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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印发通知开展全国学校急救教育试点工作
本报讯 近日袁教育部启动实施青少年急
救教育行动计划袁开展全国学校急救教育试点
工作遥
首批拟组织 150 所高中和高校参与袁 在校
园内配备相关急救设施设备与物品袁 并对学校
教师尧学生进行急救知识教育和技能培训袁研制
急救设施设备配备规范渊试行冤和急救技能培训
方案渊试行冤袁探索校园急救技能证书开发试点

建设工作袁形成可复制尧可推广的急救教育经验
做法袁推动各级各类学校强化急救教育遥
试点工作主要有 3 项重点任务遥 一是普及
校园急救知识遥 建立以课堂教学为主渠道尧以主
题教育为重要载体尧 以日常教育为基础的急救
教育推进机制遥 结合学校实际袁加强对校园常见
的气道异物梗阻等紧急救护袁创伤出血与止血尧
关节脱位与扭伤等创伤救护袁淹溺尧烧烫伤尧中

暑等意外伤害袁火灾尧地震尧踩踏等突发事件的
应急救护知识普及教育遥 鼓励高校开设应急救
护相关课程并纳入学分管理遥 二是配备校园急
救设施遥 试点校要参照有关学校卫生工作标准尧
校园急救设施设备配备标准等袁结合学校规模尧
环境尧地势尧交通尧建筑等实际情况袁配备足用尧
实用尧适用的校园急救设施设备遥 鼓励有条件的
试点学校逐步配备自动体外除颤器渊AED冤遥 三

我省深入推进沿黄青少年研学实践活动
本报讯 为贯彻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战略袁今年上半年袁我省组织发
起了沿黄 怨 省区青少年研学实践活动遥 活动启
动仪式在东营市举行遥
黄河流域绵延万里袁覆盖 9 省区袁区域跨度
大袁蕴含丰富的研学实践教育资源遥 通过开展沿

黄青少年研学实践活动袁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
的时代价值袁讲好野黄河故事冶袁延续历史文脉袁是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尧践行国家黄河
战略的有力举措袁也是对青少年校外教育的一种
模式创新遥
由山东倡导发起尧沿黄省区共同举办此次

活动袁旨在通过研学实践这根主线袁串起沿黄
流域不同区域的历史文化袁引导广大青少年用
脚丈量黄河印记袁用耳倾听黄河故事袁用心感
受黄河脉搏袁深入了解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国家战略袁切实增强认同感袁立志听
党话尧跟党走遥 此次活动中袁怨 省区教育行政部

是开展应急救护培训遥 各地要积极会同红十字
会尧急救中心等部门袁重点培训试点学校校医尧
体育与健康课教师尧班主任等教职员工袁鼓励支
持师生通过应急救护培训取得相关证书遥 对取
得救护员证书的校医尧体育与健康课教师尧班主
任等开展救护师资培训袁 培训合格的师资在军
训期间等对学生进行防灾避险知识普及培训袁
提高学生的避险尧救护技能遥
渊冉冉冤

门签订青少年研学实践工作协议袁成立了黄河
流域研学基地联盟遥 黄河流域研学基地联盟将
以黄河生态保护为纽带袁研发主题鲜明的黄河
文化精品研学课程袁建立黄河流域区域协调机
制遥
活动启动以来袁沿黄省区青少年研学实践
活动深入开展遥 近期袁省教育厅正联合沿黄各
省区袁开展黄河流域优秀青少年研学实践课程
的遴选推广工作袁不断提升黄河流域研学实践
活动成效遥
渊张晓燕冤

我省全面启动深入推进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工程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升我省义务教育学
校办学条件袁 日前, 省教育厅联合省发展改革
委尧省财政厅尧省自然资源厅尧省住建厅印发
叶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
提升工作的实施意见曳袁 要求全省各地结合当
地经济和社会发展袁统筹城乡布局和乡村振兴
战略袁加快教育资源均等化进程遥

叶意见曳指出袁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袁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
针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袁坚持新发展理念袁为学
生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创造良好条件遥 持续改
善学校基本办学条件袁提高义务教育教学水平
和质量袁突出加强农村义务教育薄弱环节这个
事关全局的重点袁进一步巩固义务教育基本均

衡成果袁 加快推进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
化遥
2021要2025 年袁 我省需做好以下 3 项工
作院 有序扩大城镇义务教育学校学位供给尧持
续改善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尧稳步
提升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水平遥 各地在做好义务
教育能力提升工作的同时袁应高度重视加强农

