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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晨报

教育部：诱导学生参加校外培训
将取消教师资格
北京晨报讯（记者 刘佳）昨
天，在新学期到来之际，教育部
联合四部门发布《关于切实减
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
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再向违
规校外培训发起重拳。《通知》
首次对“中小学教师课上不讲
课后到校外培训机构讲，并诱
导或逼迫学生参加校外培训机
构培训”等行为提出取消教师
资格的惩措。
对于坊间流传的“坑班”等
现象，在昨天印发的《通知》中特
别明确要求，严禁校外培训机构
组织中小学生等级考试及竞赛，
坚决查处将校外培训机构培训
结果与中小学校招生入学挂钩
的行为，若出现类似现象将依法

追究有关学校、培训机构和相关
人员责任。
对于校外培训机构教授的
内容，《通知》提出，坚决纠正校
外培训机构开展学科类培训（主
要指语文、数学等）出现的“超纲
教学”“提前教学”“强化应试”等
不良行为。并同时要求，校外培
训机构开展学科类培训的班次、
内容、招生对象、上课时间等要
向所在地教育行政部门进行审
核备案并向社会公布。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备受家
长和学生诟病的“中小学教师
课上不讲课后到校外培训机构
讲”的现象，昨天，《通知》也首
次明确，坚决查处中小学教师
课上不讲课后到校外培训机构
讲，并诱导或逼迫学生参加校

外培训机构培训等行为，一经
查实，依法依规严肃处理，直至
取消教师资格。
此外，对于一些中小学校不
遵守教学计划、“非零起点教学”
等行为，将严厉追究校长和有关
教师的责任。教育部还将督促县
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牵头建立
《白名单》，公布无不良行为校外
培训机构名单；建立《黑名单》，
公布有安全隐患、无资质和有不
良行为的校外培训机构名单。
今后，中小学校还须负责全
面普查登记每一名学生报班参
加学科类校外培训的情况，为专
项治理工作提供重要参考。
2018年底前，校外培训机
构要完成集中整改；2019年 6
月底前，完成专项督促和检查。

分司厅小学：
安全微课开启新学期

45 名都柏林学院学生寒假赴爱尔兰游学
北京晨报讯 （记者 王刚）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今年寒
假，北京工业大学北京 -都柏林
国际学院 45名大二学生前往爱
尔兰进行为期 10天的游学活
动。对于都柏林学院的学生来
说，北京工业大学和爱尔兰都柏
林大学是学院的两个校区，学生
在本科阶段的第四年可以到爱
尔兰都柏林大学完成学业。
2018年，为提供更多学生
拓展国际视野的机会，帮助学生
提高国际文化交流能力，学院将
“体验爱尔兰”奖学金奖励名额
提高 50%，获奖学生由 30人增

加到 45人，其中 10名同学获得
全额奖学金资助。
据悉，此次体验爱尔兰游学
主要分为学术体验和生活体验
两部分，学院精心设计活动行
程。在学术体验环节，学生走进
都柏林大学的课堂、实验室，与
当地学生共上一节课，共跳爱尔
兰舞蹈，体验资源与智慧共享。
在生活体验部分，学生被分为若
干小组，由带队教师依次带领前
往爱尔兰著名的景点，学生不仅
是参观而是带着任务完成一天
的活动。
参与游学的学生任海嘉介

绍说：“我们分成四个小组，并且
在出发之前小组内部会分配一
些任务，有的是去拍摄不同主题
的照片，有的是录制一些视频，
我的任务是了解爱尔兰孩子们
对中国文化的看法和感受。在旅
行过程中，我们大部分时间是集
体行动，但是也有一些各自行动
的机会，有时会要求我们在到达
景点的时候拍下指定的风景或合
照，这个就很好地锻炼了我们探
索发现和团队合作的能力。
Michael老师全程鼓励我们绿色
出行，也在结业的时候给步数最
多的小组和同学赠送了礼物。”

北京晨报讯（记者 徐虹）
“这套装备可真沉，特别是头盔，戴上以
后头重脚轻，总要往前栽，消防员叔叔们太辛苦了……”一名自告奋勇
试穿消防服的男生一个劲儿地感慨。分司厅小学优质教育资源带的开
学典礼以“安全守护成长，构建平安校园”为主题，将民警、消防员叔叔
请进学校，为孩子们讲授安全教育第一课。三个校区针对不同年龄段学
生的特点，设计了安全微课、应急疏散、应急救护、安全小报展示、安全
三字经表演唱、宣读安全倡议书等丰富的互动内容，在开学的第一天就
给孩子们树立安全自护意识，让安全守护孩子的成长。 周良 / 摄

朝阳区祁庄小学：
校园吉祥物与师生共同开学
北京晨报讯 （记者 王刚）

小升初取消特长生招生，小学如何面对
目前，逐步压缩特长生招生
规模，直至 2020年前取消各类
特长生招生。这给所有从事小学
教育的教师提出了一个新的课
题，如何把特长教育融合到日常
教学中，激发孩子的兴趣点，真正
发现孩子的潜能，展现孩子优秀
的一面，让每一个孩子都闪光？
小升初特长生招生，是社会
热点问题，一直以来，很多学生
通过特长生招生进入了公办名
校。小升初招生属于地方政策，
一般而言，特长招生一般有艺术
特长生、科技特长生和体育特长
生三类，但项目各地招生校有所
不同，艺术特长招生专业包括民
乐、舞蹈、声乐、管乐、书法、书画
等；体育特长招生有男排、女排、
田径、武术、乒乓球等；科技特长
有天文、无线电测向、信息、机器
人、航空模型等。
由于小升初招生一般没有
统一入学考试，所以，很多公办
名校通过特长生来招收优秀生
源，加剧了名校间的生源竞争，
让很多家长选择特长生这个升
学渠道，甚至从幼儿园阶段，就
给孩子定制各种所谓特长，目的
是为了进入名校，孩子未必真正
感兴趣。一些名校招收特长项目
人数少，但报名人数多，导致录

