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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昨日发
布叶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
建设改革的意见曳 第三方评估情
况遥 评估报告中指出袁3 年来袁教师
职业吸引力明显增强袁新教师岗位
竞争明显加大袁个别地区数十人竞
争一个岗位常态化遥

2018 年 1 月袁叶关于全面深化
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曳
印发遥受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委托袁中
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成立第三方监测
评估项目组袁 通过对全国 31 个省
渊区尧市冤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自评
报告的深入分析尧9 个省份及其 51
个区县的重点监测和 1 万余份教师
问卷分析袁形成了评估报告遥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尧
研究员于发友在教育部新闻发布
会上表示袁3 年来袁 教师教育综合
改革纵深推进遥师范生生均拨款标
准进一步提高袁9 个监测省份师范
生生均经费 2019 年比 2018 年提
高了 7.4%遥师范类专业认证有序推
进遥省属公费师范生培养制度快速
推动袁培养规模不断扩大遥 中小学
教师培训体系更加完备袁高校教师

质量不断提高遥 职业院校野双师型冶
教师培养培训质量稳步提升遥综合
大学师范学院尧 教育学科快速增
加遥

根据报告的数据袁报考教师资
格证书考试人数 2019 年比 2018
年增长 38.5%遥 高考成绩前 30%的
学生报考师范专业的比例由 2018
年 的 18.3% 提 高 到 2019 年 的
33.4%遥 野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待遇得
到切实保障袁乡村教师支持计划深
入推进袁各地深入推动实施乡村教
师生活补助袁乡村教师工资收入持
续增加袁吸引更多的教师到边远贫
困的乡村小学和教学点任教遥 冶于
发友说遥

报告同时指出袁教师队伍建设
改革仍存在一些短板和不足遥师德
师风建设仍需要加强袁个别地方教
师行为失范问题仍有发生曰教师队
伍建设难以满足事业发展需要袁受
编制政策限制尧新型城镇化尧全面
二孩政策尧高考改革等多重因素的
综合影响袁中小学教师数量仍显不
足曰 教师管理体制机制仍需创新袁
各级各类学校教师编制尧 交流轮

岗尧职称评审尧校长职级制改革等
均有待进一步完善袁教师实际获得
感尚需加强遥

就深化教师队伍建设改革袁于
发友提出 7 点建议遥 第一袁应尽快
修订教师法袁 明确教师权利义务袁
保障教师工资待遇袁 维护师道尊
严遥 第二袁强化地方党委政府深化
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主体责任袁尤
其是省级党委政府的政治责任遥 第
三袁严格落实师德师风要求袁完善
教师荣誉表彰制度体系袁创造性开
展师德师风建设遥 第四袁积极构建
高质量教师教育体系袁努力提高师
范生培养质量袁巩固提升国培计划
实施水平遥 第五袁深化教师管理综
合改革袁 进一步加强编制动态统
筹袁优化教师资源配置袁完善教师
评价机制遥 第六袁切实提高教师职
业地位袁健全教师工资待遇保障长
效机制袁野提标扩面冶持续实施乡村
教师生活补助政策遥 第七袁进一步
减轻教师负担袁形成教师减负长效
机制袁下大力气清理与教育教学无
关的活动袁让教师集中精力专心教
学遥 申亚欣

放假期间警惕孩子近视加剧

电子产品要这样选
在由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尧 健康时报主办

的第十三届健康中国窑健康家电发展论坛暨安
全护眼专家倡议发布会上袁来自中国科学院尧中
国家电协会尧 北京大学医学部眼视光学院的专
家袁为预防孩子们假期近视加剧给出建议遥 其中
特别提醒家长在为孩子选择电子产品时袁 选择
优先次序应为超短焦激光电视尧传统投影仪尧普
通电视尧台式电脑尧笔记本电脑尧平板电脑尧手
机遥

教育部于近日发布的叶2021 年寒假中小学生
和幼儿护眼要诀曳指出袁线上学习要选择屏幕较
大尧分辨率较高的电子产品遥

激光技术专家尧中国工程院院士许祖彦指出袁
激光电视的光线较为柔和袁对视觉刺激较小遥 而
且激光电视的亮度在 300 尼特至 400 尼特之间袁
可展现出色彩变化袁观看舒适度很高遥

