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绎8 月 25 日袁泽覃乡石水小学
组织全体教师对学生家庭成员疫苗
接种证明进行查验袁 并动员未接种
疫苗人员及时接种遥 刘勇情

绎8 月 23 日袁谢坊初中召开疫

情防控工作布置会袁 重点就疫情防
控尧物资配套尧开学安排等工作做了
详细周密的部署袁 为开学做好充分
的准备遥 郭喆

绎8 月 25 日袁拔英乡中心小学
开展了 野开学第一课冶 校本培训讲
座袁内容包括新课程理念尧现代教学
技术尧校本教研制度建设等袁以迎接
新学期的到来遥 朱杨珍

绎开学前夕袁市直属机关幼儿园
围绕师德师风尧业务培训尧保教知识等
方面袁 对全体教师开展培训学习袁提
高教师的教学水平和实践能力遥 罗婧

绎近日袁 武阳镇国兴小学全体
教师进村入户走访学生家庭袁 开展
疫情防控知识宣传教育袁 解读新冠
疫苗接种注意事项袁动员满 12 周岁
以上孩子接种新冠疫苗遥 张宣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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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期北京市将大面积尧 大比例
推进干部教师轮岗遥 根据轮岗市级政
策指引袁凡是距退休时间超过 5 年袁并
且在同一所学校任职满 6 年的正尧副
校长原则上应进行交流轮岗曰 凡是距
离退休时间超过 5 年袁 并且在同一所
学校连续工作 6 年及以上的公立学校
在编教师袁原则上均应进行交流轮岗遥

试点先行袁逐步实现全覆盖
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李奕介

绍袁 干部教师交流的主要形式包括区
域内校长交流轮换尧 骨干教师均衡配
置尧普通教师派位轮岗 3 个维度遥

城区主要完善学区及教育集团改
革袁着力推进跨学区交流轮岗遥重在优
化学区及教育集团结构袁 努力实现区
域内全覆盖遥 从缩小区域内校际差距
的实际需要出发袁 重点推进全区范围
内义务教育学校校长交流轮换袁 区级
以上骨干教师均衡配置袁 普通教师派
位轮岗遥远郊区全面推进交流轮岗遥在
全区范围内袁 推进义务教育学校校长
交流轮换袁 区级以上骨干教师均衡配
置袁普通教师派位轮岗遥

北京首批确定东城区和密云区为
干部教师轮岗试点区袁 本年底全市还

将有 6 个区加入试点遥
东城区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尧 区教

委主任高伟介绍袁东城区以野先教师后
干部袁先小学后初中袁先骨干后普通冶
野跨校际尧跨学区尧跨层级冶及野全覆盖尧
全统筹尧全学科冶为原则袁充分发挥深
度联盟尧九年一贯尧优质资源带和教育
集团优秀人才的引领带动作用袁 本学
年度实现干部教师交流轮岗不少于
2000 人遥 力争用 3 年时间袁实现东城
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干部教师 100%
交流轮岗遥

科学规划袁提高师生实际获得
对于新一轮干部教师轮岗袁北京市

教委要求袁交流要以最基本的教育周期
为单位袁即以学期尧学年为周期遥 野最好
以孩子的一个成长周期为单位袁比如按
照低年级尧高年级学段等遥 冶李奕说遥

野推动交流轮岗首先需要干部教
师思想认识到位遥冶北京市汇文中学校
长郭杰说袁野学校通过多种方式与干部
教师交流袁 帮助干部教师明白交流轮
岗的重要性袁 同时提供实实在在的支
撑袁帮助轮岗干部教师解决实际困难袁
提供发展机会遥 冶

根据汇文中学校内交流轮岗措

施袁 轮岗干部教师往返距离较远校区
有交通补贴袁 干部教师参与交流轮岗
可在职称评定尧 绩效工资等方面获得
一定倾斜遥

督导保障袁融入高质量教育体系
北京市教委明确袁 将把干部教师

交流轮岗工作纳入市区教育工作督导
评价范围袁 作为各区深化教师队伍建
设改革尧 推进义务教育高水平优质均
衡发展尧 全面提升教育质量督导评价
重要指标遥

北京推动干部教师大面积交流轮
岗并非短期政策袁 而是从确保教师业
务发展尧学校服务质量提升尧孩子成长
均有所收获袁 从构建区域高质量教育
体系的角度来破题遥

野北京推动干部教师大面积交流
轮岗充分考虑实际效果遥冶李奕说袁野干
部教师交流轮岗是在原有教育改革和
教师队伍建设基础上的有序流动袁市
级层面会加强统筹指导袁 区级层面根
据区域实际袁 科学编制交流轮岗规划
和计划袁再具体落实到学校和教师遥北
京市区两级将在职级评定尧 绩效工资
分配和评优评先中袁 适当向参加轮岗
的校长教师倾斜遥 冶 施剑松

