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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 学校文化特色品牌成果展
阳

北京市朝阳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悦文化”为孩子人生绘快乐底色
走出了国门，借助“空中之桥”系
列课程的研发供给，向澳大利亚、
新加坡等友好学校输出学校的理
念文化。

历经近 60 年的办学历史， 北京市朝阳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由一校
一址发展为合并四所学校，地跨三环、四环、五环，所辖四个校区、六个
校址的大规模、现代化优质小学。 基于这种兼收并蓄的发展历程，学校
积淀、形成了极具包容性的“悦文化”。

走进附小
师生
“
悦”在其中

走进这所文化底蕴丰厚、改
革动力十足，致力于为孩子的人
生打下快乐底色的学校，师生身
上无一不体现了“悦文化”的特有
魅力。
正如朝师附小文化读本《悦
之问》所写的“‘悦’是一种感受”，
“‘悦’是一种境界”，“‘悦’是一种
状态”，
“悦文化”引领学生悦在成
长，教师悦在主动，学校悦在发
展。“悦文化”培养“心悦少年”，即
具备健康的身体、健康的心理、扎
实的知识、广博的见识、学习的能
力、发展的潜力的合格小学毕业
生。“悦文化”成就乐观豁达、积极
有为的教师，主动践行“我即代表
学校；身体力行，以师育生；主动
赢得认可；高高兴兴干累活；帮助

他人就是成就自己……”等主流
价值观。文化引领方向，改革推动
发展，特色提升品质，
“悦文化”是
朝师附小实现“教育改革的典范
优秀人才的摇篮”办学目标的精
神航标。
在教育改革中，朝师附小将
“悦文化”融入课程建设，打造出
关注每位学生个体成长的“悦课
程”。通过丰富的课程设置，增长
学生的见识，培养美好心灵、积极
态度和进取精神，使学生在获取
知识和能力的过程中，提高包容、
表达、合作、自信、质疑、创造等核 中提炼，由项目特色（阅读教学特
心素养，为学生的明天奠基！
色）向学校整体特色（文化特色）
发展，正处于发展的品牌期。
成就品牌
以“悦”为核心的理念文化引
领学校正确的办学方向，服务学
打造学校文化名片
生的实际获得，促进教师的专业
朝师附小“悦文化”在历史的 提升，凝聚附小人的精神力量，成
积淀中显露，在改革的推动中发 为了朝师附小亮眼的文化名片。
展，从阅读教学乐学、愉悦的心态 历经多年的发展和检验的“悦”文

第三届
“金熊猫”杯戏剧节举办
北京晨报讯（记者 王刚）日
前，北京工业大学北京 -都柏
林国际学院举办了第三届“金
熊猫”杯戏剧秀决赛。本次
“金熊猫”杯戏剧秀共分为初
赛和决赛两部分。初赛由学院
全体大一学生参加，每班最终
推选出 1支班级优胜团队进入
决赛。
决赛有《海的女儿》、《新白
雪公主》、《真相》、《死亡笔记》、

《白雪公主》、《葫芦娃》、《三打白
骨精》、《大红帽》、《泰坦尼克
号》、《荆轲刺秦王》共 10出剧
目进行演出，涉及小说、戏剧、电
影、小品等丰富题材。演出中，多
出剧目均涉及到演员反串，包括
主人公白雪公主、大红帽、露丝
等。经过激烈的角逐，金融 1班
的《泰坦尼克号》和电子工程
（1）班的《三打白骨精》夺得最
佳戏剧奖。

北京晨报讯 （记者 刘佳）

“get”，这就是雅培家庭科学教
育公益项目的意义和目的。11
月 30日，由医疗保健公司雅培
及其慈善基金会——
—雅培基金
会携手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
心，在北京清华大学附属小学举
办了主题为“畅玩科学欢乐行”
的第八届雅培家庭科学教育公
益项目。雅培中国公共事务部总
监陆晋美女士介绍，由雅培基金
会设计的雅培家庭科教项目以
激发青少年对科学的兴趣为宗

“反串是我们主动要求的，
主要还是为了有更好的喜剧效
果。”金融（1）班露丝的扮演者
王对翼表示，这种戏剧表演的形
式比以往英语学习的方式更为
新颖，同时也在表演中突破和挑
战了自我。“像之前‘dramatic’
这个单词我背了很久都记不住，
但是在这次比赛中我不仅记住
了这个单词，还学会了它的多种
用法。”
旨，在中国已经开展了 7年。今
年，在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
的大力帮助下，雅培家庭科教项
目第一次尝试将部分地区的活
动场地从学校拓展到全国科普
教育基地中举行。
北京晨报记者了解到，雅培
家庭科教项目以寓教于乐、亲自
动手实践的方式向家长和孩子
传授各种基本科学技能。活动道
具大多取材于生活中常见的物
件，如杯子、硬币、报纸等。

北航发布线上线下学业支持辅导课程
北京晨报讯（记者 郑超）

日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首届
学业与发展支持工作研讨会
暨学业与发展支持中心启动
仪式在沙河校区举行。
北航学业与发展支持中
心主任丁丁介绍了中心建设
情况并发布了“导师有约”、
“一起学吧”学业辅导联盟、
《大学生通用学习能力》 选修
通识课程、学业大讲堂等丰富
多彩的线上线下学业支持辅

