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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杰名校长工作室揭牌
北京晨报讯（记者 郑超）日前，管杰名
校长工作室正式揭牌，工作室校长成员一
共 6人。北京市第十八中学校长管杰称，工
作室成员包括从小学到高中阶段的校长，
注重基础教育全过程育人模式，本工作室
以教师专业发展专题为研究方向。
据介绍，丰台区名校长（园长）工作室
是丰台区人才工作重点项目，是丰台区
“十三五”时期教育系统干部队伍建设发

展规划的重点工作。北京市第十八中学管
杰校长以“办好一所学校，开辟一条通道，
引领一个区域，创出一片天地”为教育梦
想，提出了“聚·宽教育”办学思想，以其突
出的办学成绩，在本学年获得了第三届
“明远教育奖”和第五届全国教育改革创
新杰出校长奖，在基础教育领域产生了较
大影响，当选为首批丰台区名校长（园长）
工作室主持人。

第八届留法校友招聘论坛举行
北京晨报讯（记者 郑超）第八届留法
校友招聘论坛于 2018年 7月 7日，在广
州，成都，北京，上海，沈阳和武汉 6个城
市同步举行。这是一个面向在法国高校
毕业归国的中国学生及在华法国留学生
的专属招聘论坛。2017年，共计 140余个
招聘企业和 900余个求职者参与其中。
当今，人才市场中的竞争更加激烈，
招聘企业对求职者的要求也更加严格。
留法校友招聘论坛的创建便是为了满足
应聘企业和求职者双方的需求：一方面，
得益于近年来中法双边贸易的繁荣发
展，企业对于在法国接受到高等教育的
高级法语人才的需求量越来越大。此次
法国总理携大型企业家代表团访华恰恰

体现了两国经贸、特别是数字科技等新
兴产业中战略合作上的勃勃生机。随着
中国政府“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法语
国家，尤其是非洲法语国家人才市场更
加的活跃，也使得留法海归的人才吸引
力持续升温。另一方面，新近回国的年轻
留法海归可以通过招聘论坛与招聘企业
取得联系。每年，百余家跨国企业在招聘
论坛上寻找高水平的专业技术和管理人
才。几年来，由法国驻华大使馆 -法国高
等教育署主办，中国法国工商会、智联招
聘协办的留法校友招聘论坛吸引了诸如
爱马仕、空客、赛峰、迪卡侬、阿尔斯通等
行业巨头的青睐，成为驻华法企招聘精
英人才的专属地。

物灵科技研发新款绘本阅读机器人
北京晨报讯 近日，物灵科技宣布获
得 1.5亿元人民币融资，同时发布两款绘
本阅读机器人新品——
—具备多感官交互
能力的“Luka Hero”，以及轻巧便携、面
向更广泛大众市场的“Luka Baby”。至
此，Luka绘本阅读机器人产品矩阵已经
初步成形。
据悉，Luka主打“伙伴式”体验，当
Luka与儿童用户交互时，基础的单向命令

升级为灵性的双向互动，单纯的“你说我
听”变成更人性的主动引导、你翻我读、互
相学习。Luka不仅是智能设备，更是被信
任的学习伙伴。此次发布的 Luka Hero，增
加了点读功能。通过视觉、听觉、触觉并重
的技术，儿童进行绘本阅读时，不仅听得
见、看得懂，更能摸得到。而 Luka Baby则
更加便携，让儿童随时随地都能快捷操作
使用。
（徐虹）

立思辰发布大语文 3.0 课程体系
北京晨报讯 近日，立思辰正式发布大
语文 3.0课程体系。同时，与北京师范大学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语文教学研
究方面展开深层合作，共同推动大语文教
学的发展。
据介绍，升级后的立思辰大语文一整
套学习方案，其课程主要由：大语文、思晨
写作、庖丁阅读和诸葛学堂组成。在运营
上，立思辰大语文采用“线上网课 +线下
网点”的发展模式：线上产品“诸葛学堂”
以专题课程、特色课程为中小学生提供在

