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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微信还要不要家访钥
铁铮
有媒体报道袁山东即墨
某小学一班主任看到有学
生缺课袁和家长联系无人接
听电话遥 她和同事前去家
访袁发现门窗紧闭尧无人应
答遥 他们翻墙进入后发现袁
一家人均煤烟中毒昏迷遥 遂
立即送医院抢救袁 挽回了 3
人性命遥 家访能救命虽属巧
合袁但在新媒体时代还要不
要实地家访袁值得深究遥
如今手机几乎成了人
体的一个组成部分袁众多老
师充分利用微信群等形式
和家长联络遥 无论是布置作
业袁还是通知事宜曰无论是

交流想法袁 还是意见建议袁
按个野发送冶便万事大吉袁既
方便又快捷遥 利用最时髦的
交流与沟通方式值得肯定
和倡导袁但其是否能完全替
代一些传统做法还需要深
入探究遥
值得肯定的是袁微信等
交流方式有多种优点袁但也
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劣势遥
比如缺少交流与沟通的接
近性和人情味袁缺少面对面
时的亲切感和现场感等遥 而
家访则能深入学生的家庭袁
亲眼所见尧亲耳聆听尧亲身
感受噎噎微信群的间接型尧

12 月 16 日 至 17
日袁野第六届大学生科技
创新作品与专利成果展
示推介会冶 在中国农业
大学举办遥 推介会收到

来 自 京 津 冀 等 地 49 所
高校学生的 770 项 创新
作品袁 涉及资源与环境
技术尧新材料技术尧生物
与新医药技术尧 航天航

简单化尧快餐式的交流与沟
通效果袁显然不能与其同日
而语遥 因此袁尽管已经进入
新媒体时代袁必要的家访传
统还是不能完全抛弃的遥
现在的老师工作节奏
快尧压力大袁经常性的家访
可能面临一系列实际困难袁
但尽力做好有针对性的家
访仍有必要遥 对于那些有特
殊情况的学生袁在遇到特定
问题时袁老师去学生家里看
看尧访访尧聊聊袁会收到事半
功倍的教育效果遥 在一定意
义上说袁家访也是教育教学
的应有之义遥

空技术等类别遥 经过评
审专家组评审袁 评选出
一 等 奖 暨 创 新 金 奖 11
项 尧 二 等 奖 33 项 尧 三 等
奖 65 项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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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公务员
考录比10.8颐1

面对新生事物时袁要热
情地拥抱它袁但对于那些被
实践检验至今仍有生命力
的传统做法袁 切勿简单尧粗
暴尧草率地说不袁这才是对
待创新与传统的正确态度遥
而这种科学的态度袁显然已
经超出了是否需要家访所
探讨的具体问题袁而应推而
广之在教育教学工作中全
面加以应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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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第六 届 大学 生
科技创新作品与专利成
果展示推介会现场遥
本报记者 徐 凡 文并摄

全市高中艺术素养班阶
段性汇报展示 叶致敬梦想系
要展翅窑飞翔曳日前在
列二要要
中国人民大学举行遥
野高中艺术素养班冶面向
舞蹈零基础的高中学生袁通
过学习舞蹈艺术课程袁 提升
综合类尧 特长类和普及类等
表现能力与人文素养遥 截至
目前袁 北京理工大学附属中
学尧 北京师范大学第四附属
中学和实验华夏女子中学的
高中各年级和初中艺术团共
244 名学生参与此项目袁完成
总课时量 5773 节遥
图为高中艺术素养班学
生在表演舞蹈遥
本报记者 许 卉 文并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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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公务员考试本月 17 日结束遥 图为参加申论考
试的考生验证入场遥
本报记者 蔡文玲 摄
本报讯渊记者 蔡文玲冤
北 京 市 各 级 机 关 2018 年
考试录用公务员公共科目
笔试上周日结束遥 此次考
试共招录 4249 人遥 51458
名考生确认参加考试袁实
际参考率为 89.1%袁实际参
加考试与计划招录人数比
平均为 10.8颐1遥
今年袁本市在 16 区设
立 71 个 考 点 尧1722 个 考
场袁共 4000 余名工作人员
参与遥 在加强考务组织管
理尧 加大诚信考试宣传力
度的同时袁 市人社局会同
人事考试联动协调机制领
导小组成员单位市教委尧
市公安局尧 市经信委无线
电管理局尧 市卫计委等积
极采取措施袁 严密防范和
坚决打击考试作弊行为袁
严肃考风考纪袁 着力营造
风清气正尧 安全有序的考
试环境遥
市人社局有关负责人
介绍袁为进一步提高本市公
务员考录工作的科学化水
平袁结合十九大报告中对选
人用人提出的新思想尧新论
断尧新要求袁市级公务员主
管部门在广泛听取各方意
见的基础上袁对考录政策做
出几方面调整遥
调整报 考 人员 范 围袁
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报考遥
此次考试将列入野双一流冶
建设高校名单的京外院校
本科以上优秀毕业生纳入

启

了招考范围遥 从报名情况
看袁 报名人数较往年有提
升遥 与此同时袁本市首次将
取得世界排名前 300 名院
校 或 前 100 名 专 业 的 国
渊境冤外学位并完成教育部
门学历认证的非北京市常
住户口留学回国人员纳入
招考范围遥
从今年起袁 参加北京
市大学生村官等服务基层
项目前无工作经历的人
员袁 服务期满且考核合格
后两年内袁 可以应届高校
毕业生身份报考遥 按照本
市有关规定袁 新录用乡镇
公务员最低服务年限为五
年渊含试用期冤袁服务期内
一般不得调出乡镇遥
本市公务员主管部门
进一步明确 野市级机关在
招考公务员时袁 如无特殊
情况袁 要面向具有两年以
上渊含两年冤基层工作经历
人员进行招考曰 区级机关
无特殊情况应不限基层工
作经历曰街道尧乡镇机关袁
垂直管理部门的基层队尧
站尧 所等各基层单位无特
殊情况应主要招录应届毕
业生冶遥 市级机关要拿出拟
录用职位的 5%袁区级机关
要拿出拟录用职位的
10%袁乡镇机关要拿出拟录
用职位的 30%袁 专门面向
2018 年合同期满大学生村
官等服务基层项目人员招
考遥

事

本报社现有少量 2017 年北京招
生通讯叶招生专业目录曳袁希望了解高
考信息的高中生及家长可与本报社
发行部联系购买遥
联系电话院82837128尧82837190
北京考试报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