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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列滑 野轮转冰冶 旱地冰球 冰壶

卢沟桥教育集群

4门冰雪体验课进中小学校园
本报讯渊记者 安京京冤
以野与冰雪为伴与快乐同
行冶为主题袁面向全市中
小学生开展的 2017 年北
京市中小学生冰雪运动
普及推广活动日前正式
启动遥 队列滑尧旱地冰球
等 4 门冰雪运动体验课
将走进中小学校园袁走到
孩子身边遥
活动形 式包 括 专家
进校园开展相关知识宣

讲袁开展以冰雪运动为主
题的泥塑尧剪纸尧绘画等
艺术作品征集活动袁发动
学生广泛参与袁体验冰雪
魅力尧传播冰雪文化遥 冰
雪运动主题艺术作品征
集以区为单位集中申报袁
优秀作品不少于 10 件遥
冰雪运动体验课包括
队列滑尧野轮转冰冶尧旱地冰
球和冰壶 4 个项目遥 其中袁
队列滑项目聘请芬兰队列

滑项目专家开展教师培
训袁并对学生面对面授课遥
野轮转冰冶项目组织有轮滑
基础的学生袁 按就近原则
在冰上运动场馆开展相关
滑冰体验课程遥 同时袁组织
学校开展旱地冰球项目的
学生体验课程及教师培
训遥 采用仿真冰壶器材袁通
过知识理论课和实操体验
课相结合的方式袁 在普及
冰壶运动知识的同时袁指

导学生利用仿真冰壶道体
验冰壶运动遥
市教委 有 关负 责 人
介绍袁各区要积极发挥区
域资源优势袁创造性地开
展本区冰雪运动推广普
及活动袁推动校园冰雪运
动进一步发展遥 各冰雪运
动特色校要加强课程建
设和师资建设袁为冰雪运
动在学校的普及发展充
分发挥引领和辐射作用遥

野蓝天梦 航空情冶要要
要北航实验学校日前举行航空特色成果展示活动袁学生表演踢踏舞遥

刘战强 摄

校园阅读示范基地成立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总社校园阅读示范基地在丰台区卢沟桥教
育挂牌遥 图为出版社向集群学校赠送读物遥 本报记者 蔡文玲 摄
本报讯 渊记者 蔡文玲冤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总社校园阅
读示范基地上周在丰台区卢沟
桥教育集群挂牌遥 未来袁中少总
社阅读推广中心与丰台区卢沟
桥教育集群将从 野开发集群阅
读书单冶野教师阅读培训冶野社会
大课堂冶等方面合作袁全面提升
丰台区中小学校师生的阅读素
养遥
活动当天 9 时袁 在北京教
育学院附属丰台实验学校袁中
国少年儿童出版总社校园阅读
示范基地成立袁 中少总社阅读
推广中心向丰台区卢沟桥教育
集群授牌遥 现场袁该社阅读推广
中心向北京教育学院附属丰台
实验学校授予 野中少总社阅读
推广中心校园阅读示范基地冶
铜牌袁 并向卢沟桥集群校 3 所
幼儿园尧15 所小学尧16 所中学捐
赠中少总社期刊遥 活动现场袁中
少总社叶中学生曳杂志尧叶中国少
年儿童曳 杂志尧叶中国少年报曳尧
叶中国少年英语报曳及低幼中心
的主编到场共同见证中少总社
与丰台区卢沟桥教育集群的战
略合作袁 中少总社集结五报十
三刊多个小记者站及文学社联
盟等平台将进入丰台的中小学

校遥
北京教育学院丰台分院书
记尧常务副院长支梅表示袁阅读
是学生最传统尧最重要的任务袁
阅读能调动学生求知的欲望袁
可以给学生带来丰富美妙的体
验遥 希望丰台区越来越多的孩
子能享受到阅读的乐趣遥
北京教育学院附属丰台实
验学校校长郝玉伟表示袁中少总
社阅读推广中心与卢沟桥教育
集群战略合作是丰台开启儿童
阅读新时代的重要起点袁北京教
育学院附属丰台实验学校会抓
住此次合作机遇袁让学生在更浓
的阅读环境中茁壮成长遥
中少总社阅读推广中心主
任刘金斌表示袁 中少总社阅读
推广中心会将专业阅读资源及
师资引入丰台袁 将更多书籍和
阅读产品带进丰台的学校遥 未
来袁 中少总社阅读推广中心与
丰台区卢沟桥教育集群将从
野开发集群阅读书单冶野教师阅
读培训冶野社会大课堂冶 等方面
进行战略合作袁 以全面提升丰
台区中小学校师生的阅读素
养袁 助推丰台区阅读教育发展
综合实力袁 让学生在校园中遇
见更美的阅读遥

