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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田驰正）日
前，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党委书记
王传亮以“继往开来 砥砺奋进
做堪当时代重任的信息科大人”
为主题，面向学校师生讲授 2023
年春季学期开学第一课。

第一课主会场设在新校区文
理楼报告厅，分别在小营校区、健
翔桥校区和清河校区设置了分会
场。学校旨在通过开学第一课推
进党的二十大精神学深悟透，教
育引导广大师生筑牢理想信念根
基，心怀“国之大者”，坚定不移
听党话、跟党走，争做新时代新征
程的奋斗者。王传亮首先从“四
个非常”出发谈 3 年抗疫的成果
与经验，回顾了学校 85 年办学历
史与发展成就，以一代代信息科
大人的奋斗故事勉励师生。王传
亮向师生提出要求，一是坚守内
心世界，坚定理想信念；二是突破
自我，提升自我价值；三是迎难而
上，担当时代重任。

北京优质高中名师入蒙送教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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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9 日至 10 日，受北京市教委
委托，北京教育学院邀请北京
市优质高中校的9位一线教师，
赴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送教，
围绕高一新课程实施及高三复
习开展课程研讨及示范讲学。

记者了解到，根据《京蒙教
育对口协作框架协议》，北京市
自 2021 年以来，持续加大对内
蒙古自治区师资队伍建设支持
力度，相继启动中小学骨干教
师研修、校长教育管理能力提
升、教导主任教学管理能力提
升、教研员能力提升等培养工
程。其中，中小学骨干教师研
修工程，通过送教上门、跟岗实
践、挂职锻炼、集中培训等形
式，进一步加强内蒙古统编教

材专任教师、已脱贫地区中小
学教师等教育教学骨干队伍交
流培训。

本次培训是北京教育学院
承办的北京专家教师赴兴安盟
示范讲学项目，课程涵盖语文、
数学、英语、政治、地理、历史、
物理、化学、生物9门学科，送教
教师是来自北京五中、北京二
十二中、北师大附中等高中的
优秀骨干教师，其中正高级 7
人、特级教师 1 人、市级骨干 1
人。除了通过专题讲座、同课
异构、教学研讨等形式，分享教
育理念和课堂教学经验，此次
送教的课程还与兴安盟的教研
员进行一对一对接，充分沟通，
达成共识，课表由北京教育学
院主管院领导审查后实施，确

保送教达到最优效果。
两天培训中，参与培训的

兴安盟教师达 2080 人，辐射兴
安盟教育局直属学校和扎赉特
旗、突泉县、科右前旗、阿尔山
市、乌兰浩特市、科右中旗等六
个旗县市的18所高中。“听了北
京名师对高考规律的解读，对
复习节奏的把控及高考冲刺的
教学指导，使我们清晰了高考
的变化，明确了在今后的教学
中应抓能力、提素养，从教材中
找原型、在课堂内提效率，培养
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使学生
在高考中取得理想成绩。”乌兰
浩 特 第 一 中 学 语 文 老 师 张
黎说。

入蒙送教讲学活动充分展
现了北京名师对教育支援的担

当与情怀。延庆区教育科学研
究中心语文教研员、北京市正
高级教师、北京市特级教师桂
彩丽说：“兴安盟的老师对专业
的追求，对业务学习的敬业精
神，让我们真正形成了学习共
同体、成长共同体，希望以后会
有更深度的合作与交流。”

据 介 绍 ，北 京 教 育 学 院
2022 年承担了10 项教育支援合
作项目，涉及内蒙、河北、四川、
甘肃、新疆 5 省份的 7 个市县地
区。除北京专家教师赴兴安盟
示范讲学项目外，学院还承担
了内蒙古通辽市校（园）长及教
研员培训、锡林郭勒盟初中数
学教师培训、兴安盟教研员培
训、兴安盟名校长工作室的组
建及培训任务。

本报讯（记者 李继君）近
日，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开
展第6 个近视防控宣传教育月活
动的通知》，活动从 3 月启动，主
题为“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
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
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此次活动的主要内容包括增
强多方面爱眼护眼意识、加强近
视防控培训交流、落实近视防控
常态措施、发挥家庭近视防控重
要作用等四个方面。通知强调，
各地要推动学校强化与家长沟
通协作，及时向家长反馈学生视
力健康状况，强调近视危害性；
宣传科学的近视防控知识和方
法，引导重视孩子早期视力保护
与健康，陪护视力异常的孩子到
医疗卫生机构检查和矫正；推动
家长履行近视防控责任，发挥家
庭教育在近视防控工作中的重
要作用；充分发挥学生、家长宣
讲作用，引导家长提高家庭眼保
健意识，以身作则，共同控制“视
屏时间”，营造爱眼护眼的健康
家庭氛围。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书记讲授开学第一课

