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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教育
从重视体育开始

刊载媒体：中国广播网、云南网
上榜理由：体育是学习和工作的基础。 然而多

年来， 体育在中国绝大多数中小学乃至大学都是
被轻视的，以致学生体质不断下降，甚至经常发生
学生晕倒在操场的情况。 将体育纳入高考综合考
评，能否改变这一现状，值得期待。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的《关
于进一步加强学校体育工作的若干意见》中称，要
积极探索在高中学业水平考试中增加体育科目的
做法，推进高考综合评价体系建设，有效发挥其对
增强学生体质的引导作用。

学生也有“三高” 身体素质不容乐观

在 2011 年的清华大学自主招生过程中，体能
测试首次作为选测项目出现。 清华是全国最重视
体育的高校之一， 在清华大学体育部副主任刘波
看来，清华有重视学生体质健康的传统，这次考试
的重要性在于向社会传递一种导向， 就是要重视
学生的体质健康， 清华要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
优秀人才。

然而，测试结果则出乎意料。 按照《国家学生
体质健康标准》，无人获得 90 分以上的优秀，获得
良好的考生仅占总人数的 7.8%，不及格（60 分以
下）考生占到六成以上，这还不包括另外一半没参
加体能测试的学生。

事实上， 近几年学生突然昏倒在操场的情况
经常出现。 长期观察教育行业的光明日报教育部
主任、高级记者汪大勇也慨叹，现在孩子们的身体
素质的确在下降：“一种信号出来， 现在的孩子身
体越来越差， 近视眼发病率越来越高， 学生也有
‘三高’了，初中生都高血压。 中日对比，日本的孩
子也长高了，中国孩子的身体越来越不行，未来怎
么竞争。 ”

体育或纳入高考 专家建议纳入平时成绩

《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体育工作的若干意见》
中也明确提到，总体上看，学校体育仍是教育工作
中的薄弱环节， 这些影响和制约了学生体质健康
水平的提升。

为从 2013 年起，教育部将按生源所在地分省
公布高校新生入学体质健康测试结果。 据了解，目
前，辽宁、安徽、江苏等多地已先后有将体育与健
康纳入学业水平考试的打算和做法。

昆明市政协常委、 昆明市政府教育咨询委员
会委员赵坚表示， 中小学生的体质近年来连续的
下降趋势已经不可否认， 所以把体育成绩纳入高
考总分具有积极意义。 高考具有很强的竞争性和
选拔性，如果体育成绩计入高考，就要注意到体育
成绩可能产生的影响。 这就要求制定行之有效的
体育成绩评价体系，做到公平公正公开，防止人为
因素对成绩的干扰。

此外， 体育成绩计入高考的目的在于提高人
们对学生体育锻炼和身体素质的关注度， 一定要
防止体育成绩计入高考总分的流于形式和应试
性。 现在初中升学水平考试中的体育测试一次性
完成，学生差异性微乎其微。 如果体育成绩纳入高
考，可以考虑将过程性考试和结果性考试结合，避
免增加一项考试而增加学生负担。

赵坚建议， 可以把学生平时体育锻炼和身体
素质提升的成绩作为大比例纳入， 避免冲刺性的
单一体育考试。

编辑点评：健全的精神寓于健康的身体，身体
病弱则心志不达。 改变中国教育， 从重视体育开
始！ 期待《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体育工作的若干意
见》的发布，能够引起教育行政部门的深入研究，
并落实相关举措， 使学校真正开始重视体育。 如
此，实为中国教育之幸。

为推进丰台教育快速发展，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北京
市丰台区教委拟面向全国公开招聘优秀教师。

