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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发现

特色点亮教育 之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附属中学

首都第一所财经类特色中学
打造首都第一所财经类中学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附属中
学（原丰台一中）地处丰台桥南
地区，始建于 1956年，是一所
文化底蕴深厚的老校。2014年
7月，丰台区教委与首经贸大学
签署合作办学框架协议书，丰台
一中正式更名为首都经济贸易
大学附属中学。
合作办学后，首经贸附中迎
来了一个发展的春天。经过三年
的努力，首经贸附中现已逐步打
造成为北京第一所财经类中学！
在首经贸大学师资培训、课程建
设、学生社团建设等方面支持
下，开始了在教育之路上跨越式
的发展。

首经贸附中借助大学学科资源
和师资力量，在课程建设方面持续
加大改革力度，通过打造基础、拓
展、探究三元财经课程体系，成功地
将大学的财经文化基因移植到了附
中文化中。
在基础课程中，学校每周为学
生开设财经课程，由首经贸大学师
资为学生讲授经济学概论，丰富学
生关于财经方面的知识，了解市场
经济条件下，国家经济、金融及社会
经济运行规律，增强学生对经济学
的兴趣。
学校在开展基础课程的基础
上，每月还开设社会视野大讲堂等
拓展课程，由首经贸大学教授、博士

在社团中绽放育人精彩

从一中蓝到经贸红
合作办学以后，在首都经
济贸易大学的支持下，学校
积极进行管理改革，充分调
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不仅
出台了新三年办学规划，进
行了绩效工资改革、组织机
构改革等，学校快速形成的
行为规范、运转协调、高效的
行政管理体制为学校的发展
提供了保障。
教学质量是学校的生命

线。学校积极进行教学改革，
探索教学规律，离不开广大教
师，在师资培训方面，学校借
助首经贸大学的资源，组织教
师分别赴清华、北大、北师大
进行高端培训，还聘请了八个
学科十位特级教师及专家长
期到学校对教师进行教学跟
踪指导，一系列的培训与指
导，不仅拓宽了教师教育视野
和知识视野，更主要的是转变

了教师教育观念，培养了广大
教师的创新意识，为学校的进
一步发展提供理念的支撑，注
入了新的活力。
首经贸附中的文化基因
移植，不只是硬件建设从一中
蓝到经贸红、软件建设从骆驼
精神到海燕精神，更是从教育
理念上实现了一中人到经贸
人的转变，为下一步学校办学
品质的提升打下良好基础。

在首经贸附中，有着一群热爱
京剧的孩子，他们画上五彩缤纷的
脸谱，穿上袖宽襟长的戏装，在锣鼓
点中唱念做打，能把大人们演唱的
京剧名段演活了。这些孩子就是学
校丰华剧社的学员们。
合作办学以来，在首经贸大学
的大力协助下，学校的社团建设日
益规范化，先后开设了足球、啦啦
操、排球、古筝、胡琴、京剧、空手道
等十多个社团，极大地丰富了学生
的课余生活。学生们可以根据自己

大兴举办第 50场兴师教育论坛
北京晨报讯（记者 王刚）日
前，大兴区委教育工委在大兴少
年宫剧场组织召开教育系统“基
层党员进党校”党组织书记专题
培训会、理论学习中心组第 30
次扩大会暨第 50场兴师教育论
坛。大兴区教育“两委一室”班子
成员，区教委各科科长，各镇教
委办主任，各学校、各单位党政
一把手，民办学校党支部书记近
300人参加会议。
会上，北京哲学社会科学党
建基地研究员、北京市委党校党
史党建教研部教授元跃旗，做
了专题讲座。元教授的讲解主

题鲜明、重点突出，内容丰富、
分析透彻，具有很强的理论性、
针对性和指导性，对听会人员
准确理解和把握党的总章程，
全面落实从严治党的总体要
求，推动教育系统党建工作具
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大兴区委教育工委副书记
王翠华对参加培训的基层党组
织书记提出四点要求：一是学习
党章，要通过逐字、逐条、逐句
学，真正学懂弄通，入脑入心；二
要忠于党章，不折不扣把党章各
项规定落到实处；三是要服从党
章，把党章作为指导党内活动、
立名校长工作室 12个、名园长
工作室 6个、名教师工作室 60
个，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 名校
长、名园长、名教师”工作室成员
将由双导师和多名学员构成，其
中理论导师来自北京教育学院、

党的建设的根本依据，把党章各
项规定落实到行动上；四是要敬
畏党章，加强对遵守党章、执行
党章情况的监督检查，让全体党
员教师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
有所止，切实维护党章的权威性
和严肃性。
据悉，“基层党员进党校”轮
训工作是区委教育工委分类别、
分批次对全体党组织书记、党组
织委员和有活动能力的党员集
中轮训一遍。本次培训是教育系
统轮训第一期，即党组织书记培
训班，接下来的各期培训班会按
既定方案陆续展开。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中具有高
级专业技术职务的教师担任；实
践导师则面向全市聘请中小学
名校长、教育家型校长担任。在
为期 3年的培训时间里，入选学
员将通过理论学习、课题研究、
跟岗学习等方式开展学习。

“雪地阅读”进入全国百家公立学校
北京晨报讯 日前，好未来
正式发布英语分级阅读系统“雪
地阅读”，为公立学校英语教学提
供解决方案。据悉，
“雪地阅读”前
身“好未来分级阅读”自今年 3月
份上线以来，已被国内 100多所
公立学校使用。
好未来公立教育产品及服务
事业群“雪地阅读”总经理贺宣介
绍，公立学校，特别是乡村和偏远
地区，英语教学一直存在着资源、

