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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晨报

316 个高水平学生社团颁牌
北京晨报讯（记者 刘佳）日
前，北京市中小学高水平学生社
团命名大会召开，为全市新认定
的 316个高水平学生社团授牌，
总结高水平学生社团发展的成
绩、进一步明确新时代教育改革
背景下社团建设管理的要求和
下一步重点工作任务。
据北京市教委介绍，2017
年，市教委组织开展了高水平
学生社团评审工作，认定北京
市学生金奥运动队 37个、北京

市学生金帆艺术团 119个、北
京市学生金鹏科技团 78个、北
京市学生金帆书画院 64个、北
京阳光少年艺术团 18个。日
前，北京市中小学高水平学生
社团命名大会召开，为新认定
的高水平学生社团授牌。会上，
北京市教委巡视员王定东强调
了下一步社团管理的重点：市
级管理要以完善评价标准为核
心进一步明确导向，研究高水
平学生社团的动态管理，同时

加强大数据的积累和分析，研
判区域发展形势和学校发展方
向。各区教委要进一步加强统
筹，加强科学配置和日常管理，
引导学校精准对接政策要求，
因校制宜发展社团。学校管理
要进一步理顺普及和提高的关
系，要将高水平社团建设纳入
学校教育管理总体规划，发展
优势学科、特色学科基础，在研
究学科发展、教师成长、管理问
题上出成果。

北航二十八届“冯如杯”竞赛举办
北京晨报讯 （记者 郑超）

日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第二
十八届“冯如杯”竞赛项目成果
展暨北航学生创新创业项目推
介会在学院路校区举办。
第二十八届“冯如杯”竞赛
参赛作品与参赛人数再创新
高，创意大赛参赛项目 2252
项、科技创新大赛参赛项目 683
项、创业大赛参赛项目 67项、
总计 5413人次参赛。其中大一

年级参赛比例高达 71%。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冯如
杯”竞赛以中国航空先驱冯如先
生命名，始创于 1991年，至今已
连续举办二十八届。二十八年中
竞赛不断发展创新，参赛人数累
计超过 7万人，参赛作品 3万 5
千余项，当下的“冯如杯”竞赛采
用“一杯三赛”的原则，下设创意
大赛、科技创新大赛、创业大赛，
形成了“创意 -创新 -创业”系

统性创新创业教育体系。
“冯如杯”竞赛项目成果展
已经成为了北航学子培养创造精
神、勇于开拓实践、勇于探索真理
的实践平台。北航学生们的创新
创业项目一直紧密结合空天专业
特色，从“冯如杯”竞赛走出了国
家 863计划项目“仿生机器鱼”，
也孵化了首届中国“互联网 +”大
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冠军项目
“Unicorn无人直升机系统”。

首师大美术学院展 50 余幅博士生作品
北京晨报讯（记者 郑超）5
月 9日，作为第二届首都师范
大学艺术季的系列活动之一，
—首都师范大学
“艺苑春韵——
美术学院 2018届博士研究生
毕业创作展”在首都师范大学
主楼二层开幕。
参加本次展览的是美术学
院 8名博士生，本次展览共展

出作品 50余幅，将持续至 5月
15日。据介绍，这八位博士生在
创作中表现突出，十分注重个
性化风格的探索，形成了独特的
艺术语言，其中一些人已在美术
界拥有一定的影响力。除了过硬
的创作能力之外，这八位博士生
也十分注重理论研究，在读期
间，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了多篇学

术论文，顺利完成了博士学位论
文。从他们的创作中，通过作品，
能深切地感受到首师大美术学
院的严谨的教学传统、注重培育
艺术个性的教学方式的深远影
响，也能感受到这些年轻学子们
关注新时代主题、反映新时代面
貌的艺术敏锐度，感受到他们的
创作活力与热情。

北工大国际学生总数超千人
北京晨报讯（记者 郑超）5
月 15日，北京工业大学校长柳
贡慧在该校第十三届国际日上
透露，国际学生规模和质量逐
年提升，目前在校国际学生总
数已超千人。
据了解，这些国际学生来
自 81个不同国家和地区，其中
学历生占比 52%，研究生占学

历生比例 42%，学生结构不断
优化。今后，学校将在国家“一
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
战略及“双一流”建设的更高要
求与发展机遇中，发展国际学
生教育，加速推进国际化进程。
现场，来自 47个国家的国
际学生们集中展示了本国的人文
历史、地理环境、奇彩服饰和民族

乐器，有的国家还现场制作了当
地美食，吸引了大量观众。本次国
际日延续了“国际日通行护照”的
环节设计，活动总计发放“护照”
近 1500本。中外师生们手持“护
照”，聆听国际学生对本国文化的
讲解，品尝各国特色美食等，收集
各国的国旗帖，在短短几个小时
经历了一次愉快的“环球旅行”。

