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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晨报

赵登禹学校培养两千非遗小传人
北京晨报讯 （记者 郑超）6
月 9日，北京市赵登禹学校“真趣
园”校园非遗博物馆开幕，展览将
面向全社会开放，展示由孩子们
推动的非遗创新。北京市赵登禹
学校与 93号院博物馆之文课程
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合作共建了
“真趣园”校园非遗博物馆，目前，
学校已经培养了 2000余名“非

遗小传人”。
据介绍，学校的非遗课程包
括必修和选修两大类。其中必修
课程包括 《面塑》、《脸谱》、《风
筝》和《皮影》，分别在五年级上、
六年级下和七年级上、下开设，
并配有专门的校本教材。未来，
计划将非遗必修课程覆盖三至
八年级。

据了解，选修课程由学生们
根据自身兴趣爱好自愿选择课程
参加，学校在一至八年级开设了
包括泥彩塑、毛猴、苏绣、剪影、卵
石画、蛋雕等在内的二十余门课
程，尽可能地满足不同学生的兴
趣和个性发展需要。这其中，相同
的非遗类别可能出现在不同年
级，但是课程内容和难度设置是

逐渐递进、符合学生思维发展和
年龄特点的。以泥彩塑为例，分别
在一年级、六年级和八年级开设。
在一年级，重在培养兴趣，提高动
手能力；在六年级，重在发挥想像
力和创造力，赋予传统作品新的
生命力；在八年级，重在了解兔儿
爷背后的文化习俗，体会文化内
涵。众多非遗课程的开设，不仅是

海淀区新优质校受认可

精诚幼儿园首推
“
5+2 教育综合体”

北京晨报讯 日前，海淀
区培星小学“新优质学校建设
工程”汇报会举行。海淀区教
工委书记尹丽君、教委主任陆
云泉等相关领导，首都师范大
学教授王云峰、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好老师公益行动计划办
公室专委会副主任特级教师
刘永胜等参加活动。
在现场活动中，学生社团
的精彩展示受到了来访领导、

近日， 精诚实验幼儿园南
磨房园举办环球嘉年华活动，
这次活动也是在旧园址举办的
最后一次大型活动。今年 9 月，
孩子们将在百米外的新园区开
始学习与生活。 据介绍，在课程
设置上， 新园区将全力打造
“5+2 的新时代幼儿教育综合
体”，即通过一周五天的园内生
活，开展各种适合幼儿的艺术、
体能、科学、社交、语言等各类
课程， 超越一般园所周中五天
和周末两天奔波于各种培训机
构的教育效果。

来宾的一致赞扬。朱郁校长以
《知行合一做更好的自己》为
主题的报告，得到与会领导、
专家的肯定。自启动“新优质
学校建设工程”项目以来，培
星小学在区两委一室的领导
下，在师生家长的共同努力
下，不断进行教育改革，实现
了全方位的飞速发展，同时也
赢得了周边社区居民的高度
（王平）
认可。

通州张家湾中学美术
1+3”项目跨区招收住宿生 60 人
“
北京晨报讯 （记者 丰伟

班、高水平运动员等，共计 83人。
首经贸在京招生规模保持稳
定，计划招生 1697人，双培计划
和外培计划在提前批 B段招生；
北京农村专项计划在提前批 C
段招生；本科普通一批次有 30
个招生专业，二批次有 11个招
生专业，一批和二批专业不重复
独立填报，互不影响，考生可根据
兴趣选择专业。在京外，首经贸面
向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港
澳台地区招生 700人，京外投放
批次均为一批次。
据介绍，对于进档考生实行
“分数优先、遵从志愿”的录取规

作为通州区唯一一所开展
“1+3”项目的农村中学，今年
张家湾中学将首次面向东城
区、西城区、朝阳区、海淀区、
石景山区、丰台区和通州区内
公办初中校初二年级学生招
生，招生人数为 60人。
张家湾中学校长丁永明
介绍，学校“1+3”项目学生教
育教学安排在高中部独立分
班管理。该项目学生不需要参
加中考，直升张家湾中学高中
部学习。项目课程初、高中贯
通，四年整体设计，突出美术
宏）

首经贸在京招生计划 1697 人
北京晨报讯 （记者 郑超）在
日前举行的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校
园开放日上，北京晨报记者了解
到，首经贸 2018年招生计划确
定，招生总人数保持稳定，共计招
生 2480人。在京招生 1697人，
其中包括“双培计划”招生 96人，
“外培计划”招生 14人，
“北京农
村专项计划”招生 45人。京外招
生计划 700人，其中包括面向四
川、湖南、湖北、云南、河南、陕西、
贵州等地的国家贫困专项计划
90人。除了京内计划和京外计划
之外，我校招生还包含内地西藏
班、新疆高中班、少数民族预科

为了加深学生对于传统文化的理
解，更是为了开发学生的潜能，促
进个性特长的发展，为其提供更
多的自主选择空间；也为想要深
入了解某项非遗技艺的学生，提
供了逐步深入学习的机会。在赵
登禹学校的九年学习生涯中，每
一门非遗课程都是不可复制的独
特体验。

则，不设置专业级差。当出现同分
现象时，依次比较语文、数学、外
语和综合分数进行录取。首经贸
认可教育部、北京市以及各个省
市的招生办公室认可的一切加分
项目，一加到底，即在分专业的时
候也是包括加分成绩在内的。在
提档比例上，顺序志愿原则上不
超过 120%，平行志愿原则上不
超过 105%。色盲、色弱不能报考
广告学、安全工程（注安师）、环境
工程；色盲不能报考传播学、信息
管理与信息系统、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金融
信息管理）。