今年夏天袁我终于圆
了一个小学生家长几年
来的心愿袁让孩子到四川
广元一所山村小学要要要
范家小学袁 蹭了 21 天暑
托班的课遥

为啥要跑老远去蹭
农村孩子的课呢钥 因为这
是 一 个 纯 玩 的 托 管
班要要要掏鸟窝尧 抓螃蟹尧
搭木屋尧做竹筏噎噎作为
父母袁初心很简单袁让孩
子利用假期袁有质量地好
好野玩一玩冶遥

说老实话袁对于孩子
的教育袁我也焦虑遥 但我
焦虑的内容跟孩子妈妈
不太一样要要要她担心的
是孩子的作业尧 睡眠尧成
绩袁以及在学校有没有喝
够水遥 我则焦虑袁孩子看
上去每日辛苦受野教育冶袁
但是野育人冶这事儿好像
被落下了遥

几年前袁我了解到范
家小学的小班教育理念
和新颖的情景教学模式袁
着实让我兴奋不已遥

有张照片令我印象
深刻要要要在河滩边上袁几
个范家小学的学生正在
聊天袁一位小姑娘微笑着
扭头看向镜头袁 眼睛里清澈的光芒袁透
露出她的阳光与自信遥

低头再看看自己的孩子袁正为完成
作业而疲惫不堪袁睡得晚尧起得早遥一直
被批评贪玩的小孩袁其实一点儿也没好
好玩过遥

咱孩子平时体验不上这种小班教
育袁暑假蹭个课总可以吧浴 于是袁9 个从
城市远道而来的孩子野旁听冶了这次范
家小学的野夏校冶托管班遥

在这里袁城里的孩子们不再没日没
夜地写作业袁 而是跟着村里孩子的节
奏袁早睡早起袁爬山尧戏水袁抓蛤蟆尧编竹
筏噎噎边玩袁边学袁边体验遥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袁是看到了老师
是如何巧妙地设计野课程冶结构尧编排
野教学冶方法袁如何和孩子们充分互动遥
例如参观范家水电站以及后续的知识
梳理袁老师前期准备的专业性让我都有
点吃惊遥

在这 20 多天里袁 老师和孩子们可
以一起蹲在地上研究竹筏模型的承载
能力袁可以一起下厨制作美食袁可以兴
致盎然地躺在操场上数星星浴

这次野夏校冶袁孩子们在教室里的时
间超出了我的预料袁但孩子们没有坐不
住遥所有的学习和实践袁都是润物无声袁
不区分哪节是美术尧哪节是科学尧哪节
是语文袁老师们把不同的任务自然地结
合在一起袁看似随意袁实则用心遥这样的
学习快乐而深刻袁 孩子的天性得以发
挥遥 孩子们在试错中进步袁这不就是教
育应该有的样子吗钥

范家小学的校长和各位老师袁在一
所资源相对匮乏的乡村小学袁带来了一
场如此前卫的教育野实验冶袁他们努力的
成果可以从一些小细节看到遥

这些城里来的孩子刚开始时还有
些拘谨袁而村子里参加托管班的孩子们
既懂事大方又痛快利落遥或许城里的孩
子们在既有教育环境里待得太久袁真让
他们去撒欢儿了袁他们还得去学习怎么
撒欢儿才能获得最佳体验浴

虽然野夏校冶才 21 天袁但孩子身上
还是发生了一些变化袁 变得愿意担当尧
敢于突破了遥 看着这些变化袁我也没之
前那么焦虑了遥

经过这次野夏校冶袁我开始反思袁我
们原来是不是期待太多袁才塞给孩子太
重的野负担冶钥 这问题袁每个家长都该好
好思量思量浴 聂晨

为确保秋
季开学工作安
全尧平稳尧有序袁
8 月 26 日 袁金
都小学召开新
学期开学工作
安排会袁部署秋
季学期开学袁特
别是疫情防控
工作遥

赖文珍
刘楠摄

凡是距退休时间超过 5 年袁 并且在同一所学校连续工作 6 年及以上的公
立学校在编教师袁原则上均应进行交流轮岗

北京大面积大比例推进干部教师轮岗
村
小
暑
托
班
吸
引
了
孩
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