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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考试陪练中考
再过几天袁初三生的期
末考试就要开始了遥 也许你
会有些兴奋袁 又有些紧张遥
其实袁作为中考生袁期末考
试只是一个阶段性测试袁面
对它全心全情地投入袁也能
收到陪练中考的效果遥
期末考试是阶段性的
总结遥 期末考试确实重要袁学
校把这次考试作为检 测 考
生初三基础知识掌握情况
和综合思维训练情况的一
个重要参考遥 期末考试给了
考生总结尧归纳考试答题规
律以及技巧性的机会遥 初三
生可通过这个阶段性的总结

获得查缺补漏尧 巩固知识的
技能袁 同时为下一学期学习
野更上一层楼冶做好准备遥
期末考试袁是中考前诸
多试练中的一次袁它为下学
期 考 生 参 加 野 一 模 冶尧 野 二
模冶袁乃至中考打下基础遥 也
许考生无法成为每次考试
的优胜者袁但每名中考生都
能做追求进步尧挑战自我的
勇士遥 备考期间袁考生不要
盲目和他人攀比成绩袁自信
缺乏时想想 野我相信自己袁
我已经复习得很充分了冶遥
此类积极的心理暗示利于
增强自信袁 缓解焦虑情绪遥

中考生如果能通过自己的
心理调适袁淡定应对期末考
试袁 就累积了一次大考经
验袁这对于考生在中考时保
持稳定发挥颇有益处遥
期末考试是终点也是
起点遥 期末考试的到来袁意
味着初三第一学期即将结
束遥 静心聚气认真备考袁才
能给第一学期画上一个圆
满的句号遥 通过这次考试袁
考生不仅能初步明确学习
情况和成绩位置袁还可将考
试成绩作为中考填报志愿
的参考之一遥 期末考试之
后袁考生不妨在假期调整状

态袁重整旗鼓袁蓄势待发袁以
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初中
阶段的最后一个学期遥
面对期末考试袁 中考
生需要紧张尧兴奋袁只是
适度为宜遥 希望考生做好
准备袁 直面这次检验机
会袁期待它带来的收获和
经验遥 祝愿考生以更好的
姿态尧更强的能力袁迎接
期末考试遥
渊孙梦莹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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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援助月
帮扶一对一
本报讯 渊记者 许 卉冤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尧 市残疾人联合会等
部门日前联合召开视频会
议袁 部署动员在全市范围
内开展 野2018 年就业援助
月专项活动冶袁到 2 月上旬
前袁 集中帮扶各类就业困
难人员和残疾登记失业人
员就业创业遥
活动期间袁 各区使用
全市统一的就业困难程度
分级尧分类测评等工具袁对
援助对象确定就业困难等
级袁 分析主要就业障碍及
原因袁开展针对性帮扶遥
市职业介绍服务中心
有关负责人介绍袁 在援助
帮扶方案中袁 针对达到重
点帮扶等级的就业援助对
象袁 制定个性化就业援助
方案和相关行动计划 袁安
排就业援助专员开展一对
一帮扶曰 针对具备上岗条
件的援助对象袁 在活动期
间提供 3 个以上符合其需
求和能力的岗位信息 曰针
对家庭负担重尧 就业时间
不固定的援助对象袁 重点

提供工作地点合适尧 工作
时间灵活的岗位信 息曰 针
对尚不具备上岗条件技能
的援助对象袁 根据个人特
点和就业需求袁 提出就业
技能完善建议曰 针对有创
业意愿和培训愿望的援助
对象袁 提出创业技能完善
建议曰 针对难以通过市场
实现就业且符合本市有关
规定的重点援助对 象袁 通
过公益性岗位实行托底安
置袁重点引导年龄轻尧学习
能力强的托底安置人员积
极参加职业培训袁 努力提
升就业能力袁 促进实现市
场就业遥
在活动期间袁 北京各
区将主动联系用人 单位 袁
收集招聘需求尧 用工计划
等信息袁 在信息服务系统
中建立用人服务台账遥 在
满足单位用人需求的同
时袁 采集适合援助对象就
业的岗位袁 审核用人单位
资质袁 确保招聘信息的真
实尧合法尧有效袁并以多种
形式袁 通过多种渠道发布
岗位信息遥

首个语言文化数字博物馆
将在北京上线
北京市第五中学第六届英语戏剧节日前举行遥 学生自选改编剧作袁自导自演袁展示了 11 个剧目遥 图为学生在表演
英语剧叶音乐之声曳遥
本报特约摄影 周 良

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培训课程指导标准出台
教师全员培训五年一周期
业发展的能力指标体系袁
作为教师专业发展的任务
目标遥 二是研发教师自我
诊断的 野能力表现级差
表冶遥 教师培训需求的实质
是教师专业发展的内在需
求袁 源于教师对自身的教
学能力现状与理想培训目
标的野差距冶认知遥 叶指导标
准曳 基于学科教学实际情
况袁研发新工具袁为教师提
供做同一工作时不同行为
表现的典型差别袁帮助教师
自我诊断袁从而较为直观地
衡量自身教育教学能力的
现有水平袁自觉感知自身能
力与培训目标的 野差距冶袁
激发其主动参与培训的内
在需求遥 三是设置野按需施
训冶 的培训课程遥 叶指导标
准曳借鉴野国培计划冶的实
施经验袁在教师培训课程中

