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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新闻人”在行动

中国教育
新 闻 榜

“教材选用必须要以保证教学质量和师生
权益为前提。尽管进入目录的教材已经通过教
育部筛选，但质量仍有高低之分，如果因为利
益驱动指定教材，破坏了‘优胜劣汰’的质量竞
争法则， 对于教材和教学质量产生消极影响，
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

———距教育部下发 《关于 2013 年秋季学
期各地仍沿用 2012 年使用的教材版本的通
知》还未满月，海南省、广东江门市就对学生教
材予以大面积更换。虽然两地违规更换教材的
行为及时被叫停，但公众追问并未停止：违规
闹剧背后，是否存在权力寻租、利益作祟？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表示，一定要警
惕教材出版界的“潜规则”。

“学校的营养餐要坚决落实两个保证，一
要保证营养餐食品卫生安全，二要保证 3 元钱
统统吃进学生肚子里。 确保每餐两菜一汤，每
餐至少一两肉，让学生不仅吃饱，也要吃好。 ”

———近日，中央媒体采访团走进黔东南苗
族侗族自治州。 据了解， 黔东南州农村学校
20.9%的小学生、50.7%的初中生及农村义务教
育阶段乡镇以下学校学生，实现了营养改善计
划全覆盖， 惠及学生近 40 万名。 不少校长表
示，学校将严格根据国家和贵州省营养膳食守
则的要求，落实营养餐计划。

“买‘学区房’未必能上重点学校，‘学区
房’的购买年限等条件是由学校根据每年招生
情况设定的， 如果当年片区学生人数较多，学
校会将年限提高。 ”

———“就近入学” 是北京现行 “幼升小”、
“小升初”的入学政策，学校招生区域内户籍下
的房产因此成为“学区房”。 近年来，分布在东
城、西城、海淀这些教育强区重点学校周边的
“学区房”，尤受家长追捧，部分地区房价已超
过 10 万元每平方米。有专家表示，家长应理性
对待“学区房”，学校若调整购房年限等招生条
件，买“学区房”也未必能入学。

“在中国，与 1991 年相比，人们运动量减
少了 45%，预计到 2030 年将减少 51%。 缺少
运动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再不运动，你
将比父母辈少活 5 年，人类历史上将首次出现
平均寿命的负增长……”

———近期，美国运动医学科学院以及国际
运动科学和体育理事会联合发布了其最新的
研究结论， 两家单位通过调查 2012 年中美等
国青少年运动状况发现，缺少运动已经成为一
个社会问题。 有专家表示，现在学生的运动主
要是依赖学校的体育课，而他们的课余时间大
都被课外辅导班以及看电视、玩电脑占据了。

筅声 音

河南省郑州市：
河南首届教育强国高端论坛举行

本报讯 7 月 12 日，由中国网教育频道主办的河
南首届教育强国高端论坛在郑州举行。 来自全省的
100 余名代表参加了论坛。

本次论坛以“好教育、强国梦”为主题，分为强国梦
论坛和好教育论坛。论坛上有专家指出，教育改革刻不
容缓。学校教育要遵循孩子成长的规律，不能抑制他们
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教育改革要坚持与中国的实际相
结合，不能一味地迎合国际。民办教育作为公办教育的
补充，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大力发展民办
教育，是实现好教育、强国梦的有效途径。

也有专家认为，教育不仅要传播知识，更重要的是
传承文化，培养民族性格，中西方文化的糅合是现代教
育的一个方向。因此，要把国学和现代青少年的基础教
育以及企业的现代化管理相结合， 利用世界先进科技
手段，让国学走向世界、走向未来。 （褚清源）

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网络条件下促进
小学生能读会写”项目启动

本报讯 7 月 10 日，“网络条件下促进小学生能
读会写” 项目培训班开班仪式在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
恒大小学举行。中央电化教育馆副馆长蔡耘，以及来自
山西、陕西、山东、甘肃、深圳等省、市电教馆相关人员
和教师共 120 余人出席。

该项目是中央电化教育馆开展的信息技术与学
科课程整合的持续探索， 秉持了 “以儿童发展为中
心 ”的教育理念 ，通过东西部教师网络携手 ，共同优
化课程与教学 ，缩小城乡学校间的 “数字鸿沟 ”、“知
识鸿沟”。

