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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校长”
读懂河南的教育
发现学校的需要
河南省教育厅 主管

中原教育崛起的发言人

圆园圆园 年我国将全面普及
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
据新华社 苑 月 圆愿 日电 根据教育
部等 苑 部门 圆愿 日发布的 叶第二期特
殊教育提升计划 渊圆园员苑原圆园圆园 年冤曳袁
到 圆园圆园 年袁 我国残疾儿童少年义务
教育入学率将达到 怨缘豫袁 实现残疾儿
童少年义务教育的全面普及遥
计划提出袁 将以区县为单位袁 逐
一核实未入学适龄残疾儿童少 年数
据遥 通过特殊教育学校就读尧 普通学
校就读尧 儿童福利机构 渊含未成年人
救助保护机构冤 特教班就读尧 送教上
门等多种方式袁 落实 野一人一案冶袁
做好教育安置遥 优先采用普通学校随
班就读方式袁 就近安排适龄残疾儿童
少年接受义务教育遥
按照计划袁 到 圆园圆园 年袁 我国将
基本实现市 渊地冤 和人口 猿园 万以上尧
残疾儿童少年较多的县 渊市冤 都有一
所特殊教育学校遥 对不能到校就读尧
需要专人护理的适龄残疾儿童少年袁
采取送教进社区尧 进儿童福利机构尧
进家庭的方式实施教育遥

民办学校不得收取未经
公示的费用
本报讯 渊记者 靳建辉冤 招生信
息必须真实准确尧 未经公示的收费项
目不得收费尧 严禁有偿招生或利用中
介机 构组织生 源噎噎当 下正值 招 生
季袁 为保障广大学子权益袁 我省出台
举措袁 从资格准入尧 招生尧 收费尧 师
资管理等方面袁 严格规范民办学校办
学行为遥
根据省教育厅发布的 叶关于进一
步规范民办学校办学行为促进民办教
育健康发展的通知曳袁 我省要求各级
各类民办学校要严格按照审批机关核
定的学校名称尧 办 学地点 尧 办学 类
型尧 办学层次开展宣传尧 招生和教育
教学活动曰 招生简章或招生信息必须
载明招生类型尧 学历层次尧 收费项目
和标准等信息曰 严禁有偿招生或利用
中介机构组织生源遥
省教育厅还要求袁 民办学校要坚
持教育收费公示制度袁 未经公示的收
费项目不得收取曰 严禁以任何名义尧
任何方式进行非法集资办学遥

要比 利 时 中
野 汉 语 桥要要
学生夏令营冶 闭幕
本报讯 渊记者 张璟冤 7 月 30 日袁
由孔子学院总部尧 国家汉办主办袁 省
教育厅承办的 2017 年 野汉语桥要要
要
比利时中学生夏令营冶 在国家汉语国
际推 广中小 学基地要要
要郑 州市 第 47
中学落下帷幕袁 基地院校的相关负责
人以及来自比利时的 58 名师生参加
了闭营仪式遥
闭营仪式上袁 比利时营员根据夏
令营期间所学所见袁 为现场观众带来了
武术表演尧 古诗朗诵以及中比歌舞秀遥
夏令营期间袁 比利时营员们不仅
学习了汉语尧 武术袁 还体验了中医尧
书法尧 剪纸尧 编织等中国传统文化袁
参观了郑州市第 96 中学尧 洛阳市第
一高级中学袁 并赴郑州市第七中学尧
郑州市第 47 中学体验住家活动袁 全
方位感受了中国的校园文化和家庭生
活遥

姻 教育

改革在河南 榆

姻 培养农村小学全科教师袁 对承担培养任务的高校提出了挑战

8月1日

姻 高校必须准确理解 耶全科爷 一词袁 回归小学全科教师教育的初衷来制订培养方案

小学全科教师如何 野一专多能冶
阴 本报记者 张利军

如果不是学了小学全科教育这个
专业袁 刘森雨可能做梦也想不到袁 自
己有朝一日会成为一名小 学全科教
师遥
刘森雨是洛阳师范学院 2016 级
小学全科教育专业的一名本科生遥 当
初袁 他稀里糊涂填报了小学 全科教
育袁 如今却对这个专业有着自己深刻
的认识院 野全科教师袁 并不简单是一
个老师教多门课程袁 更重要的是能将
诸多知识和能力整合内化成一种教师
的专业素养遥冶
2016 年袁 我省以培养农 村小学
全科教师为载体袁 启动实施河南省免
费师范生政策试点袁 首批招收的 650
名本科生和 350 名专科生袁 由包括洛
阳师范学院在内的 9 所师范院校承担
培养任务遥 毕业后袁 刘森雨和他的同
学们将到协议地农村教学点至少服务
6 年遥
今年袁 这一政策将招生计划扩大
到了 3000 人袁 其中袁 本科层次计划
定向招收 1000 人袁 专科层次计划定
向招收 2000 人遥