本报讯渊记者 邱乾谋冤
教育部日前印发叶中小学幼
儿园教师培训课程指导标
准渊义务教育语文尧数学尧化
学学科教学冤曳袁教师工作司
负责人表示袁进一步规范和
指导各地分类尧分科尧分层
实施五年一周期的教师全
员培训遥
叶指导标准曳采用相同
体例袁分为培训目标尧 能 力
诊断尧课程内容尧实施要求
等四个主要模块遥 培训目
标是对教师专业发展的具
体要求袁 是教师工作能力
的理想状态袁 给教师发展
野建模子冶曰 能力诊断用于
确定当前教师工作能力的
实际状态袁通过野能力表现
级差冶表判断差距袁科学诊
断教师培训需求袁 带教师
个 体 野 照 镜 子 冶曰 课 程 内 容

着眼于缩短差距袁 帮助教
师解决实际问题袁 提升能
力素质袁给教师提升野开方
子冶曰实施要求重在为缩短
差距提供有效的方式方
法袁 推动各地创新培训模
式袁增强培训实效性袁为教
师培训野找路子冶遥
叶指导标准曳主要特色
有三方面院一是建立分学科
的教学能力标准体系遥 叶指
导标准曳的框架与叶义务教
育课程标准 渊2011 年版冤曳
相对应袁 实质是将学生的
课程目标转换为教师的教
学能力标准遥 根据课程的
教学任务袁 结合教师日常
工作内容和活动划分设计
野核心能力项冶袁 使培训和
工作紧密结合袁 充分体现
实践性曰 按照核心能力项
的具体表现袁 确定教师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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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主题式研修袁为培训提
供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
的研修主题,构建理论课程
与实践课程相结合的课程
架构袁根据教学能力水平不
同层次的不同需要袁提供课
程专题和内容要点的参考
建议袁真正实现以诊断为基
础设置课程尧 实施培训袁增
强培训的针对性遥
叶指导标准曳采取分批
研制尧逐步健全尧形成体系
的思路袁按照义务教育阶段
教师的师德修养尧 班级管
理尧学习与发展尧学科教学
等 15 个领域 18 项标准袁学
前教育阶段教师的幼儿研
究与支持尧幼儿保育与教育
等 4 个领域 4 项标准袁分学
科尧分领域构建完整的中小
学幼儿园教师培训课程指
导标准体系遥

本报讯渊记者 蔡文玲冤
我国第一个语言文化数字
博物馆 野北京语言文化数
字博物馆冶 项目日前通过
专家鉴定袁 即将开启北京
文化的奇妙之旅遥
北京语言文化数字博
物馆作为社会公共文化资
源袁内容涉及北京方言尧北
京口传文化尧 北京话土语
图典尧北京话诗文吟诵尧北
京地名文化尧 北京名园楹
联匾额尧 北京三山五园御
制诗尧 北京话研究历史文
献等北京语言文化资 源袁
不仅是了解认识北京语言
文化的重要窗口袁 也是抢
救尧整理尧保护正在迅速变
化的北京语言类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重要平台袁 在非
遗保护尧文化宣传尧社会教
育尧 学术研究等方面具有
重要作用遥
该数字博物馆的研发
是在对 260 余所各领域在
线数字博物馆调研的基础
上袁 针对不同层次用户的
多方面需求袁 采用分类展
示与虚拟现实相结合的展
现形式袁 将多模态的语言
文化资源与观赏浏览者的
网上查询和阅览习惯有机
结合袁体现了展示性尧趣味
性尧 易读性和自适应性等

特点遥 系统针对 PC 端和手
机端两套不同的界面原
型袁 通过判断不同分辨率
进行智能自适应袁不论使用
何种设备浏览袁都具备良好
的观感体验遥网站设计风格
朴实典雅袁加之以诸多本土
文化元素袁给人以古典与时
尚相结合之感遥
市语委办主任贺宏志
表示袁 北京语言文化数字
博物馆项目是全国第一个
既有共时有声资源又有历
时图文资源的语言文化博
物馆袁时空维度覆盖性广袁
语言文化资源承载 性强 遥
北京语言文化数字博物馆
将正式上传 野北京语言文
字网冶袁成为全社会共享的
公共文化资源遥
5 年来袁在北京市语委
办公室主持下袁市文化尧文
物尧方志部门及各区语委尧
文委大力支持袁 形成国内
第一份完整系统的语言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报告
叶北京语言文化资 源调 查
报告曳曰 北京师范大学尧北
京语言大学尧 首都师范大
学的十余位专家和数十名
研究生参与项目研究开
发遥 信息系统和数据库软
件由北京语言大学教授荀
恩东团队设计开发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