一、招聘职位
中学各科教师

二、基本条件
1.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2.中学高级教师职称；3.原则

上年龄 45 周岁（含）以下；4.省级特级教师或省级学科带
头人。

引进人才须同时具备上述条件，荣获国家级以上学科
竞赛金牌教练或有其他特殊贡献的可适当放宽条件。

三、所享受的待遇
1.引进人员享受相应的特级教师工作津贴；在专业发

展方面享受经费资助。
2.按照有关规定为外省市引进人员及配偶、子女办理进

京手续；帮助解决子女入学问题，协助联系配偶工作调动；提
供优惠住房。

四、报名方式
详情请登录丰台教委引进办网站：
http://rencai.ftedu.gov.cn�

� � 电子邮箱：yjban@ftedu.gov.cn
� � 咨询电话：010—63899929
� � （本广告常年有效，请妥善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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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地江山连蜀楚，天钟神秀在西陵”。 因西陵峡而
得名的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 教育从优先发展到育人
为本，从改革创新到促进公平，从“均衡+规范+特色”
到率先迈进教育现代化，两年间，创建的西陵网校声名
鹊起，助推学生自主学习，成效显著。 湖北省教育信息
化发展中心副主任、 总工程师雷春给予了高度评价：
“以义务教育为重点的区域性网校，湖北仅此一家。 ”

“这里就是西陵网校的中枢。 ”在西陵区教育信息
技术中心，西陵区教育局长朱昌林对西陵网校进行了
解读，“西陵网校是全区师生通过在网上与课程同步
学习、同步交流，突破校园局限，让每一个学生享受到
优质教育，实现师生共同发展的一个平台，是学生自
主学习的帮手，教师教学的凭借，家校交流的纽带。 ”

宜昌市实验小学五年级学生王晓熟练地敲击键
盘，登录网校后，电脑屏幕上便自动显示出 “电子书
包”字样。 只见他轻点鼠标，打开“电子书包”，在线学

习的语文、数学、英语等学科直接显示出小学五年级
的学习内容和相关资源。 王晓介绍：“我以语文学习为
例，可自主点击电子教材、课文理解、在线课堂、在线
测试、拓展阅读、小小习作等栏目。 ”他呈现的“在线课
堂”上的教师并不是实验小学的老师，而是湖北省优
秀教师、西陵区外国语实验小学的陈琼老师。

西陵网校的“在线答疑”十分踊跃。 在“电子纸条”
专栏上，师生在线交流分为两大块，一块是学生自主
学习时的“师生、生生互动间”，另一块是“网络教研交
流间”。 当教师或学生打开电脑时，“电子讲义”或“电
子书包”中就会提示有留言，以提示访问的学生或教
师所提出的问题得到了回答。

为了解决部分学生家中没有电脑的困难，西陵每
所学校在门房都摆放有电脑，供学生自由使用，有的
学校在满足信息技术课堂教学需要的前提下，将剩余
电脑搬出电脑室，或设置专门的网络学习室，或利用

楼道设置专门的网络学习角、学习通道。 湖北省政协
主席杨松深入铁路坝小学调研，看到校园的教室楼梯
间、走道空旷处，随处可见电脑，学生可随时上网学
习，不禁感叹：“铁路坝小学外观很普通，走进一看却
很有内涵，处处充满现代教育气息。 ”

谈到区委、区政府对教育的重视与投入，西陵区
教育局副局长冯发柱深有感触：“没有领导们对教育
的高度重视，教育现代化只能是喊一喊。 ”区委书记周
青对西陵网校建设曾这样表态：“认准了的事，投入再
多也值。 ”区长宋涛上任不久，就专门召开教育办公
会，研究学校教育现代化建设问题。

两年时间，西陵区投入近 2000 万元，改造了教育
网络中心，建成了网校数学化演播室、视频教室、视频
网，完善了各学校网校终端平台，聘请了 278 名骨干
教师组建资源开发团队，确保“电子书包、电子讲义、
电子纸条、我的教研、视频网”等模块高质量运行。

宜昌西陵网校：助推学生自主学习
□ 谭长笙 程 勤

第二届福建省中小学教师论坛举行
本报讯 日前，2012 年福建社科界学术年会教育

分论坛暨第二届福建省中小学教师论坛举行，论坛由
福建省社科联主办，福建教育学院、福建省教育学会、
福建省陶行知研究会联合承办，省社科联领导、全省
中小学校长代表、陶行知研究会代表以及福建教育学
院教师代表共 300 多人参加了论坛。