需求 侧 院 农 村 小 学 教 育 期
盼全科教师
随着城镇化的发展袁 农村学校学
生人数正在逐步减少袁 尤其是小学阶
段袁 不足百人的学校或教学点在我省
所占比例较大遥 省教育厅师范教育处
2016 年在淅川县的一次调研中发现袁
该县仅 野一人一校冶 的教学点 就有
117 个袁 在这些教学点里袁 学生大都
不足 10 人遥
河南省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
示院 2013 年袁 全省共有小学 2.61 万
所袁 教学点 7837 个曰 2014 年袁 小学
2.56 万 所 袁 教 学 点 8483 个 曰 2015
年 袁 小 学 2.47 万 所 袁 教 学 点 9260
个曰 2016 年袁 小学 2.28 万所 渊教学
点数量未公布冤遥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袁 小学数量
在减少袁 规模较小的教学点在不断增
加遥 而与之对应的是袁 农村教师编制
自然紧缩遥 野在不少农村小学袁 从生
师比来看不缺教师袁 但具体到学科就
严重缺编遥 很多学校根本不能开齐开
足国家规定的课程袁 更别说再开设一
些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了遥冶 栾川县
教体局副局长刘红军向记者介绍遥
栾川县叫河镇新政小学教学点袁
2014 年以前还有两位教师尧 百十名
学生袁 2014 年春节过后其中一位教
师又退休了袁 高年级的学生逐渐转到
镇上的小学上学袁 如今袁 这个教学点
只剩下郝冬云这 1 位教师和 9 名学
生遥 就这 9 名学生袁 还分别属于一尧
二尧 三年级和幼儿园 4 个级段遥

农村小学期盼全科教师
野学校里就我一个老师袁 有时连
中心校组织的会都不敢参加袁 怕影响
教学袁 又怕把学生单独留在学校里出
什么事儿遥冶 郝冬云告诉记者遥
听说国家和省里出台培养小学全
科教师的政策后袁 郝冬云说院 野我们农
村学校太需要这样的全科教师了浴 其
实袁 我们现在干的也算是全科教师的活
儿袁 但我们的知识层次尧 综合能力肯定
不如从大学里培养出来的全科教师遥冶

供给 侧 院 小 学全 科 教 师 培
养面临的挑战
为全面提升教师培养质量袁 针对
小学教育的需求袁 2014 年 8 月袁 教
育部发布 叶关于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
划的意见曳袁 明确提出袁 未来小学教
师的培养将 野重点探索小学全科教师
培养模式袁 培育一批热爱小学教育事
业尧 知识广博尧 能力全面袁 能够胜任
小学多学科教育教学需要的卓越小学
教师冶遥
2015 年 10 月袁 河南省教育厅尧
省财政厅尧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尧 省编办联合印发 叶河南省农村小
学全科教师培养工作实施方案曳 渊试
行冤袁 决定以培养农村小学全科教师
为载体袁 启动实施河南省免费师范生
政策试点袁 从 2016 年开始招生袁 重
点面向农村教学点培养一批 野下得
去尧 留得住尧 教得好冶 的农村小学全
科教师遥
政策一出台袁 便受到各级政府和
基层学校的普遍欢迎遥 然而袁 这也对
承担培养任务的高校也提出了挑战遥
首先是全科教师培养目标与高校
传统分科教育的冲突遥 从小学教育本
科专业进入高校那一天开始就存在小
学教育究竟是分科培养还是综合培养