线学习服务，线下教学网点以班级课程为
核心，提供双师课堂和文旅游学等特色教
学方式做补充。
此外，在第三阶段 3.0版本的大语文
体系中，立思辰大语文团队全面提升了教
学环境和教学服务，设置了更完善的班
型，并为每个班级配备班主任进行课前、
课中、课后的学习引导，让学生能够在更
舒适的环境下学习、享受更贴心的教学
服务，同时也让家长充分了解孩子的点滴
成长。
（徐虹）

蔓藤教育发布留美就业白皮书
北京晨报讯 近日，蔓藤教育与兴业
银行联合撰写的 《2018中国留学生美国
就业白皮书》正式发布。
报告显示，2016/2017年度，在美国
高等教育体系中学习的中国留学生约 35
万余人，位列榜首，比排名第二位的印度
多了近二分之一，但取得美国 H1B签证
人数却只有印度的四分之一。由此可见，
中国留学生在国际就业竞争力上存在的
诸多不足。在硬实力方面，体现为工作岗
位需要的专业技能和工作经验不足；在
软实力方面，则表现为欠缺解决问题能
力、团队协作能力和领导力。同时，由于

中国留美学生大都不了解职场文化、沟
通方式、缺乏对工作态度的理解，因而在
面试中不能把握好沟通方法，充分展示
自己。
白皮书建议，留学生应充分利用互联
网教育科技平台提高就业竞争力。目前，
蔓藤教育研发的分析和评价系统，能够帮
助学生找出差距，并指导学生如何在大学
阶段中及时弥补。此外，其岗位评价体系
已经初步建立了各个领域的专业题、面试
题以及软硬实力提升的学习资源，帮助学
生提早模拟求职，培养面试能力。
（徐虹）

工作室校长成员有看丹中学李迎红校
长、丰台区云岗小学张德江校长、十八中左
安门校区李金栋校长、十八中附属实验小
学王志清校长、十八中西马校区黄京副校
长、十八中方庄校区刘晓鸥副校长。工作室
学术顾问，北京师范大学朱旭东教授、华东
师范大学杨九诠教授、北京市委党校李罡
教授、方庄教育集群高级顾问陈中原教授、
清华附中王殿军校长。

管杰说，本工作室以教师专业发展专
题为研究方向，将以学习共同体的方式，
与各位专家和校长共同探索打通教师专
业成长内在诉求的策略和机制，以唤醒教
师职业生命中的专业意识、教育意识、生
命意识，激发教师发展的内在需要和潜
能，实现“教师专业自发性发展”，从根本
上促进教师专业的可持续发展和高层次
发展。

学而思网校启动
“
少年文学家”活动
北京晨报讯 近日，学而思网校
“少年文学家”活动启动。此次活动
由学而思网校、《作家》杂志、布拉格
国际写作项目联合发起，勒·克莱齐
奥、苏童、叶兆言、阿来、欧阳江河、
西川、张清华等十几位国内外知名
文学家共同组成指导团，作为“少年
文学家”的坚实后盾。
据悉，该活动面向全国中小学生
免费开放，通过活动官网即可报名。活
动第一、二阶段在线进行，参与者足不
出户即可展示自身文学知识积累和优

秀写作能力。第三阶段在北京进行，所
有提交文学作品的青少年都有机会得
到文学家们的亲自指导。
此外，
“少年文学家”活动还将特
别引入学而思网校研发的 AI老师
“智能作文批改技术”，科技和人文将
达成合作：AI老师完成对文学作品的
基础批改，如逻辑、文法、字词句的基
本信息的判断，知名文学家则对文章
立意及文学性做出评价并提出意见，
实现对文学少年的人文及专业指导。
（徐虹）