取率低，给社会和家长造成了一
定的压力。周末、节假日、寒暑假
期间，很多学生基本是在各种音
乐班、绘画班、舞蹈班、围棋班、
奥数班等各种特长班度过。让孩
子和家长疲于奔命，只为了小升
初，有的小升初特长生并非是孩
子真正的特长，除了花费巨额资
金让孩子参加各种培训班，增加
家长的经济负担和孩子的学习负
担外，必然影响学生的学科成绩。
这些年，各地教育部门对小
升初特长生招生进行了各种整
治，效果明显。如严控特长生招
生规模，逐步缩减，并公开招生
信息；防止特长生招生中的功利
倾向，真正关注学生的个性和兴
趣。此次规定，小学一般采取登
记入学，初中入学一般采取登记
或对口直升方式入学，实行多校
划片的地区小学、初中可采取随
机派位方式入学，保障入学机会
公平。实行小升初对口直升的，
要按照强弱结合原则合理配对
初中和小学学校。实行学区制管
理的地方，要合理划分学区范
围，将热点小学、初中分散至每
个学区，确保各学区之间优质教
育资源大致均衡。对于新入学的
义务教育学生，要按照随机派位
方式均衡编班。直至 2020年前

取消各类特长生招生。此外，严
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以各类竞
赛证书、学科竞赛成绩或考级证
明等作为招生依据。
对于小学教师来说，这是一
个挑战。取消的是和招生挂钩的
方式，并不是淡化学生特长教
育。笔者认为，首先，小学阶段要
开齐各种门类的课程，包括校本
课程和选修课，形成一个综合课
程套餐，供学生自主选择。如，除
一般的美术课、音乐课外，舞蹈、
民乐、机器人、武术等项目，以校
本课、选修课或社团形式出现，
多开设艺术、体育、科技的课程；
其次，一个学校的资源有限，笔
者认为，要整合有限的教育资
源，以社区或学区为区域范围，
对艺术、体育、科技课程进行整
合，而不是单个学校独立进行；
第三，不管是什么学科的教师，
都有责任发现并鼓励孩子参加
符合孩子兴趣的项目。有的孩子
学科成绩可能稍差一些，可他有
绘画或者科技的兴趣，鼓励他参
加，从而发挥这方面的特长，增
强学生的自信心；第四，学校要
充分利用各种平台，展示学生特
长，真正发现孩子特长，展现孩
子优秀的一面。
安徽省全椒县逸夫小学 李宗 义

2018年 2月 26日上午，北京市
朝阳区祁庄小学举办
2017-2018学 年 度 第 二 学 期
“心系祖国，做宏志、明礼、博雅、
敏行的祁小少年”开学典礼。
沐浴着春日的暖阳，祁小全
体师生齐聚操场，迎来了新学期
的第一次升旗仪式。较以往不同
的是，本次开学典礼中，吉祥物
“多多”和“秀秀”首次和同学们
一同参加。开学典礼上，学校一
至四年级的同学也为全校师生

带来了精彩的诵读展示。《陋室
铭》、《木兰辞》、《桃花源记》、《千
字文》……别看同学们年纪小，
短短一个假期的收获可真不少！
同学们精神饱满、身正腰直，他
们声情并茂、抑扬顿挫的诵读也
赢得了现场的阵阵掌声。
活动最后，王校长为同学们
揭开了本学期新校训的面纱，即
“讲雅言 行礼事 做雅人”。用
“雅”字来约束自身言行，能够增
加身上的雅气，最终成为一个有
自尊也被人尊重的儒雅之人。

东北师大附中朝阳学校：
摇响开学铃 学生
“真善美”之行启程
北京晨报讯（记者 王刚）摇
响开学铃，新学期开学啦！2018
年 2月 26日，东北师大附中朝
阳学校全体师生齐聚操场，举行
了以“不忘初心 自觉成长”为主
题的学校 2017-2018学年第二
学期开学式。
站在新学期的起点，学生有
何种思考和规划？高二（4）班符
楷文同学作为学生代表上台发
言，用名人名言、具体数据和学
习经历诉说她的心里话：新学
期，应该从树立理想和坚定信念
开始，制定自己的学习目标和配
套的学习计划并坚持执行下去，
就是一种接地气的理性与信念；

新学期，更要秉持着一种家国情
怀，坚持阅读，自觉承担起继承
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使命。符
楷文同学的发言里净是她对即
将开始的学习生活的期盼。
为了培养出“脸上有笑、目
中有人、心中有爱、腹中有墨、肩
上有担、手上有艺”的自觉现代
人，高校长旁征博引学校教师、
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京瓷创始
人稻盛和夫等人的故事，对学生
提出了“求真、崇善、尚美”三点
要求，希望全体同学在新学期能
够求真理，做真人；怀善念，出善
言，行善举；发现美，欣赏美，创
造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