论坛开幕式由福建教育学院余建辉院长主持，省
委教育工委常务副书记、教育厅副厅长郑传芳，省社
科联副主席谢孝荣， 福建省教育学会会长王豫生，福
建教育学院党委书记赵素文先后致辞。 同时，在此次
论坛征文活动中获奖的 30 位来自全省教师进修院校
和中小学的教师在开幕式上受到了表彰。 （周春华）

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
以“三化”带动教育现代化

本报讯 近日， 安徽省教育厅副厅长金燕和基教
处处长缪富国分别到谯城区进行调研， 先后实地考察
了谯城区亳州新二中、大杨镇中小学、张店乡中心小学
等学校，参观了学校多媒体教室、文化长廊、留守儿童
之家、图书室、活动室等。 对几所学校的建设工作给予
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对今后的学校发展提出了指导
性意见。

调研座谈会上，金燕赞赏谯城区委区政府的大手
笔建设，公办义务教育资源得到有效扩充，城乡校园
环境优美整洁、校园文化氛围浓厚，教学设施设备齐
全、素质教育蓬勃发展，尤其是全区学校标准化建设、
校园文化建设、学校信息化建设走在了全省前列。

（通讯员 王久春）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
高效课堂教学交流展示研讨会召开

本报讯 11 月 3 日，“天津滨海新区塘沽高效课
堂教学交流展示研讨会” 在天津市塘沽实验学校召
开，天津市滨海新区教育局副局长方华、滨海新区塘
沽管委会教育局副局长郝振宇等出席开幕式，来自滨
海新区塘沽、汉沽、大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地的 300
余名校长及教师代表参会。

会议中，山东省杜郎口中学副校长张代英作有关
高效课堂主题报告，杜郎口中学的 3 位优秀教师还与
滨海新区实验学校 3 名教师代表进行了同课异构。 此
次活动旨在立足于课堂的深入交流，共同探讨新课改

的路径与方法，助推天津市滨海新区教育发展及质量
的提升。 （于京平）

“强烈呼吁国家发行钓鱼岛邮票” 纪念
封面世

本报讯 10 月 20 日， 中国集邮未来学研究会、
（科学、影视、新闻、外邮）四方集邮联谊会、中国科学
院集邮协会、影视界集邮联谊会和首都新闻出版界集
邮联合会在北京召开“呼吁发行钓鱼岛邮票研讨会”，
会上郑重向国家邮政局和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发出《倡
议书》：希望我国邮政部门早日发行《钓鱼岛》特种邮
票一套两枚（分别为：1、疆域；2、风光。 建议其中：一枚
是国内邮资；一枚是国际邮资）。

中国集邮未来学研究会等 5 家集邮组织在研讨会
上认为，邮票是“国家的名片”，以发行“国家名片”的方
式进一步宣示国家主权， 加强国防教育， 展示民族精
神，捍卫神圣领土是非常必要和极其庄重的事情。

中国集邮未来学研究会等 5 家集邮组织在会上，
将《倡议书》当场转交我国相关邮政部门。 同日，四方
集邮联谊会和中国集邮未来学研究会制作的“强烈呼
吁国家发行钓鱼岛邮票”纪念封面世。 （顾雪林）

天津市津南区：“梦想课程”为教师启梦
本报讯 10 月 26 日，由天津市津南区教育局、上

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主办，津南区双港小学承办的
“2012 年天津市津南区‘梦想课程’教师培训活动”在
津举行。 津南区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赵刚，上海真爱
梦想公益基金会业务发展部总监胡斌等出席启动仪
式，来自北京、内蒙古、四川、贵州、深圳等地区的 100
余人参与培训。

启动仪式上，津南区北闸口第二小学、小站第三
小学、高庄子小学、咸水沽第五小学、双港小学等 5 所
学校成为“真爱梦想中心”学校。 培训中，上海真爱梦
想公益基金会的优秀校长和种子教师结合 “梦想课
程”理论，进行了智慧分享。 （马成）