做一个家庭教育的有心人
在与朋友交流育儿心得时，经常
会听到这样的言论：
“良好的家庭教育
对于培养孩子良好的习惯、品质、能力
有着非常深远的意义。”还有人说：
“优
秀的孩子往往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背后都有一个十分关注他们成
长的家庭。”
说这些话的人，不是名校的班主
任，就是教育孩子比较成功的家长。从
某种意义上说，让自己的孩子成才比
自己成才更难，因为自己是可控的，而
孩子是另一个独立的个体。如果父母
对孩子的教育非常重视，在孩子成长
的每一个关键阶段，家长能够参与到
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去发掘孩子的闪
光点，寻找适合孩子的教育方法，这样
家庭里成长起来的孩子不会太差，这
样的家长其实是履行了家庭教育的
“使命”。
不可否认，从整体发展趋势来讲，
家庭教育越来越受到教育行政部门、
社会和家长的重视，有些科研机构
开始对家庭教育进行深入的研究，
但是仍然有很多家长对家庭教育的
重视还停留在思想中，并没有落实
到行动里。以前的我就是这样一个
家长。在我儿子坤坤上幼儿园小班
的时候，因为单位工作忙，我和爱人
很少把精力放在他的身上，为了弥
补心里对他的歉疚，和很多家长的
做法一样，我会经常给他买好吃的
和玩具，但是慢慢地，我发现这些东
西给孩子带来的快乐是短暂的，他
渴望更多的是得到老师和小伙伴们
的喜爱和认可，记得有一次家长开
放日，其中一个环节是老师对前一
阶段孩子参与幼儿园活动的情况进
行奖励，孩子们从老师手里接过小
奖品时，个个欢喜雀跃，但是因为我
前期没有和幼儿园老师很好的配
合，也没有协助孩子去完成幼儿园
布置的“作业”，全班唯独坤坤和另
外一个孩子没有得到任何一件“奖
品”，眼看着他从羡慕地看别的孩子

上台领奖，到满怀期盼的等自己上台
领奖，到最后一次也没有领到奖，忍不
住沮丧地哭起来，我深深地被刺激了。
这时我才开始反省自己，幼儿园
老师在微信群、QQ群里发的活动通
知我几乎没有印象，对于坤坤的优缺
点，我从没有进行过深入的思考，在
家里所谓的“陪伴”仅仅停留在我在
他身边，当他喊着：“ 妈妈，我们一起
搭积木吧！我们一起画画吧！……”工
作了一天疲惫不堪的我往往会找各
种理由搪塞他，很多时候我不愿意深
入到他的世界中去，是因为我觉得那
是一种时间上的“浪费”，他的世界节
奏太慢了，小区里短短的一段路他要
走上很久，花花草草、小虫、石头……
一个个在我眼里非常普通的东西他
却要蹲在那儿观察半天，我不希望自
己每天那点珍贵的业余时间都和他
一起花费在这些事情上，我希望自己
休息、娱乐、读书、写作的时间不被打
扰，但是儿子沮丧到哭泣的脸让我如
梦初醒，如果我没有牵着一只蜗牛散
步的耐心，没有深入孩子内心世界的
勇气，我就不是一个称职的妈妈。家
里堆积如山的玩具和满书架的童书
的确寄托着我对他的爱和期望，但是
如果没有我和孩子心与心的交流，手
拉手的前行，这些外在的东西永远只
是一堆东西，它们不会在孩子身上发
生质变。
家长们经常说“不能让孩子输在
起跑线上”，往往这句话的含义指的是
要送孩子去上各式各样的辅导班、兴
趣班，要求爷爷告奶奶或者买天价学
区房把孩子送进名校，但是鲜有家长
会把“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句
话与自己家庭教育的职责联系在一
起。有一位教育家说：“教育不是把篮
子装满而是把灯点亮。”其实，作为孩
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才应该是点亮
孩子那盏灯的第一人选。
赵文娜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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