据小店区教育局局长梁根会介绍，小店区近年来
不断加快教育信息化进程。 区内所有学校都开通了
“班班多媒体”，并搭建了教育城域网，实现了教育信
息网络全覆盖。 今年，小店区启动了“科学规划，专家
引领”工程，继续加大教育信息化培训力度，使师生受
益良多。 （李鹏）

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
“七月小荷”校园文化特色展示周开幕

本报讯 7 月 8 日， 在江西省南昌梅湖之滨的八
大山人文化广场，青云谱区 2013 年第四届“七月小荷”
校园文化特色展示周活动开幕。 本届校园文化特色展
示周为期 5 天，将举办特色展示、校园剧、阳光体育、朗

诵、舞蹈等五个专场的演出，集中展示青云谱区中小学
的校园文化特色和广大中小学生的风采。

近年来，青云谱区以校园文化特色展示周为抓手，
深入推进素质教育，大力加强学校文化建设，培育出洪
都小学“航空蓝梦文化”、青云谱学校“小百灵管乐团”
等一批在国内具有一定知名度的特色教育活动品牌。
2007 年以来，青云谱区校园文化特色展示周已成功举
办 3 届，有力地推动了学校内涵发展，产生了良好的社
会效应。 （陈军）

安徽省阜阳市：
市委书记为办学行为定“规矩”

本报讯 7 月 8 日，安徽省阜阳市正式出台《关于
严明招生工作纪律的通知》，从坚持按政策招生、推进
“阳光招生”、规范招生程序、严明“七个严禁”、严格责
任追究等五个方面， 对阜阳市中小学招生工作纪律提
出了具体要求。

据悉，为大力推进教育行风建设，确保全市各中小
学校暑期开学招生工作的顺利进行， 阜阳市委书记于
勇经过深入调研，责令阜阳市纪委、市监察局会同阜阳
市教育局认真商讨制定规范全市办学、招生行为政策。
经研究，阜阳市纪委、市监察局正式发出《关于严明招
生工作纪律的通知》。

其中的“七个严禁”包括：严禁各级领导干部和招
生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在招生过程中递条子、打招呼、
开后门；严禁任何学校发布虚假宣传广告，以不正当手
段招揽和委托他人买卖生源； 严禁普通初中学校截留
生源，违背初中毕业学生意愿，限制、误导、暗示、涂改
学生填报志愿； 严禁普通高中学校不经审批私自招收
学生；严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进行考试、测试等选拔性
招生； 严禁各部门各单位利用职责职权之便向招生学
校索要名额，招生学校更不准给各单位预留名额；严禁
各招生学校降低分数线照顾有关单位、 本校教职员工
和亲朋好友子女。 （特约通讯员 刘永培）

湖北省丹江口市：评选市“十大名师”
本报讯 日前， 湖北省丹江口市市委、 市政府决

定，每年在一线教师中评选出 10 位名师，并建立名师
工作室。 名师每届任期 2 年，连续 3 届被评为“丹江口
名师”后仍坚持在教学一线，将被授予“丹江口教育家”
称号。 名师个人在任期内，每月享受 300 元专项津贴，
政府还为每个名师工作室配置 1 万-2 万元的教科研
及日常工作经费。 市教育局每学年统一安排名师外出
学习研修， 组织成绩优秀的名师工作室成员参加高层
次研修、学习考察和学术研讨等活动。各学校还为名师
建立单独的办公室并配齐助手和设施， 为名师开展工
作创造便利条件。 （通讯员 高由国）

河南省范县： 举办第三届传统文化道德
教育公益论坛

本报讯 7 月 12 日至 14 日，“范县第三届传统文
化道德教育公益论坛”在范县文体馆举办，来自全县的
1500 余名中小学教师齐聚一堂，共同感受中华传统文
化的无穷魅力。