本报讯 渊记者 刘红雨冤 穿越历
史回到 1954 年日内瓦会议袁 扮演上
个世纪 50 年代的 野外交家冶袁 讨论如
何和平解决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袁 探
讨 野一带一路冶 发展噎噎是不是感觉
这是一场重要的国际会议遥
8 月 2袁 第二届中部六省中学生
模拟联合国大会在郑州市第 11 中学
举行遥 来自 河南尧 江西尧 湖北尧 湖
南尧 宁夏尧 山西等 9 省市 39 所学校
的 278 名学生作为 野各国代表冶袁 参
与到 野联合 国会议 冶 当中 袁 碰撞 观
点袁 交流探讨袁 尽展奇思妙想遥
此次会议由郑州市教育局尧 共青
团郑州市委主办袁 郑州市第 11 中学
承办遥 会议邀请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
等 30 余名知名高校优秀学生组成主
席团袁 57 名来自各学校的模联 指导
教师及领导对活动做专业指导袁 来自
郑州市 8 所初中的 40 名学生以观察
员身份参与会议袁 培养领袖才能遥

的争论袁 因为袁 我国高等教育一直沿
用分科培养模式遥 从思想根源上袁 高
校就是以分科培养尧 以本学科的深化
为学习目标遥 全科教师培养却需要多
学科教育袁 高校无法立即形成共识的
培养理念遥
其次是高校和教育行政部门与小
学协同不畅遥 当前高校师范生基本处
于封闭培养模式袁 即大学前三年在学
校开展专业学习袁 第七学期到中小学
实习十周左右遥 这样的培养模式使高
校与教育行政部门和小学协同不畅袁
从而导致人才培养的缺陷遥
再次是免费定向培养与学生功利
报考价值观的博弈遥 记者注意到袁 启
动这项政策较早的重庆袁 曾在重庆师
范大学 2013尧 2014尧 2015 级全科师
范生中进行过一次访谈袁 访谈发现袁
学生在报考定向农村小学全科教师时
表现出明显的功利价值观要要
要高中毕
业生报考小学全科教师的内在价值追
求是以后有一份固定的工作遥 洛阳师
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院长刘岸英认
为袁 动因决定了其内在动力的强弱袁
为此袁 高校在培养过程中袁 要加强引
导袁 采取多种措施提升学生全科教师
价值认同感袁 这样才能真正培养出热
爱农村教育尧 愿意扎根乡村的 野一专
多能冶 的全科人才遥

结 构性 改 革 院 回 归小 学 全
科教师教育初衷
野农村小学教师结构性缺编严重袁
农村小学教师 耶被全科化爷 现象普遍
存在遥 培养农村小学全科教师与农村
小学教师 耶被全科化爷 相比袁 是一个
较大的进步袁 但高校必须结合农村教
育的具体实际袁 准确理解 耶全科爷 一
词袁 回归小学全科教师教育的初衷来

豫哈青少年夏令营活动成功举办

小伙伴们一起参观河南博物院
本报讯 渊记者 侯军锋冤 7 月 25
日至 8 月 1 日袁 50 名来自新疆哈密
的五至七年级学生跟随 野采撷文化袁
走进中原冶 豫哈青少年夏令营走进
河南袁 和郑州尧 开封尧 洛阳等各个
城市的 50 名同龄人玩在一起尧 学在
一起袁 感受厚重的中原历史袁 体验
灿烂的中原文化遥

7 月 25 日早上 9 点袁 经过 36 个
小时的长途旅行袁 参加夏令营的 50
名哈密同学到达郑州遥 河南省实验
学校郑东小学专门为哈密的同学们
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遥 在仪式上袁
50 名郑东小学的同学和 50 名哈密的
同学一对一结对袁 并互赠礼物遥 随
后袁 50 对小伙伴结伴共同参观河南
博物院尧 体验郑州科技馆尧 河南省
地质博物馆等遥
在才艺表演环节 袁 哈密 的同学
们为大家带来了精彩的维吾尔族舞
蹈袁 郑东小学的同学教他们唱豫剧遥
哈密市花园乡中 心小学 的艾柯
代窑伊布拉英同学在日记中写道院 在
地质博物馆我感受了祖国的地大物
博袁 在少林寺我感受了中华文化的
博大精深袁 让我信心十足袁 将来成
为祖国的建设者遥
7 月 26 日袁 哈密的同学们一大
早就去参观了郑州海洋馆遥 下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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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教育时报社 出版