导课程活动。
清华大学原副校长谢维
和教授就“学业指导的重点与
路径”主题，明确了学业支持
在学生学习生涯发展中的重
要作用，也分享了学业辅导工
作中的经验方法。香港中文大
学联合书院院长余济美教授
做了题为《香港中文大学联合
书院学长计划与专题讨论》的
报告，介绍了香港中文大学在
学业支持方面的成功经验和

化体系逐渐清晰了内涵、外延，形
成了“悦文化”的主流价值和实践
载体。“悦文化”作为统一的文化
导向，在环境建设中，凸显文化标
识；在制度建设中，突出文化内
涵；在师生言行中，落实文化践
行。同时，
“悦文化”已经走出校
门，辐射到全国，被河北、四川、山
东等学校学习、借鉴；
“悦文化”还

目前“悦文化”建设正处于
整体特色建设品牌期，朝师附小
将继续秉承“以人为本 为人生
打下快乐底色”的办学理念，“以
文化引领方向 以改革推动发展
以特色提升品质”的办学思路，
一方面，通过丰厚已有品牌项目
内涵，丰富文化品牌项目建设，
扩大学校文化品牌项目影响；另
一方面，举办好“附小文化节”、
“附小文化总结大会”，彰显文化
品位，深化学校文化品牌内涵影
响，进一步推动教育教学高质
量、文化特色鲜明、社会声誉好
和美誉度高的“悦文化”品牌建
设，全面提升学校文化品牌的知
名度、美誉度、忠诚度，彰显学校
办学品位。
北京晨报记者 王刚

画屏亮相国际学校展

雅培家庭科学教育公益项目走进清华附小

“气球赛跑”
“牙签星星”“搭建平
台”……近日，雅培家庭科学教
育公益项目走进清华大学附
属小学。学生们与家长一起，
在雅培志愿者的帮助下，动手
玩科学，在欢声笑语中了解科
技奥秘。
“空气是有质量的！”
“光能
反射呀！”这些难度相当于初中
生水平的物理知识，在一次科学
体验活动中被小学生们轻松

聚焦未来
深化内涵以显品位

突出成果。
据悉，北航学业与发展支
持中心将紧密围绕“立德树人”
的中心环节，把握“扎根中国大
地的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方
向，传承北航优良学风，借鉴世
界一流大学学业辅导工作经
验，科学构建学生学业与发展
支持体系，培养具有高度国家
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理想高
远、学识一流、胸怀寰宇、致真
唯实的领军领导人才。

北京晨报讯 日前，
京东方携
智慧教育新产品 BOE画屏亮相
北京冬季国际学校展。
据介绍，近年来京东方致力
于“智慧教育”的发展，多角度支
持学校教育创新，并研发了多款
创新性的高科技教育产品。全球
—BOE画屏
首款数字艺术馆——
不仅可以供孩子绘画临摹，还可
以实现跨时空、跨地域的远程学
习，不出家门就能欣赏《星空》、
《向日葵》等经典艺术作品，被称
为“艺术启蒙老师”。

另据了解，作为社会公益项
目，京东方携手北京师范大学附
属实验中学、合肥冶山田埠学校
联合创办的“梦想空间”正式投入
使用，依托电子白板、画屏、书报
阅读器等高科技产品，两地师生、
生生可以随时互动交流，共享优
质教学资源。后续，京东方还将在
重庆、成都、福州等地的学校陆续
建设六个“梦想空间”，打造多地
互动课堂，项目内的学校将实现
一对一、一对多、多对多等不同形
式的远程互动。
（徐虹）

北京市学生资助政策盘点
本专科教育阶段（四）：

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
金、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
勤工助学、服义务兵役学费补偿
贷款代偿、边远山区就业学费补
偿贷款代偿、退役士兵教育资
助、饮水洗澡电话补、新生入学
教育救助、新生入学“绿色通道”
等多种方式的混合资助体系
8、边远山区基层单位学费
补偿贷款代偿 为引导和鼓励北
京市属高校毕业生面向北京市
边远山区基层单位就业，对北京
市市属全日制普通高校中生源
地为北京地区的应届毕业生（定
向、委培以及在校期间已享受全
免费的毕业生除外），自愿到北
京市边远山区基层单位就业、服
务期达到 3年以上（含 3年），实
施相应的学费补偿和国家助学
贷款代偿。补偿代偿金额根据毕
业生在校期间每年实际缴纳的
学费或获得的国家助学贷款确
定，每人每年不超过 8000元。

从学生毕业工作后第二年开始
分年度代偿，每年代偿学费或国
家助学贷款总额的 1/3，三年代
偿完毕。
9、 勤工助学 学生可在学
校的组织下利用课余时间，通过
自己的劳动取得合法报酬，用于
改善学习和生活条件。学生参加
勤工助学不应当影响学业，原则
上每周不超过 8小时，每月不超
过 40小时。校内固定岗位按月
计酬，以每月 40个工时的酬金
原则上不低于北京市政府或有
关部门制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和
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计酬
基准，可适当上下浮动。校内临
时岗位按小时计酬。每小时酬金
可参照北京市政府或有关部门
规定的最低小时工资标准合理
确定。校外勤工助学酬金标准不
应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由
用人单位、学校与学生协商确
定，并写入聘用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