北京市石景山区爱乐实验小学：
引领爱乐教育

本报讯 11 月 2 日，北京市石景山区爱乐实验小
学召开“爱乐教育引领 生本课堂践行———2012 年走
进百姓身边的爱乐实验小学”现场会。 石景山区人大
常委会教科文卫工作委员会主任杨文刚、区教育委员

会副主任于秀云等，以及社区相关人员和部分学生家
长参加会议。 音乐课是该校的特色课程，教师在音乐
课中运用孩子们所熟悉的语言、节奏、动作、舞蹈以及
生活中的各种声源等音乐元素， 进行音乐素质的训
练。 通过游戏的方式，发展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周翠翠）

湖北省宜城市流水中学：
掀起交互式电子白板教学热潮

本报讯 日前，流水中学教师自发掀起交互式电子
白板教学热潮，全校教师都把电子白板操作作为自己一
项基本技能，课堂上教师竞相使用多媒体课件。 精美动
态的课件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造性，同时
也大大地增加了教学容量，提高了课堂教学效益。

今年 9 月份， 宜城市教体局为流水中学 12 个教
学班全部配备了交互式电子白板。 学校及时为全体教
师举办了电子白板应用培训班，组织教师学习掌握电
子白板使用技术。 目前，全校已经告别了“一支粉笔一
块黑板”的传统教学模式，运用交互式电子白板打造
高效课堂，已成为教学常态。 （通讯员 徐天海）

湖南省沅江市桔园学校：
举行师德师风演讲比赛

本报讯 为进一步弘扬师德风范， 展现教师良好
形象，11 月 2 日提高师德修养，沅江市桔园学校举行了
热烈隆重的以“爱与责任”为主题的“师德师风”青年教
师演讲比赛活动。 教师以自己或身边的同事在工作中
的生动事例或感人事迹为内容， 围绕教师职业道德建
设，表达教师对事业的热爱，赞扬教师“爱岗敬业，关爱
学生；刻苦钻研，严谨笃学；勇于创新、奋发进取”的精
神。 选手们以自己教育教学的亲身经历和感受，畅谈了
对教育事业的忠诚和责任，讲述了对学生的热爱、关心
和帮助；他们以饱满的热情，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对师
德师风的理解。 他们富有激情、声情并茂的演讲获得台
下教师的阵阵掌声。 （通讯员 谢乐夫）

筅校园新闻

“九年一贯制学校”各类课程的整合运用、构
建多样化和一体化的校本课程系统与运作模式，
以及有效开展小学、 初中阶段的教育教学衔接，
是新课程改革与课程整合面临的一个新课题。

中国教师报拟于 11 月 26 日在四川省成都市
召开全国“九年一贯制学校”创新教育研讨会。 本
次研讨会立足分享成都市高新区和平学校等 8
所学校的课程整合及校本化建设理念的改革和
创新取得的成果，介绍成都高新区的创新教育教
学管理理念、创新校园文化建设、创新教师培养
与成长以及课堂教学模式，并对“九年一贯制学
校”未来素质教育改革和发展方向进行深入研讨
探索 ，对于高完中 、单设初中以及小学的 “小升
初”衔接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

诚挚邀请全国各教育局领导、教研室研究人
员、学校校长、教育理论研究工作者、学科组长等
参加本次研讨会。
【时间】2012 年 11 月 26 日~11 月 27 日

（11 月 25 日全天报到）
【地点】成都市高新区和平学校
【会议咨询】

张老师：18980929992 9461870@qq.com
刘老师：18660801521 80540003@qq.com

全国“九年一贯制学校”
创新教育研讨会

邀 请 函

� 11 月 4 日， 河北省盐山县教育部
门在农村小学开设非物质文化表演课，
让学生了解非物质文化的发展历史。 图
为在传承人的指导下，盐山县后刘庄小
学的学生们在表演盐山武术扇舞蹈。

傅新春/摄

“教育新闻人”在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