姻 媒体观点

姻 在不少农村小学袁 从生师比来看不缺教师袁 但具体到学科就严重缺编袁 很多学校根本不能开齐开足国家规定的课程

民族团结一家亲
第二届中部六省中学生
模拟联合国大会举行

河南教育报刊社 主办

往古城开封的朱仙镇袁 观看尧 体验
朱仙镇木版年画的制作过程袁 感受
中原古老的民间艺术精华遥 7 月 27
日袁 哈密的同学在开 封市第二十七
中学同学们的陪伴下袁 参观开封府尧
拜访 河 南大 学 尧 游 览 清 明 上 河 园 袁
在七盛角品尝古都的特色小吃遥 7 月
28 日袁 同学们走进少林寺袁 观赏塔
沟武术学校的精彩表演遥
7 月 29 日袁 气温凉爽宜人袁 同
学们来到了中国最著名的石刻艺术
宝库要要
要龙门石 窟遥 下 午参观 了 雄
伟壮观的小浪底水利工程袁 体会现
代中国治理黄河史上的丰碑袁 可谓
收获满满遥 7 月 30 日袁 洛阳市第五
十五中学的同学们带领来自哈密的
小伙伴一同游览了天堂明堂尧 天子
驾六博物馆等景点袁 并共同举办了
野豫哈朗读者冶 活动遥
7 月 23 日至 8 月 1 日袁 共有豫
哈两地 220 名师生在郑州尧 开封尧 洛

别在录取通知书上 野挖
掘商机冶
开学在即袁 大学新生都陆续收到
了录取通知书袁 据媒体报道袁 随录取
通知书一同邮寄来的袁 不少还包含银
行卡之类的东西遥 部分学生和家长觉
得袁 此种未经授权便拿新生身份证信
息办卡的做法袁 虽然方便缴学费袁 但
有侵犯学生个人隐私尧 强制消费之嫌遥
对此袁 相关高校的解释是袁 主要
为了方便管理袁 野必须使用这两张卡
来缴纳学费袁 其他的没法划转冶遥 但
应该明确的是袁 在录取通知书中夹寄
银行卡袁 是侵犯学生合法权益的违法
行为袁 高校必须纠正上述做法遥
这种运作背后袁 很难说不存在利
益输送遥 对校方来说袁 学生信息是学
校和银行进行金融业务合作的资源曰
而对银行来说袁 批量为大学新生办
卡袁 可以获得大量用户遥 但这种 野业
务拓展冶 显然打错了如意算盘袁 因为
根据 叶商业银行法曳 的相关规定袁 此
种做法涉嫌不正当竞争以及侵犯学生
办理个人储蓄存款业务的自由遥

8月3日

王天定 摄

制订培养方案遥冶 南阳师范学院副教
授马文起说遥
教育领域的供给侧改革袁 在回应
需求侧诉求的前提下必须提高教育供
给端的质量和效率袁 改革供给资源结
构遥 当前高校培养农村小学全科教师
正是一种供给资源的结构性改革袁 力
求通过提高质量和精准度来适应农村
基础教育发展袁 培养出能发挥引领和
示范效应的 野乡村教育家冶遥
采访中袁 记者了解到袁 为回应农
村教育诉求袁 2016 年袁 洛阳师范学
院便和洛阳市政府尧 洛阳市教育局积
极协商袁 率先以单独招生的形式袁 按
照 野自愿报名尧 择优录取尧 定向培
养尧 公费教育尧 定向服务冶 的原则袁
启动实施高中起点专科层次的农村小
学全科教师公费定向培养计划袁 面向
洛阳农村地区招收 150 名专科学生袁
受到了当地学校和群众的热烈欢迎遥
我省启动招收小学全科教育本科层次
教师政策后袁 该校又积极承担了 100
名本科小学全科教师的培养任务遥
刘岸英告诉记者袁 在创新培养模
式方面袁 洛阳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
量身定制课程方案袁 优化课程设置模
块袁 突出全科性和综合性袁 打造 野综
合培养+学科特长+实践教学小班化冶
的培养模式袁 强调在全科基础上袁 允
许学生选择文理专长袁 限选一项艺术
技能袁 重视好信息技术能力袁 突出农
村教育需求遥
今年 4 月袁 洛阳市教育局局长带
领各培养县的教育局局长和小学校长对
洛阳师范学院小学教育免费师范生培养
工作进行调研袁 对培养情况高度认可遥
而该院探索建立的地方政府尧 大学和小
学合作 野三位一体冶 培养小学全科教师
的模式也被省教育厅称为 野洛阳模式冶袁
如今正在全省推广遥