石景山区

以实际行动推进学生行为养成教育

第一本叶中国技工院校发展报告渊2017 年冤曳发布

全国共有技工院校 2526 所
本报讯渊记者 蔡文玲冤
叶中国技工院校发展报告
渊2017 年冤曳近日发布遥 这
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第一本系统梳理技工
院校年度发展情况的报
告遥 截至 2016 年底袁全国
共 有 技工 院 校 2526 所 袁
在校生超 323.2 万人遥
叶报告曳包括总体情
况尧统计数据尧新形势新
需求尧 政策措施与实践
探索尧目标任务尧历年数
据尧大事记尧创新发展案
例 8 方面内容袁 是系统
了解技工院校发展状况
的指导手册袁 也是宣传
技工院校发展成效尧提

高技工院校社会知名度
的重要途径遥
截 至 2016 年 底 袁 全
国 共 有 技 工 院 校 2526
所袁在校生超 323.2 万人遥
2016 年袁 技工院校招生
127.2 万人袁比 2015 年提
高 4.8%袁其中招收农村籍
学生 98.6 万人袁占招生总
数的 77.5%曰 毕业生 93.1
万 人 袁90.9 万 人 实 现 就
业袁就业率为 97.6%曰全年
开展社会培训 451.6 万人
次袁为促进就业和社会经
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
技能人才支撑遥 同时袁高
技能人才培养规模逐步
扩大袁 高端引领作用凸

显遥 一是高级工以上学制
教育规模扩大遥2016 年高
级工以上在校生达 117.8
万人袁 占在校生总数的
36.5%遥 二是社会培训层
次不断提高遥 2016 年袁高
级工及以上职业资格取
证人数达 43.3 万人袁占总
培训人数的 19.9%遥 三是
校企合作深入推进遥 多省
份开展学制教育培养技
师试点和企业新型学徒
制试点袁面向企业职工开
展技师和高级技师培训袁
高技能人才培养规模和
质量逐年稳步提升遥
叶报告曳指出袁技工
院校发展机遇与挑战并

存遥 一方面袁党和国家高
度重视尧 从宏观层面做
出战略部署袁 技工院校
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
遇曰 经济社会发展对技
能人才不断增长的强劲
需求袁为技工教育事业发
展开辟了广阔空间曰职业
能力建设事业的整体推
进袁为技工教育事业发展
创造了有利条件遥另一方
面袁法律法规缺失问题比
较突出袁完善顶层设计的
任务艰巨曰技工院校投入
不足尧发展不平衡问题亟
待解决曰稳定招生规模尧
提高生源质量面临较大
挑战遥

本报讯 渊通讯 员 李 强冤
石景山区教委近日面向全区中
小学开展了第三届野少年说冶系
列主题教育活动袁通过实际行动
让学生野学规范尧正行为袁挺起时
代担当曰养习惯尧传美德袁培育家
国情怀冶遥 这也是石景山区以实
际行动推进中小学行为养成教
育的内容之一遥
活动依据不同学段分成四
个板块袁一是野见贤思齐故事会冶袁
面向小学开展袁 旨在引导学生从
中国古今的美德故事中寻找榜
样袁 看一看先进榜样引领我们怎
么做曰二是野颂典承德朗诵会冶袁面
向小学和初中开展袁 旨在引导学
生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教
诲袁 听一听传统美德告诉我们怎
么做曰三是野立己达人演讲会冶袁面
向初中和高中开展袁 旨在引导学
生想一想社会发展需要我们怎么
做袁使学生先端正自己袁再带动他
责编/刘式歌 版式/陈 棽

人袁 共同为社会的文明进步贡献
力量曰四是野明辨笃行辩论会冶袁面
向高中开展袁 旨在引导学生议一
议遇到矛盾困惑我们该怎么做袁
使学生能够辩明事理尧澄清价值尧
不忘初心袁担当起国家富强尧民族
复兴的时代使命遥
养成教育是培养学生良好
行为习惯的教育袁也是全面实施
素质教育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袁是学生
品德形成和终身发展的奠基工
程遥 2015 年袁教育部颁发叶中小
学生守则曳曰2016 年袁 市教委颁
发叶中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曳曰今
年袁市教委又出台叶中小学养成
教育三年行动计划曳遥
区教委在认真研究北京市
养成教育三年行动计划的基础
上袁结合区域德育工作特点袁制
定了叶石景山区中小学养成教育
三年行动实施方案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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