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绎10 月 14 日袁 市直属机关
幼儿园开展了野厉行节约尧反对
浪费冶主题系列教育活动袁签订
教师承诺袁通过儿歌尧故事教育
孩子们珍惜粮食遥 孩子们坚持
野光盘行动冶袁杜绝野舌尖上的浪
费冶遥 李凡

绎近期袁由市妇联尧市教科
体局主办袁江西省家庭教育指导
中心承办的 野关爱女童 呵护成
长冶 讲座在井冈山小学开展袁提
高了女生自我保护的意识袁引导
女生正确面对生理及心理变化遥

熊俊芳
绎为了加强英语教师的教

学能力袁提高青年教师的业务水
平袁10 月 13 日袁金都小学举行了
青年教师野英语故事教学优质课
竞赛活动冶遥 曾虹

绎10 月 13 日袁 思源实验学
校举办第十期班主任论坛袁由经
验丰富的班主任分享班级管理
心得袁全校老师参与遥 刘晓梅

绎10 月 14 日袁 日东乡中心

小学开展野关爱教师 情暖杏坛冶
之教师集体生日庆祝活动袁让教
师更有幸福感尧成就感尧荣誉感遥

朱雅琪
绎近日袁市怡安希望小学开

展了野不忘初心强党性袁砥砺前
行跟党走冶的主题党日活动和清
洗学校洗手池的志愿服务活动袁
进一步增强党员先锋模范意识遥

危文
绎瑞林镇下坝卫生院医务

人员近日来到下坝小学袁对学生
们进行了保护眼睛的宣传教育袁
并进行视力测试遥 陈娅琴

绎10 月 13 日袁 绵塘小学音
体美三个学科送教团队一行 10
人袁来到沙洲坝镇八一希望小学
进行帮扶送教袁带去一场精彩的

艺体视听盛宴遥 郭清华 兰军
绎为进一步推进学校体教融

合发展袁 10 月 15 日袁解放小学对
学校体育兼职指导老师进行足球
和篮球技能培训袁 提升了教师足
球尧篮球教学能力遥 朱宇腾

绎谢坊镇新民小学于 10 月
14 日举行了一年级新生入队仪
式袁全体师生共同参与见证这光
荣的时刻遥 罗冬莲

绎10 月 12 日袁 瑞林镇稳村
小学举行野新生入队冶主题教育
活动袁 给新队员佩戴红领巾尧宣
誓尧唱队歌尧进行队史教育等遥

黄草原
绎10 月 13 日袁 冈面乡沙排

小学为 24 名一年级同学举行了
隆重的新队员入队仪式袁佩戴上
鲜艳红领巾的新队员洋溢着灿
烂的笑容遥 张上京

绎10 月 13 日袁 日东乡陈埜
小学举行了一年级新生入队仪
式袁新队员树立了新的目标遥

温慧琳 钟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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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袁新一轮科技革命蓬
勃兴起袁正在掀起一场影响经济
社会发展全局的系统性变革袁为
教育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遥
未来教育将向何处去钥 中国教科
院课题组梳理政策文件和理论
文章袁 分析未来教育发展形势袁
并提出政策建议遥

教育智能化遥 作为新科技革
命的重要驱动力量袁人工智能正
在推动教育体系从网络化向智
能化加速跃升遥 一是重塑学习环
境袁借助物联网和情境感知技术
全面了解教育运行状态袁将学校
变成万物互联尧智慧感知尧虚实
融合的智慧学习空间曰二是重构
学习流程袁利用学习分析技术跟
踪学生学习过程袁 洞察学习规
律袁 提供及时有效的学习支持袁
帮助学生开展个性化学习曰三是
创新教育管理袁利用智能技术提
升教育治理现代化水平袁实现事
项清单标准化尧 办事流程规范
化尧业务处理协同化遥

教育数字化遥 随着 5G 技术

的落地应用袁教育数字化已经成
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遥 一是在
线教育加速普及袁新冠肺炎疫情
引发了在线教育的 野井喷式冶增
长袁直播课堂尧网络点播尧在线辅
导等成为学校开展教学的重要
方式曰 二是教育供给有效拓展袁
在线教育和智能教育新业态初
现端倪袁社会化教育服务市场不
断发展袁为学习者提供了丰富多
元的教育机会曰三是教育野在地
国际化冶成为常态袁在国际秩序
动荡调整和疫情全球蔓延的大
背景下袁 人才跨境流动面临挑
战袁国际人文交流的主阵地从线
下转移到线上袁不出国门也能开
展 野留学冶尧 国际交流和科研合
作遥

