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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实施乡村教师支持计划

乡村教师编制将动态管理
本报记者 安京京
本市日前出台叶北京市掖乡村教师支持计划渊2015要2020 年冤业实施办法曳及系列
配套政策袁通过综合施策袁精准支持袁切实提升乡村教师的社会地位袁逐步形成野下得去尧
留得住尧教得好冶的局面袁造就一支素质优良尧甘于奉献尧扎根乡村的教师队伍遥

乡村教师编制向人口稀少村小学倾斜
为帮助乡村学校解决
编制不足问题袁 乡村中小
学教职工编制将按城市标
准统一核定袁 实行教职工
编制城乡尧 区域统筹和动
态管理遥
区教育部门在核定的
教职工编制总额和岗位总
量基础上袁按班额尧生源等
情况统筹分配乡村学校教
职工编制和岗位数量袁通
过调剂编制尧 加强人员配

备等方式进一步向人口稀
少的村小学倾斜遥 通过逐
年核销工勤和教辅人员编
制尧 分类推进经营类事业
单位转企改制尧 事业编制
跨行调剂尧 切实加大政府
购买服务力度等途径袁腾
退出机动编制袁 优先用于
乡村教师的统筹调配使
用遥 寄宿制乡村学校按寄
宿学生规模配备生活指导
教师袁 尚未配备的应合理

计算教师兼任生活指导教
师的工作量并相应增核绩
效工资总量遥
本市将在乡村教师中
开展多种形式的师德教
育袁把教师职业理想尧职业
道德尧 法治教育融入职前
培养尧准入尧职后培训和管
理的全过程遥 加大优秀师
德典型宣传力度袁 促进形
成重德养德的良好风气遥
完善乡村教师师德考评制

度和方式袁 将师德建设作
为乡村学校工作考核和办
学质量评估的重要指标袁
把师德表现作为教师资格
定期注册尧业绩考核尧职称
评审尧岗位聘用尧评优奖励
的首要内容遥 完善学生尧家
长和社会参与的师德监督
机制遥 对有严重失德行为尧
影响恶劣者袁 按有关规定
予以严肃处理袁 直至撤销
教师资格遥

乡村教师将定向培养
本市将扩大师范生招
生规模袁 定向培养乡村教
师遥 通过调整师范院校招
生指标结构袁 扩大师范生
的培养规模袁 适度调整师
范专业的结构遥 鼓励相关
高校通过与普通高中贯通
培养尧 调整专业结构等方
式袁 重点加强中小学和幼
儿园教师培养遥 从 2016 年

开始袁 首都师范大学率先
调整师范生招生指标结
构袁 增加 100 个师范生招
生指标袁定向培养野一专多
能冶乡村教师遥 实行对综合
性院校毕业生和师范院校
非师范毕业生取得教师资
格并到乡村学校任教的人
员袁 满 5 年后给予 4 万元
一次性补助遥

在 10 个 远郊 区 和 朝
阳区尧海淀区尧丰台区的
乡村中小学校实施叶北京
市乡村教师特岗计划
渊2016要2020 年冤曳遥 每年
招聘中小学音乐尧 体育尧
美术尧思想品德尧生物尧地
理尧历史等紧缺学科教师
300 名左右遥 招聘对象为
北京地区全日制普通高

等学校应届本科及以上
学历毕业生和 野京外 211
工程冶师范院校及全国 24
所省属师范院校师范专
业应届本科及以上学历
毕 业 生 遥 2016 年 和 2017
年 分 别 招 聘 了 261 名 和
331 名乡村教师袁 一定程
度上缓解了乡村教师不
足的压力遥

鼓励城镇优秀教师向乡村校流动
本市将推动干部教师
交流轮岗袁 推动义务教育
校长教师在区域尧城乡尧校
际间有序流动袁发挥集团尧
学区内人力资源统筹优
势袁促进集团尧学区内师资
均衡配置遥

实施中学教师开放型
在线辅导计划袁 实现教师
智力资源在线流转遥 市教
委委托北师大高精尖中心
搭建平台并启动了北京市
中学教师开放型在线辅导
计划袁在通州区 31 所初中

开展了包括 野一对一实时
在线辅导冶尧野一对一预约
辅导冶尧野问答中心冶尧野微课
学习冶 等形式的两个学期
的试点工作遥
全市共招募辅导教师
7308 名袁 共有 1590 名教

师 完成 了 对 4460 名 学 生
共计 30724 次有效的在线
辅导袁 累计辅导总时长
4974 小 时 曰305 名 教 师 参
与问答中心的问题解答
1252 个 袁 提 供 微 课 4742
个遥

北二外附中

体验职业生涯 遇见未来的自己
本报讯 渊记者 邓 菡冤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附属
中学高一年级近日开展了
以野遇见未来的自己冶为主
题的职业生涯体验活动遥
通过参观尧体验尧学习和实
践袁 学生提前了解了从在
校生过渡到合格职场人所
经历的积累和锻炼遥
参与活动的学生依照
喜好袁 分别参观了教育科
研机构如中国科学院大
学尧IBM 中央民族大学机
器人智能车实验室袁 影视
传媒机构如凤凰卫视尧北
京电视台袁 及创业孵化器
行业企业岛里等遥
在国科大参观两弹一
星纪念馆的过程中袁学生被
老一辈科学家一丝不苟的
责编/孟 红 版式/李小华