越来越普及的数字化生活是健康用眼的巨
大挑战遥 2020 年上半年袁 我国中小学生近视率
增长了 11.7%袁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过度使
用电子产品遥与会专家指出袁要遏制近视激增趋
势袁首先要严格控制孩子每天使用手机尧平板电
脑等电子产品的时间袁 不超过专家推荐的最大
时限遥

北京大学医学部眼视光学院执行院长尧北京
大学人民医院眼科主任赵明威提醒袁如需在线学
习袁原则上小学生每天使用屏幕总时长不超过 2.5
小时袁每次不超过 20 分钟曰中学生每天不超过 4
小时袁每次不超过 30 分钟遥

专家建议袁疫情期间在尽量避开人群聚集处
的前提下袁家长应争取每天保证孩子 2 小时以上
的户外活动时间袁同时也倡导已患近视的孩子每
天户外活动 3 小时以上袁防止近视程度加深遥

马爱平

曾 记 得 青
春的您袁朝阳似
火袁走上这三尺
讲台袁一站就是
整个芳华 遥 近
日袁井冈山小学
举行隆重的退
休教师欢送会袁
谢主明校长感
谢退休老师为
学校的建设与
发展所付出的
辛勤劳动和贡
献袁为他们颁发
了荣誉证书袁并
欢迎他们常野回
家冶看看袁退休
老师表示将继
续关心学校发
展遥
黄瑞芸 熊俊芳摄

绎去年 9 月份以来袁 武阳镇武阳村委和几位
乡贤心系教育袁奉献爱心袁积极为武阳小学捐资助
学遥武阳村委干部给学校装净水器和电风扇袁乡贤
邹琛和邹伍男向学校捐赠高档电脑尧热水器尧立式
空调各一台袁乡贤邹连庆为学校 8 间教室 32 个窗
户装上了漂亮的窗帘袁体现对师生的关心和爱护袁
进一步提高了教师幸福感遥 谢祎 陈尘

绎近日袁 市直属机关幼儿园开展了新教师无
生模拟课堂过关活动袁 进一步培养具有扎实保教
实践能力尧业务精湛袁富有活力和创新意识的高素
质幼教队伍遥 李凡

绎为确保校园安全袁 瑞林镇廖坳小学近日召
开寒假值班人员会议袁 进一步加强校园安全管理
工作袁切实维护学校安全稳定持续创建平安校园遥

刘鹏飞
绎为推动学生学业发展袁 瑞林镇苏地小学向

学生及家长传达寒假假期在家的任务袁 除了完成
寒假作业袁学生还要做家务袁预习下学期的课本内
容等袁鼓励每个学生做一个有计划尧有目标的好学
生遥 黄祥 黄芳

绎寒假伊始袁为确保师生和校园财产安全袁大
柏地乡院溪小学认真安排假期工作袁 一是对校舍
进行全面安检袁发现问题认真整改曰二是严格执行
值班制度袁做实防火尧防盗工作遥 雷瑞华

绎近日袁瑞林镇龙卧小学利用班级微信群尧安
全教育平台对家长们进行假期安全知识培训袁以
家校合作的方式袁全方位落实安全教育遥

黄祥 刘玉苹
绎近日袁 壬田中心幼儿园组织教职工进行疫

情防控工作的二次培训袁 主要围绕疫情知识和防
控措施袁尽职尽责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袁积极对
每个家庭进行相关宣传遥 朱莲

绎近日袁万田乡中心小学举行结业仪式袁设置
了文明学生尧 进步学生等奖项袁 鼓励学生全面发
展遥 刘薇

教师职业吸引力增强
个别地区数十人竞争一个岗位常态化

根据国家新闻出版署 渊国新出发
函[2021]1 号冤文件精神袁瑞金报社成立
新闻记者证年度核验小组袁 对本单位
15 人持有新闻记者证人员进行年度核
验袁其中 15 人核验合格遥 现将通过核
验名单进行公示袁公开接受社会监督遥
瑞金报社举报电话院0797-2522594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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