本次论坛邀请到山东电视台《天下父母》栏目总导
演吕明晰等 10 余位专家学者，以“弘扬中华文化，做有
道德的人”为主题，围绕伦理、感恩、礼仪、诚信、和谐、
荣辱、养生、孝道等热点问题，以独特的视角展开阐述。
论坛内容新颖，贴近社会生活，报告人以幽默诙谐的语
言、生动活泼的事例，深入浅出地剖析诠释了中华优秀
传统美德， 为与会教师演绎了一场传承与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美德的精神盛典。 （特约通讯员 刘柱京）

山东省枣庄市白山小学：“把图书搬回家”
本报讯 暑假前夕，为了引导学生在暑假里养成“读

好书、好读书”的良好学习习惯，山东省枣庄市白山小学
开展“把图书搬回家”活动。 该校约定在暑假内定期两次
开放图书室，学生可凭借书证自由借阅图书。 （宋均升）

安徽省亳州十二中：开展暑期“悦读”交流活动
本报讯 暑假期间， 安徽省亳州十二中开展 “悦

读”交流活动，每位教师在十二中 QQ 群上交流自己
的读书心得。

放假前夕，学校向教师推荐有关教育教学、名师成
长之路、做学生喜欢的老师（班主任）等方面的书籍。暑
假期间，老师们在“悦读”中吸收精神营养，并写出了大
量读后感。 （通讯员 朱德文）

北京化工大学：铭记师恩、感恩于行
本报讯 7 月 9 日，“八瓣格桑花———铭记师恩、

感恩于行” 第二期项目启动仪式在北京化工大学北校
区举行。

据介绍，“八瓣格桑花———铭记师恩、感恩于行”是
中国教师发展基金会与教学考试杂志社共同发起的大
型主题公益项目，参与“铭记师恩、感恩于行”活动的爱
心大使们利用寒暑假期间，带上“感恩礼包”返回高中
时的母校对恩师表达感激之情， 以此来培养大学生的
感恩之心，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传递正能量。 启动仪
式后，活动主办方向北京化工大学“八瓣格桑花行动爱
心大使”捐赠了感恩礼包。 （唐君）

筅地方新闻

“有一种德育，不动声色，却直指心灵；有一种感动，
不分民族，却触动灵魂……”7 月 11 日-12 日，由中国
教师报主办的“班魂·校魂·教育魂”全国“德育区域整体
推进”策略延吉现场研讨会在吉林省延吉市召开，全国
21 个省、市、自治区的 200 余名教育工作者，不远千里
赶赴延吉“取经”。 不管是学校丰富的人文特色课程，还
是师生的文明礼仪修养， 不管是校园常规活动的展示，
还是班级建设的故事呈现，都让与会者震撼连连，感动
多多。

当看到中央小学“明星闪亮 30 分”，一个班级的每
个孩子都自信满满地展示才艺时，与会者惊叹着；当看
到延吉市一中“用群狼精神打造班级狼图腾”班会上，每
个学生都认真地描绘自己的梦想， 讲述成长的故事时，
与会者激动着；当听到“亲情周”上一个个生动感人的故
事时，许多与会者更是潸然泪下。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
教育局党委书记、西下池小学校长李艳丽，忍不住感叹：
“这对我触动太大了， 真没想到延吉把德育工作抓得这
么扎实，我回去后将组团再来学习。”陕西省宝鸡市教育
局局长苏永兴带着几位县区教育局局长一起参会，他在
现场表示，不仅要邀请延吉教育人到宝鸡讲座，更要带

领宝鸡骨干校长到延吉学习德育工作经验。辗转两天才
到达延吉的湖北省襄阳市 24 中德育校长曹安国表示
“不虚此行”， 学校层面的实践和创新给了他许多震撼，
特别是中央小学学生的社团活动，“每一名学生都有一个
兴趣，有一个爱好……如果我的孩子到这里上学，我会非
常高兴，在这里的孩子不会是书呆子，一定会成才。 ”

延吉市副市长郑权说，多年来，延吉市始终把立德
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把内涵发展、特色发展作为
学校的发展目标，把实施素质教育作为贯彻落实以人为
本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通过以中央小学为代表的全
市教育人的实践探索，总结提出了“直指心灵的德育”理
念，在此基础上，实施了德育工作区域整体推进策略，形
成了较为完整的工作体系，并被教育部评为全国优秀中
小学德育案例。