顺义区澜西园四区幼儿园举办文化节
北京晨报讯 （记者 丰伟

日前，顺义区澜西园四区
幼儿园“收获成长 魅力绽放”
第二届“海洋文化节”举行。
文化节在党员教师诗朗
诵《党旗颂》中拉开了序幕，教
师大合唱《红旗飘飘》表现了
幼儿园干部教师团结奋进、和
谐进取的精神风貌，小班歌曲
联唱《爱我你就抱抱我》《小宝
贝》、中班诗词表演《唐诗串
烧》、大班《毕业诗》《毕业歌》等
节目展现出幼儿们精彩的才
艺，孩子们稚嫩而美妙的童声
宏）

启德教育升级留学服务
北京晨报讯 近日，启德教育
询、文件资料查询及满意度评价
正式发布了“价值、信赖、透明、贴 等功能。在留学服务过程中的各
心”四大留学服务理念，全面升级 个重要节点，SAMI会主动向客
留学服务。作为服务升级的标志 户推送提醒信息。此外，启德留学
之一，签约客户服务平台——
— 还会根据在各个节点获得的客户
满意度调查结果，及时启动相应
SAMI正式启用。
据悉，目前 SAMI平台已经 的服务纠错或调整机制。此次服
开通微信服务账号“启德留学申 务升级后，启德留学还将同步升
请小助手”，与启德留学多个内部 级其监督管理体系，强化自检、互
运营系统打通，初期将面向 2018 检和质量抽查，并开通专属投诉
年签约客户提供服务办理进度查 热线电话。
新东方成立东方坐标学院
十家新东方、好未来完全不是神
北京晨报讯 近日，新东方
旗下的“东方坐标学院”正式成 话。而帮助创新创业者更好成
立。未来，新东方将通过这一平 长，是新东方的责任和使命。未
台，从教育领域的创业者中发现 来，东方坐标学院一方面将成为
并培育一批未来商业精英，共同 泛教育领域创新、创业者们交流
学习的平台，促进教育行业的规
推动教育产业的变革与发展。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 范、成熟和发展；另一方面，也将
长、东方坐标学院校长俞敏洪表 作为教育行业的连接点，面向未
示，教育产业是个万亿级的大市 来的教育，共谋发展大计，提供
场，发展空间富有想像力。在这 更加丰富多彩的教育形式。
对于东方坐标学院的发展，
个领域的创业者中，再出八家、

据了解，启德教育从 2014
年开始调整企业发展战略，大力
推行“产品化”路线，服务重心逐
步从咨询向规划转变，目前已经
完成了从留学中介到国际教育机
构的转型。启德教育 CEO黄娴
女士认为，国际教育最核心的价
值就是赋能，赋予孩子站上国际
舞台比拼、发展的能力。因此，启
德提出了“价值、信赖、透明、贴
心”服务理念。
（徐虹）

点燃了在场每个人的热情，唤
起家长对园所教师三年来倾
心呵护幼儿的点滴回忆，也道
出了教师对幼儿的美好祝福。
展演结束后，各班分别进
行课程展示。家长在现场观摩
《是谁嗯嗯在我的头上》《小黑
捉迷藏》《给姑妈笑一个》《藏
在哪里了》等阅读教学活动以
及区域自主游戏和班级特色
活动，深入了解了园所在“海
之韵课程”建设方面的实践与
探索，对教师们付出的辛勤努
力纷纷表示赞许。

新升小学举办风筝文化节
北京晨报讯（记者 王刚）

俞敏洪提出了三点期望：有高度、
有情怀、有方法。有高度，是指学
院要站在更高的高度，站在整个
中国教育大局上来看问题；有思
想，是因为教育领域本身应该是
具备思想和思考特质的地方，应
该有更加丰富、更加国际化的教
育理念和思想作为学院发展的内
在动力；有方法，意味着在教育领
域发展中除了战略以外一定要有
较高的战术水平。 （徐虹）

特色，在完成国家课程同时，
开设更多的美术基础课程及
美术拓展类课程，学生的社团
活动，社会实践活动围绕美术
特色开展。
为确保“1+3”培养项目
顺利开展，在教师选派上丁校
长表示，学校将在全校范围内
选调经验丰富的优秀教师承
担教育教学任务。同时，英语
课聘请外教辅助教学；专业课
依托工美附中的优秀教师资
源及本校老师，并联系各大美
术学院的师资力量联合开展
教师教研、学生教学活动。

日前，新升小学举办了主题
为“放飞希望，拥抱蓝天”的
风筝文化节活动，新升小学
文化节活动已成功举办两届。
本次文化节活动分为两个
环节，第一个环节是举办一年
级入队仪式，由家长为学生佩
戴红领巾，授予“少先队员”称
号；第二部分是风筝节，此次活
动前期经过了近半个月的准
备，在五月下旬，学校开展了一
系列与“风筝节”相关的活动，其

中包括开展“风筝文化大讲堂”、
“亲子制作风筝大赛”、为学生普
及风筝知识作了充分的准备。
活动开始后，乔育芳校长
在讲话中提到：
“人的一生，从
出生到入学要经历许许多多
的仪式，加入少先队是人生的
第一个组织，在孩子成长的过
程中，家长一路见证了孩子们
的成长，并激励和教育孩子们
不断进步，”乔校长还以少先
队“四个争当”督促学生做一
名自信、阳光、快乐的好少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