教育融合化遥 知识跨界融合
已经成为全球科技创新的主导
趋势袁未来教育也将呈现出三种
态势院一是学科融合袁跨越学科
专业的界限袁注重跨学科课程建
设袁以交叉学科专业对接新兴产
业集群发展曰 二是校内外融合袁

政府积极探索向社会力量购买
教育服务袁 指导性目录不断优
化袁支持学校与科研机构尧企业尧
社区尧家庭等建立紧密的合作关
系袁 构建校内外资源相互沟通尧
高度共享的办学格局曰三是线上
线下教育融合袁在线教育正在成
为学校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袁混
合教学逐步走向常态化遥

教育终身化遥 当前袁知识更
新明显加速袁新旧职业呈现结构
性更替袁终身学习能力成为新一
代劳动者的核心竞争力遥 一是教
育目标立体化袁未来人才培养强
调实践应用能力袁发展互联网思
维和跨界思维袁注重人与社会的
协调发展曰 二是教育对象全纳
化袁通过各类教育体系的有效衔
接袁为各行各业人员提供多样化
的学习机会袁让每个人都成为终
身学习者曰 三是学习途径多元
化袁 加强校园与职场的对接袁面
向重点人群开展 野不脱产学习冶
野送教入企业冶和野订单式培养冶袁
畅通人才成长通道遥 杨明

做最真实的自己
每一个人都不完美袁也许是身体不好袁也许是成绩不

佳袁又也许不够乖巧袁没有人能够做好每一件事袁包括你也
包括我遥

不合群的标签从小便贴在我的身上遥 人类是群居动
物袁喜爱与同类待在一起袁以求得到肯定袁从而获得存在
感遥我也许就是那个异类袁我害怕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袁
他们像锁链一样缠绕着我袁逼我去讨得他人的欢心遥 这就
是合群吗钥 那么多人喜欢的合群吗钥 如果有谁不想要跟随
着合群袁如果不想被约束袁就可能被大家排斥袁成为边缘
人遥 可是这样的合群又有何快乐可言钥

强迫自己改变袁变得更好更讨人喜欢袁委屈自己本来
的想法与感受袁成为合群的优秀孩子袁这一切值得吗钥表面
微笑着袁迎合着袁转过身去将所有的委屈留给自己遥你是个
野合群冶的人遥 这是你牺牲自己本心得到的回报袁这是你曾
经梦寐以求的遥 你得到了他人的肯定与钦佩袁也得到了无
形的压力遥 如果有一点没有做好袁也会有人取代你夺得他
人的目光遥 为此你忙碌着做好每一件事袁空虚着迷失了那
个欢笑着的小孩遥

与其委屈自己合群袁 不如静下心来听听自己的想法袁
你真的很在乎他人的看法和肯定吗钥还是自己的爱好更为
重要袁放下自己对合群的渴望袁拿起自己最爱的袁你会发现
合不合群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袁做最真实的自己远比这欢
乐得多遥 孙妍

10 月 13 日袁瑞明小学组织全校师生开展了反
邪教警示教育活动袁 通过集会向师生讲解邪教组
织特征及其危害袁 教育师生要崇尚科学袁 拒绝邪
教袁自觉抵制迷信尧伪科学和反科学思想的侵袭遥

江雁鸿 张寸秀摄

近日袁日东乡沿岗小学开展野交通安全教育冶主
题班会活动袁让学生知晓交通常识袁懂得自觉遵守
交通规则遥 张素芳

绎10 月 14 日袁红井小学开展消防基本技能实
操实训袁示范了灭火器灭火尧消火栓接水等实操技
能袁增强了教师的消防应急处置能力遥

欧阳燕 危慧君
绎10 月 14 日袁市消防大队人员来到冈面乡竹

园小学袁指导消防安全演练袁提高师生消防应急能
力遥 黄冬林

绎近日袁 武阳镇龙江小学通过国旗下讲话尧主
题班会尧黑板报尧手抄报等形式袁开展了反邪教宣
传教育活动遥 杨少东

绎10 月 14 日十点袁瑞林镇消防员走进上芫希
望小学袁 给师生演示灭火器材和消防水枪使用方
法遥 温俊芳 陈林生

拔英乡中
心小学以 野天
天锻炼尧 健康
成长尧 终身受
益冶为目标袁大
力开展了以篮
球 + 兵 乓 球 +
扇 子 武 术 操
渊特色操冤为主
的体教融合一
系列活动 袁在
校园内充分营
造 起 热 爱 体
育尧崇尚运动尧
健康向上的良
好风气遥

杨温文摄

校园安全 警钟长鸣揭开“未来教育”的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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