信息科大新校区公布建设方案
北京晨报讯 （记者 刘佳）

作为北京市疏解整治促提升重
点工作，日前，北京信息科技大
学新校区文化工程建设在学校
图书馆正式启动。仪式上，学校
公布图书馆、学生科技创新教
育中心、体育馆等主要公共建
筑设计方案，并向全校师生、校
友等发出建筑物、道路等命名
“征集令”。
“文化是大学的灵魂，文化
对人才培养、对一所大学发展
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也是长
远的。新校区的文化建设是北
京信息科技大学大学文化建设
的延续和引领。”在当天的启动
仪式上，学校党委书记王传亮

为新校区文化工程建设致辞。
并同时公布了学校新校区主要
建筑的设计方案，其中包括图
书馆、学生科技创新教育中
心、体育馆、办公楼和科研楼；
还有 3个教学组团；食堂、宿
舍和其他附属用房。此次新校
区主要建筑设计方案成果是
在原有方案征集和可研报告
基础上，按照学校努力建设庄
重典雅、智能宜人、有艺术风
格、充满文化感的空间环境的
总体要求，坚持“国际视野、中
国特色、学校传统、学院风
格”，在校内各单位的共同参
与努力下，经过各设计单位细
化、深化、优化最终确定形成

的。王传亮欢迎社会各界人士
关心、关注信息科大新校区的
建设，并面向全校师生、校友和
社会启动新校区主要建筑物及
道路命名征集活动。
信息科大新校区位于昌平
区马池口镇东坨村和踩河村，
是北京市疏解整治促提升重点
工作，被写入北京市第十五届人
民代表大会政府工作报告。目
前，新校区拆迁工作基本完成，
新校区建设可研报告获批、拆迁
基本完成、全面开工已经进入倒
计时，2020年将基本完成一期
工程建设。新校区建设完成后，
在北京市新建的学校中将成为
建设规模较大的学校。

综合实践课走进奥运博物馆
参观国家体育场，感受鸟
巢建筑的魅力；制作面塑、布艺
画、毛猴，了解非遗课程；尝试
有趣的地壶球，体验运动的乐
趣……近日，东城区分司厅小

学优质教育资源带的全体学生
走进北京奥运博物馆举办综合
实践活动，传承奥运精神，弘扬
传统文化。
周良 文并摄

丰台成立集群特级教师工作室
北京晨报讯 日前，丰台区
卢沟桥教育集群“特级教师工
作室”启动仪式在北京教育学
院附属丰台实验学校分校举
行。卢沟桥教育集群“特级教师
工作室”由 8个个人工作室组
成。8位特级教师将通过师带
徒的方式，继续引领集群教师
队伍成长。
据了解，丰台区为发挥教育
集群特级及优秀教师优势，以教

研促教学，发挥教研的培训功能
和辐射功能，培养骨干及青年师
资，促进集群教育均衡，提升集
群教育质量，在区域内以教育集
群为单位，成立集群“特级教师
工作室”。工作室将以“带师魂、
带师风、带师能”为工作任务，以
课堂教学为主要载体，为卢沟桥
教育集群培养学术型教师，不断
促进各校的教师专业发展。
（丰伟宏）

职业教育宣传月在交职院开幕
北京晨报讯（记者 王刚）日
前，2018年北京市职业教育宣
传月在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
西三旗校区开幕。
据介绍，2018年北京市职
业教育宣传月活动围绕“产教融
合谋发展，全民学习促提升”的
主题，旨在向社会公众展示职业
教育的发展水平、职业教育学生
的良好风采，在全社会营造出关
注职业教育、重视职业教育、参
与职业教育的良好氛围。

目前，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
院招生工作正在进行中。今年该
学院的所有招生专业全部来自
北京交通发展急需，全部采取订
单式培养，企业深度参与人才培
养过程。除了面向北京户籍招
生，还将面向符合随迁子女政策
的外省户籍中考生开展“五年一
贯制”招生。在招生过程中也充
分体现了职业特色，侧重对学生
职业兴趣和职业潜能的考查，帮
助学生挑选更适合的专业。

综合实践课程建设研讨会举行
北京 晨 报 讯 日前，
“ 北京 重要”学校文化的课程建构》为
市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建设 主题对学校的办学理念、校园
研讨会”在北京教育科学研究 文化及整体课程的架构进行了
院丰台实验小学举行，来自全 介绍。据了解，学校将美国原汁
市各区县 140名综合实践教师 原味的 STEAM课程引进了
及专家共同参加了此次活动。 “欢学园”的课堂。“课程模拟”
此次研讨会分为课程展示 式的培训，来自专家的示范课，
环节、大会交流环节和课程观 立足课程实施的业研活动……
课程观摩环节共展示了五
摩环节三部分组成。在展示环
节上，学校展示了 STEAM课 节综合实践活动课，覆盖了低、
程和职业体验课程“我是校园 中、高三个学段。老师们细致、
小导游”；大会交流环节中，北 严谨的指导以及学生们热情、
京教育科学研究院丰台实验小 精彩的表现受到了专家和来宾
学校长祁红以《基于“每一个都 的一致好评。
（丰伟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