北京高招体育专业考试
4月8日、9日举行

本报讯（记者 姜思瑶）近日，
北京教育考试院发布《关于做好
北京市 2023 年普通高等学校体
育教育等体育专业招生工作的通
知》，明确 2023 年体育教育等体
育专业考试将于 4 月 8 日至 9 日
在首都体育学院举行。

根 据 通 知 ，凡 符 合 北 京 市
2023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报名
条件，身体健康，热爱体育事业，
有一定的体育运动基础的考生均
可报名。具体招生录取要求须关
注相关高校招生章程。考试项目
包括身体素质及专项技术两大
项。体育专业考试成绩满分 100
分，其中身体素质占60%，专项技
术占 40%。北京教育考试院提
醒，体育教育等体育专业在本科
提前批进行录取。考生应按全市
统一规定的时间和要求进行网上
志愿填报。

北京多区今年持续扩增学位
本报讯（首席记者 常悦）根

据《北京市 2023 年办好重要民
生实事项目分工方案》，全市年
底前将继续新增中小学学位 2
万个。近日，北京市东城、西
城、海淀等多区相继发布 2023
年重要民生实事，多途径扩大
中小学学位供给，推动重点项
目实施。

东城区公布的 2023 年重要
民生实事项目共计 6 个方面 24
件。在优化基本公共服务方
面，东城区将通过新建、改扩建
等方式，新增中小学学位 3000
个。去年，该区深入优化教育资
源供给，小学新一年级扩充教学
班44个，义务教育阶段新增学位
2200 余个。东城区天坛东里小
学整建制并入东城区景泰小学，
北京史家教育集团成员校东城
区史家实验学校并入北京二中

教育集团，进一步完善长链条
人才培养机制，推动教育资源
布局优化和品质提升。

2023 年西城区将继续通过
区域资源调整、区内外学位联
动，推进学位保障工作，计划新
增义务教育学位 1 万个。继续
推进 6 所中学“小而精”和 13 所
小学“小而美”工程，帮助学校
全面提升教育教学环境和质
量，实现内涵式发展。近期，西
城区还公布了北京市育才学校
新建项目的规划，新校建成后
的办学规模为 115 班、学位 4720
个。该校新建项目是北京中轴
线申遗保护三年行动计划确定
的重点任务，项目实施后将有
效提升学校基础设施条件，改
善学校办学环境。新建项目位
于西城区太平街与永定门西街
交叉口东北角，拟新建建筑面

积约10万平方米。
在海淀区发布的 2023 年重

要民生实事中，海淀将持续增
加办学空间，缓解学位供给短
缺，新增中小学位 5560 个，新增
普惠性学前学位 1000 个，并于
2023年11月底前完成。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今年
计划新增 600 个学前教育公办
学位。经开区表示，将立足 60
平方公里教育发展，统筹规划
225 平方公里亦庄新城教育发
展，努力让改革成果惠及更多
老百姓。其中，学前教育突出

“普惠发展”，计划新增公办学位
600 个，加大对普惠性幼儿园支
持力度；义务教育突出“优质均
衡”，继续把“双减”摆在突出位
置，努力提升课堂教学质量，深
入推进教育、艺术、科技、劳动等
各项活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经开区还将不断深化教育
领域综合改革，推进体制机制
创新。今年将探索符合区情的
现代化教育管理新模式；完善
基础教育经费管理办法，激发
学校办学活力，加强各公办中
小学、幼儿园内部控制管理。
同时，推进区级学科教研基地
建设与管理，不断完善具有经
开区特点的教科研模式；完善
教师保障，建设干部教师队伍，
进一步完善教育领域交流轮岗
机制。

近日，北京市政务公开领导
小组办公室发布关于印发《北
京市 2023 年政务公开工作要
点》的通知。今年，普惠托育服
务体系建设、新增中小学学位、
小学暑期托管服务等方面的信
息公开被列为保障改善民生相
关的重要政府信息公开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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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要闻

“莓”好时光
近日，北京市大兴区

庞各庄一小南顿垡完小
的同学们在少先队大队
辅导员孟广静的带领下，
来到东麻各庄丰浓草莓
采摘园参观学习。队员
们先后参观和学习了草
莓 的 种 植 技 术 、生 长 环
境 、灌 溉 方 法 和 养 护 方
法，了解了新技术在草莓
培 育 过 程 中 的 重 要 性 。
回校后，队员们和其他同
学一起在学校的实践基
地里将所学所会及时应
用，将畦垒好，为后续的
草莓种植做好充分准备。

文/通讯员 万世惠
学校供图

第6个近视防控宣传
教育月活动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