延吉市区域推进的“直指心灵的德育”，把贯穿于道
德意识当中的亲情和责任确立为两个基点，将信仰教育
与行为习惯养成教育及其他情感教育同步推进，教育局
注重顶层设计，并提供方法、思路，“各学校一起做，全社
会共同做”直指心灵的德育这篇大文章，收到了良好的
效果。从 2009 年开始举办的“亲情周”活动，全体市民热

情参与，已经成为延吉的盛大节日。
2012 年以来，在中国教师报等媒体的广泛报道下，

延吉德育经验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 此次现场会，便
是一次集中的展示与研讨。

中国教育报刊社副社长、 中国教师报总编辑雷振
海表示，自己“感动于延吉学生整体积极向上的精神风
貌，震撼于德育工作的创新，延吉的德育工作在实践中
以学生为主体，内容贴近生活，不是单纯说教，让各种
内心体验发生在德育对象心中， 唯有如此才能真正直
指学生心灵”。

中国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郭振有指出，德育是教育的
根本价值所在， 可惜现在很多地方的德育工作流于形式，
重智轻德，延吉创造的“直指心灵的德育”，理念让人耳目一
新，能够将学校、家庭、社会三者有机结合，形成德育合力，
发挥区域整体优势，值得全国各地学习。

云南省人民政府参事、教育厅原厅长罗崇敏，吉林
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史燕来，吉林省中小学德育办
公室主任孙玉刚等应邀参加此次会议。

研讨会上，中国教师报将延吉市设为首个全国德育
研究基地。

为教育找“魂”
———全国“德育区域整体推进”策略延吉现场研讨会召开

□ 本报记者 韩世文 康秋菊

暑假应多留些
“中国好作业”

上榜媒体：新京报
上榜理由：面对课业负担过重的现实，各级

教育部门都在围绕减负和禁止补课做文章，试
图给孩子提供一个轻松的假期。但，没有了繁重
作业和补课的假期对孩子来说就足够了吗？ 怎
样才能让漫长的假期变得充实而有意义？

近日，教育部发布暑期工作通知，要求小
学一至二年级不留书面家庭作业， 禁止组织
学生集体补课。 教育部的目的是给孩子提供
一个 “轻松暑假”、“无负担暑假”。 漫长的暑
假，让孩子“大撒把”，不上课，社会又缺乏公
益性的课外活动空间，孩子们也无所适从。

因此， 笔者想到了上海市的 “中国好作
业”：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卢大儒布
置的作业是 “血型与性格的相关性调查研
究”；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院长刘宪权教授
布置的作业是观看 《疯狂原始人》 原版动画
片，并选取喜欢的片段进行配音；复旦大学环
境科学与工程系副主任杨新教授的作业是 ，
希望中学生和大学生记录暑假中每一天的日
均 PM2.5 和臭氧数值， 并简单记录每天的气
象数据； 上海交通大学制冷与低温工程研究
所所长王如竹教授布置的作业是 “生活中的
节能减排科技”；中科院院士 、物理学家沈学
础给中小学生布置的作业是 “发现 ‘科学之
美’”； 知名画家黄石给学生们布置的作业是
“记录‘最美的上海’”。

这样的“中国好作业 ”，更关注学生的兴
趣、动手能力、独立思考能力 、认识社会与热
爱生活的能力，以及研究能力，让孩子走向广
阔的社会。 通过完成这些“好作业”，孩子的视
野不断开阔，更能成为善于思考和质疑、勇于
探索的人。

对于当下的孩子而言，布置多少作业不是
最重要的，通过完成作业，让孩子得到科学的
研究方法、清晰的思路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和
素养，远比追求作业的数量更有意义。

编辑点评：看来，取消作业不是解决问题
的好办法，如果让假期成了教育的“真空”，恐
怕又会出现新的问题。 因此，我们应该鼓励多
一些“中国好作业”，不仅假期有，更应该让它
成为教育教学的常态。

筅微新闻

茛图片新闻
7 月 12 日、13 日，安徽省合肥师范学院千名大

学生专门为留守儿童精心打造百所行知学堂，帮助
留守儿童过快乐暑假。 图为行知学堂的“小先生”们
在合肥市海恒社区习友居委会教留守儿童快乐学
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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