阳三地相聚袁 维吾尔族尧 汉族尧 哈
萨克族尧 回族同学欢聚一堂袁 携手
游学遥
据了解袁 豫哈青少年夏令营 7 月
23 日在哈密市博物馆举行开营仪式袁
哈密市委副书记尧 河南省对口支援
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总指挥李湘豫袁
哈密市副市长汤梅参加活动遥 李湘
豫宣布豫哈青少年夏令营正式开营袁
并为营员队长授旗遥
据省教育厅援疆干 部尧 哈 密市
教育局副局长王飞介绍袁 野采撷文
化袁 走进中原冶 豫哈青少年夏令营
活动是由河南省教育厅尧 哈密市教
育局共同主办袁 旨在让两地青少年
通过结对认亲尧 感受文化尧 体验互
动 等环 节 袁 玩在 一 起 尧 学 在 一 起 尧
交融在一起袁 体会党中央的关怀和
祖国大家庭的温暖袁 增进 野民族团
结一家亲冶遥
随队的哈密市教育 局思政 科副
科长万钢告诉记者院 野几天的夏令
营让我们心灵相通袁 情谊相知袁 快
乐着共同的快乐遥 在豫哈青少年夏
令营的大家庭里袁 我们看到的是相
互学习尧 相互帮助尧 相互鼓励袁 我
们更看到了豫哈两地真情的涌动遥冶

实习证明岂能买卖
实习证明也能 野私人定制冶钥 49.9
元一份还 野包邮冶袁 可 回访可刻 章
噎噎最近袁 有媒体调查发现袁 正值暑
期高校学生实习高峰期袁 一些网络平
台上有人售卖虚假实习证明袁 价格从
20 元到 200 元不等遥
现下不少年轻人不再认同按部就
班的成长模式遥 高校学生参加实习袁
本来意味着其向社会人转变遥 但如今
的年轻人是否还需要这一心理适应过
程袁 则需要打上一个问号遥
对有志于投身学术事业的学生来
说袁 实习又稍显鸡肋遥 高校在规定时
间内强制安排实习袁 并将其当作一门
课程袁 未免显得僵化尧 机械遥 部分同
学之所以买卖实习证明袁 恐怕也有此
方面的原因遥
当然袁 这些学生的行为绝不值得
肯定遥 可在关注尧 打击买卖实习证明
市场的同时袁 也应反思高校现有实习
制度的利弊得失院 学生究竟通过实习
学到了什么钥

姻 省外动态
南京院 中小学今年全面
实施均衡分班
据 叶南京晨报曳 8 月 2 日报道 为
进一步促进教育起点公平袁 南京市教
育局近期要求各区细化相应的配套方
案袁 并在新起始年级全面实施均衡分
班工作遥
南京市要求袁 各区要对区域内所
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渊含民办冤 统一
要求和部署袁 积极推进均衡分班工
作袁 确保各班生源均衡尧 师资均衡尧
资源配置均衡袁 共同维护公平尧 有
序尧 健康尧 和谐的教育环境遥 各义务
教育阶段学校应在全区统一要求下袁
根据学校实际袁 充分考虑生源结构尧
性别构成尧 教师配置尧 班额等因素均
衡分班袁 确保学生班级生源分布及任
课教师团队组成大体相当遥 有条件的
区可结合假期对初一新生学情调研的
情况袁 均衡分班遥

浙江院中小学校尧养老院
禁用玻璃或石材幕墙
据 叶 浙江日报曳 7 月 31 日报道
浙江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三次
会议日前审议通过的 叶浙江省房屋使
用安全管理条例曳 指出袁 中小学校尧
养老院禁用玻璃或石材幕墙遥
因玻璃或石材幕墙坠落伤人事件时
有发生袁 叶条例曳 规定袁 新建尧 改建尧
扩建中小学尧 幼儿园尧 托儿所尧 青少年
宫等未成年人活动场所的房屋和养老服
务用房的袁 禁止在二层以上部位使用玻
璃建筑幕墙或者石材建筑幕墙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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