工作态度尧坚持不懈的工作
精神深深打动遥 参观结束
后袁 他们采取分组制作的
方式袁 体验中科院创客运
要
动 会 指 定 参 赛 项 目要要
野万兽之王冶创客课程袁利用
有限的材料和工具进行仿
生设计创作遥 课程涉及四
连杆机构尧齿轮传动尧摩擦
力尧 串联电路等物理学原
理袁包含机械制图尧材料应
用等内容袁 不仅激发了学
生学习科学知识的兴趣袁
也有助于提升利用科学原
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遥
在 IBM 中 央 民 族 大
学机器人智能车实验室袁
学生参观体验了中央民大
的 创 新 创 业 中 心要要
要野56
创冶 及机器人智能车实验

室袁 对先进的科技教育服
务和创客教育模式有了进
一步认识袁 并和专业人员
进行总结交流袁 加深了对
先进教育理念的理解遥
在凤凰卫视与北京电
视台的分组参观中袁 学生
和优秀媒体人进行了面对
面的交流与接触袁 对职业
媒体人的素养和能力有了
更深的认知袁对台前尧幕后
的岗位有了真实的感知遥
许多人表示要更加努力学
习相关领域知识袁 争取成
为出色的媒体从业者遥
通过参观创业孵化器
行业企业岛里袁 学生对联
合办公和初创企业发展模
式有了想法和观点遥 通过
分组讨论袁 他们更好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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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了初创企业品牌建立与
市场推广的相关事宜遥
参与此次活动的教师
郭丽娜表示袁 一天的职业
生涯体验袁 让学生有了近
距离感受不同行业企业文
化和发展理念的机会遥 通
过岗位培训尧模拟实操袁最
后完成精彩的实习总结袁
学生有了一次多方位尧多
维度了解真实职场生活的
机会遥 在明确各行业所需
人才标准和不同岗位职责
要求后袁 学生可反思自己
在职业选择方面的合理性
和现实性袁 思考实现职业
生涯规划过程中知识尧能
力尧 素养等方面的优势和
不足袁 激发积极实现未来
职业梦想的热情遥

石景山区 2016要2017 学 程改革袁在课程建设尧课堂教
年度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总结会 学改进尧学业评价改革和学生
创新发展方面综合施策袁取得
日前在北京市第九中学举行遥
一学年来袁全区基础教育 阶段性成绩遥
认真贯彻落实当前考试评价
图为北京九中学生认真
改革的精神和各项工作要求袁 听高中政治课遥
进一步深化区域基础教育课
富 然 文并摄

流感发病高峰期

如何正确预防流感钥
目前袁由流感病毒导致中
小学校及托幼机构等集体单
位集中发热疫情较多遥恰逢期
末袁学生功课压力大袁更增大了
传染病感染及传播的风险遥 为
更好地保护孩子的身体健康袁
避免因流感等感染性疾病影响
学业袁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提醒家长注意以下方面遥

生活中如何预防孩
子感染流感
1.注意个人卫生习惯袁勤
洗手袁特别是饭前便后袁触摸
眼睛尧鼻或口腔后袁外出回家
后袁都要洗手曰尽量用洗手液
或肥皂尧流动水洗净遥
2. 在空气状况良好的情
况下袁房屋每天勤通风袁保持
空气新鲜曰尽量避免去人员密
集尧空气污浊的场所遥
3. 教育孩子一日三餐规
律进食袁主食尧蔬果和禽鱼肉
蛋的比例为 3颐2颐1袁 多吃新鲜
蔬菜水果遥
4.注意保暖袁根据温度适
时增减衣物曰加强锻炼袁保证
睡眠遥

如何教育孩子在学
校预防流感
1. 教育孩子避免接触发
热伴有咳嗽或咽痛的同学遥如
果需要接触病人袁 要佩戴口
罩曰接触后袁立即用肥皂或香
皂洗手遥
2. 教育孩子如有同学在
班级内呕吐袁要及时告诉老师
进行处置袁不要在不戴口罩时
接触呕吐物或照顾患病同学遥

家庭如何护理已感
染流感的孩子
1.充分休息袁多饮水袁饮食
应清淡尧易于消化和富有营养遥
2.遵照医嘱按时服药遥
3.密切观察病情变化袁孩
子病情出现持续高热尧呼吸困
难尧严重呕吐等变化时要及时
就医遥
4. 家长带流感孩子去医
院就诊时袁要同时做好流感孩
子及自身的防护渊如戴口罩冤袁
避免交叉感染遥
5.流感孩子要根据医生建
议在家休息袁 暂时不要上学曰
体温恢复正常尧其他流感样症
状消失 48 小时后袁方可复课遥
6. 家庭成员与流感孩子
密切接触时要注意个人卫生袁
并做好个人防护曰近距离接触
流感孩子时袁要戴口罩曰直接
接触孩子后袁或处理孩子使用
过的物品尧接触呼吸道分泌物
后袁要使用清洁剂洗手或者使
用消毒剂消毒双手遥
7.家有两个孩子袁其中一
个感染流感时袁要尽可能保证
相对固定的 1 名家庭成员照
顾孩子并注意加强个人防护袁
近距离接触患者时要戴口罩曰
其他家庭成员要尽量减少与
流感孩子的接触机会袁尤其是
未感染流感的孩子遥
预计今后一段时期内袁全
市流感病毒活动强度仍将处
于较高水平遥家长要提高防病
意识袁加强家庭成员的健康防
护袁最大限度预防流感等传染
病侵害遥
渊徐 凡 整理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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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曳袁希望了解中考信息的初中生及家
长可与本报发行部联系购买遥
联系电话院82837128尧82837190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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