中心学
校和县属学校 600 余名教师进行全方位课
改 “PK”赛 ，掀起新一轮教育科研探讨热
潮。

比赛现场， 每位教师都能积极准备，
主动请教其他教师 ，深入研讨教学设计 ，
形成了互帮 、 互助 、 共同研讨的活动氛
围 ， 课堂教学在交互碰撞中产生一个个
灵感的火花 。 PK 对抗赛将持续到 11 月
上旬结束。

近年来，该县各校突出教育教学中心，
走内涵式发展之路， 大力推进课堂教学改
革，教育教学质量加速提升。 目前，全县各
校全部实施课改， 形成了区域性推进 “疑
悟”课堂教学大框架的基本模式和特色。

（通讯员 王刚）

浙江省杭州启正中学：
电子白板互动式教学

本报讯 10 月 29 日， 杭州启正中学
微格教室进行了下城区优质课评选活动，
来自全区的 10 位教师各领风骚，不少教师
巧妙地使用了该校刚引进的电子白板，上
出了直观生动的信息技术整合课。

据介绍， 电子白板既可以像传统的黑
板一样任教师随意涂写勾画， 也可以满足
多媒体教学的各项要求。 教师可以通过电
子白板增加教学的视觉效果， 还可以利用
电子白板操作系统中的某些功能， 使知识
与概念的讲解和演示更加清晰明了， 可以
说它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兼具了传统的黑板
教学和多媒体教学的优势。

（通讯员 庄荣生）

河北省广平县南韩村中心校：
关注留守儿童心理健康

本报讯 近日， 在河北省广平县欣澄
希望小学新落成的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活动
室里，20 多名留守儿童正聚精会神地阅读
着儿童科普读物……这是该校开展留守儿
童心理健康教育活动的一个缩影。

据了解，为提高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
水平，该县南韩村中心校在所辖欣澄希望
小学、 南韩村小学等 3 所学校， 建成了 3
个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活动室。 每个活动室
配备 1500 多册图书 、200 多件文体器材 、
数十盒儿童音像制品，还配有电视、电脑、
乒乓球桌等设施。 心理辅导教师结合留守
儿童的学习和生活实际， 利用课余时间，
定期给他们上心理健康教育课，并就常见
的性格 、心理 、生理方面的共性现象和问
题加以疏导， 帮助他们消除心理困惑，促
进心理健康。 （通讯员 商利敏）

江西省峡江县马埠镇中心小学：
搅动村小教改神经

本报讯 10 月 25~26 日，江西省峡江

县马埠镇中心小学利用送课下村小活动，
搅动村小教师教改神经， 引领村小教研方
向，促进村小教研活动。

村小教师弱化、老化，教研活动不是流
于形式，就是处于瘫痪状态，在很大程度上
制约着基础教育质量的整体提升。 如何提
高村小教师整体素质， 真正让村小教研活
动有效地进行下去？ 峡江县马埠镇中心小
学选派教学骨干，把高效、优质的课堂送到
了全镇每所村小， 把新的教学理念和教育
前沿信息送到了村小每位教师的心中。

（通讯员 边经陶）

浙江省浦江县礼张小学：
走进田野大课堂

本报讯 为使外来民工子弟也能在第
二故乡体味和享受到多姿多彩的农村生
活，10 月 26 日，浙江省浦江县礼张小学的
教师领着全校 40 多名外来民工子弟一起
走进田野，让他们来到田间地头寻找秋天，
识别农作物。

学生们在教师的指导下饶有兴致地观
察迎风绽放的荞麦花，体验“荞麦花开白雪
香”的真实意境；挂在果树上的丝瓜足足有
1.5 米长， 让孩子们见识了什么是神奇；在
秋天也能看到悄然开放的梨花， 使孩子们
知道了什么是不可思议； 教师还给学生们
介绍了他们从未见过的小米， 让他们体会
农民种植粮食的不易。 （通讯员 沈建中）

甘肃省酒泉第五中学：
举行 2012年秋季球类运动会

本报讯 10 月 26 日， 酒泉第五中学
2012 秋季球类运动会开赛。 整个活动将历
时 3 个教学周，设有篮球、乒乓球为比赛项
目， 主要利用每周的学生自主活动时间开
展比赛，比赛项目有 7 年级乒乓球团体赛、
8 年级篮球对抗赛、9 年级篮球联赛， 以及
部分教工篮球比赛项目等。

运动会本着安全参与、文明参与、规范
参与的原则，凸显“更快、更高、更强”和“团
结、友谊、进步”的体育运动精神，让师生享
受阳光运动的快乐， 丰富师生的校园文化
生活。 （通讯员 刘锡邦）

黑龙江省密山市兴凯湖乡中心
学校：名优教师下乡送课

本报讯 10 月 26 日， 黑龙江省密山
市幼儿名优教师送教下乡活动在兴凯湖乡
中心学校幼儿园拉开帷幕， 来自密山市进
修学校初教部的教研员和名优教师， 以及
与会幼儿园长、教师共 20 余人参加了此次
活动。

送课教师的示范课精彩纷呈， 有较强
的可操作性， 为幼儿教师起到了很好的示
范和引领作用，受到与会教师的一致好评。
此次送课下乡活动， 既为农村幼儿园送来
了高效的优质课， 同时也加强了学校之间
的交流合作, 为提高幼儿教师的专业水平
搭建了一个和谐、宽松的平台，让与会教师
们能最直接、 最深刻地感受高效课堂的魅
力，获得富有实效的教学方法。

（通讯员 孙长金）

安徽省望江县高士中心学校：
翰墨文化走进学生生活

本报讯 为了让翰墨文化走进学生的
生活， 安徽省望江县高士中心学校日前开
始开设书法兴趣小组，每周二、周四下午举
行书法学习。

近年来，随着电脑的大量普及，越来越
多的人提笔忘字。根据《义务教育语文新课
程标准》的要求，书写自小学一、二年级始，
务要抓紧、抓实，在此前提下，从宏观的角
度出发，该校将书法兴趣小组开办起来，想
借此东风，提高学生对书写的认识，让翰墨
文化走进校园，走近学生。

（通讯员 张柳斌）

筅校园新闻

� 10 月 26 日，北京市海淀区翠微小学在中华世纪坛举办
“妙墨凝翠 微志丹青”教师作品展。 此次书画展，共展出了该
校金帆书画院 12 位教师的书画作品 100 余件。据悉，金帆书
画院是北京市中小学美术教育一流社团的重要标志，翠微小
学 2000 年就已经获得这一称号。

房 萍/文 本报记者 王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