师资匮乏的困难。同时，由于大班
教学，即便在北京、上海等大城
市，也难以实现真正的个性化。而
“雪地阅读”系统，不仅能让公立
学校的学生们“吃饱”，更能“吃
好”。通过“AI+大数据”，老师能
够及时掌握每个学生的学业数
据、学业测评结果，由系统自动推
送级别、难易度以及与学生阅读
喜好最匹配的内容，实现“分级教
学”。此外，
“雪地阅读”系统还添

的兴趣爱好，自由自在地在社团活
动中张扬着年轻一代的独特个性。
其中的京剧社、胡琴班、小记者
站、啦啦操队、心理社团及学校的足
球队，被评为丰台区的精品社团，京
剧社在区、市级比赛中屡获一二等
奖。既促进了学生全面发展，又为学
校赢得荣誉，真正实现了社团课程
育人的目标，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
成为首经贸附中特色教育发展的又
一大亮点。
北京晨报记者 丰伟宏

20幅齐白石佳作在老君堂小学展出

通州区打造 78个“名校长、名园长、名教师”工作室
北京晨报讯（记者 丰伟宏）
为了加快北京城市副中心教育
综合改革步伐，提升通州区学校
办学质量，干部教师的教育教学
水平和教育教学实践能力。昨
日，通州区正式启动“名校长、名
园长、名教师”工作室建设，拟建

结合财经基础课程知识，为同学进
行《一带一路政策》《走近诺奖》《发
现身边的经济学》等讲座，拓宽学生
的视野。
此外，学校还每年暑假在首经
贸大学资助下，组织学生赴湖北恩
施等地实地考察当地文化及地方经
济，开展探究课程，让学生通过考察
活动，用课本上学到的财经知识来
观察生活，既提高了学生的兴趣，也
提高了他们运用知识的能力。
目前，由首经贸附小、首经贸附
中及首经贸大学组成的首经贸教育
联盟正在积极推动打造附小、附中、
大学一体化财经专业人才培养体
系。

加了语音、听力等内容，将听、说、
读、背等环节融为一体，实现了英
语学习的“闭环”。
贺宣表示，海淀区培英小学
等先期引入这套系统的公立学校，
学生的学习兴趣、阅读量均取得了
明显提升。目前，
“雪地阅读”中学
版也在研发过程中，预计将于明年
3月正式发布。在新版系统中，与
中高考改革相适应的人机对话等
功能也将得以体现。 （徐虹）

北京晨报讯（记者 王刚）
日前，大型校园公益美育品牌
活动“‘一代宗师’进校园 中国
绘画大师赏析公益大课堂”走
进朝阳区老君堂小学。
据悉，此次活动将画院博
物馆资源引入校园，通过“校园
大讲堂、大师作品展览、美术教
学和绘画实践”融为一体的公
益美育互动行动，推进社会资
源向教育资源的有效转化，使
孩子们得以更专业、更便捷、更

全面地开阔视野，温润心灵。
此次北京画院不仅带来了
生动精彩的讲座，还将中国最优
秀的“一代宗师”齐白石先生的
20幅传世佳作送到校园，并在
学校悦廊内进行两周的展示。
活动对学校推进美育教育
起重大推动作用。未来，学校将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把优秀传
统文化与青少年思想道德素养
的培养结合起来，全面提升学
生的人文素养、文化素养。

北京晨报讯 日前，蔓藤
教育发布“职业发展测评”及
“求职简历匹配”两款智能测
评匹配系统。
据介绍，职业发展测评系
统收集了美国上千个岗位的性
格特性等“图谱”，运用大数据和
人工智能的最新技术，帮助留学
生精准定位适合的行业和目标
岗位。通过 15分钟的个性测试，

用户即可以看到几十种适合自
己的美国职场职位等信息。
蔓藤教育的智能简历匹配
系统能够动态更新当前最新的
职场大数据，结合数千万工作
岗位需求，智能筛选学生的简
历并确认简历与岗位的匹配程
度，同时量化分析学生现状与
岗位标准的差距，以提高求职
“命中率”。
（徐虹）

蔓藤发布求职简历匹配系统

和平里九小学生养老院送爱心

北京晨报讯 近日，东城区
和平里第九小学五年级四班的
全体少先队员和家长代表，来
到了位于和平街街道的“寸草
春晖”养老院，以实际行动给孤
寡老人带去最纯真的爱心和最
温馨的祝福。
同学们一到，养老院里就
响起“爷爷好！”“奶奶好！”的问
候，一份份早已准备好充满孝
心的小暖垫、一个个温馨的拥
抱，让老人们心花怒放，笑逐颜
开。随后，队员们为老人们表演

了自编自演的节目，看了孩子
们的表演，老人们纷纷竖起大
拇指，直夸孩子们多才多艺。
此次活动传播了少先队员
的尊老思想，宣传了社会的敬
老风尚，为孩子们提供了一次
很好的社会实践锻炼机会。参
与活动的同学们纷纷表示：在
这次活动中学会了关爱、尊敬、
孝顺老人，感受到了奉献爱心
给他人带来的快乐，在今后的
生活中学会更好地尊敬老人，
孝敬长辈。
（震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