本报讯 近日袁 山东省教
育系统关工委课后延时服务现
场交流活动暨座谈会在济南举
办遥 此活动由省教育厅关工委
主办袁 济南市教育局关工委承
办袁 济南市市中区教体局关工
委协办袁 全省各市教育局关工
委和基础教育部 门负 责 人 参
加遥 省教育厅关工委主任黄琦
出席活动并讲话遥
黄琦强调袁 做好课后延时
服务工作是教育系统关工委义
不容辞的责任袁 也是关工委服
务青少年健康成长的一项重要
任务遥 各级教育关工委应该有
责任尧有担当袁积极协调有关部
门袁主动配合学校做好工作遥要
提高政治站位袁强化责任担当袁
充分发挥野五老冶优势袁提升课
后延时服务质量遥
活动组织参观了济南市胜
利大街小学和济南第十四中学
两所学校的课后 延时 服 务 现
场遥 两所学校充分发挥野五老冶
优势袁 助力学校课后延时服务
的做法得到了与会领导和代表
的充分肯定遥
济南市市中区教体局以野多
方助力提品质袁 延时服务新样
态冶为题作了经验介绍遥 各市代
表就如何落实野双减冶政策尧发挥
野五老冶作用尧提高课后延时服务
质量等进行了分享交流遥
渊夏天冤

村义务教育教师队伍建设工作遥 依法保障义务
教育教师收入袁确保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
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曰
巩固落实乡村中小学教师职称倾斜政策曰加快
推进农村学校教师周转宿舍建设曰加大在职培
训力度袁提高义务教育教师素质遥
渊冉冉冤

本报讯 近日袁 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网站
发布了叶关于 2021 年度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等 6 所高等学
校临床医学专业认证结论的公示曳渊以下简称叶公示曳冤遥
根据叶公示曳袁我省的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和齐鲁医药
学院通过了 2021 年度临床医学专业认证遥 截至目前袁我
国通过临床医学专业认证的高校已有 130 所遥
渊迟佳冤

威海市首个中小学
法律援助工作站揭牌

济南市市中区

济南市 2021 年全民终身
学习活动周启动

倡导家校携手 实施科学教养

本报讯 莱州市教体
局近期出台 野三三三冶举
措袁确保中小学生作业尧睡
眠尧手机尧读物尧体质野五项
管理冶制度落地落实袁回应
人民关切袁 营造良好的教
育教学环境遥
一是野三方联动冶遥 部
门尧学校尧督学三方联动袁
协同配合遥 该市教体局明
晰各部门职责分工袁细化
工 作 要求 袁 并 通过 叶 致 家
长的一封信曳等方式向家
长宣传曰组织责任督学进
行专项督导袁通过听尧看尧
查尧访了解野五项管理冶现
状袁发现问题及时纠正遥
二是野三步快走冶遥 第
一步袁学校自查遥 全市学
校 根 据野 五 项 管理 冶 具 体
要求进行自查自检袁形成
自查报告和问题台账袁对
发现的问题尽快整改遥 第
二步袁部门联合督查遥 该
局组织督导室尧 教育科尧
人事科尧装备中心等科室
和部门到校督查袁把脉学
校办学行为袁严格落实规
范遥 第三步袁责任督学野回
头看冶专项督导遥 针对部
门联合督查发现的问题袁
组织责任督学进行野回头看冶专项督导袁督促学校彻底完
成问题整改遥
三是野三项要求冶遥 针对野五项管理冶工作袁该局提出了
3 项具体要求遥 首先是统一思想遥 组织相关科室和责任督
学认真学习国家尧省尧市文件精神袁统一思想袁提高认识袁理
清思路袁明确目标遥 其次是做到全面覆盖袁不漏掉一所学
校袁将野五项管理冶工作抓牢抓实遥再次是建立长效机制遥明
确野五项管理冶是长效工程袁要形成长效机制袁持之以恒抓
管理袁坚持不懈促规范袁办人民满意的教育遥
渊王艳华 张晓燕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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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袁 威海市法律援助中心威海市实验高
级中学工作站揭牌遥 这是威海市首个中小学法律援助工
作站遥
揭牌仪式上袁威海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尧局长徐东晖表
示袁设立中小学法律援助工作站袁是开创威海市校园法治
教育和依法治校工作新局面的重要行动遥 希望以此为契
机袁充分发挥校园法治教育的主阵地作用袁在开展普法教
育尧培养师生遵法守法尧保障学生身心健康等方面进行有
益探索和实践袁总结出更多可推广尧可复制的经验袁带动
威海市中小学法治教育和法治校园建设工作迈上新台
阶遥
下一步袁威海市教育尧司法部门将加大合作力度袁
实现法治与教育携手共进袁 共同营造未成年人健康成
长的良好法治环境遥
渊冀春鑫冤

我省两所高校通过教育部
临床医学专业认证

本报讯 近日袁 济南市市中区首届家长委员会会长
论坛以视频会议方式开幕遥参会人员覆盖全区 81 所中小
学尧2138 个班级袁实现了所有班级 员园园豫全覆盖遥 会上发
布了野耶双减爷背景下家庭科学教养倡议书冶袁倡导家校携
手袁实施科学教养袁助力学生幸福成长遥
这是市中区扎实开展家校共育的一项创新举措袁体
现了市中教育野关注每一个冶的理念遥倡议书从保持开放袁
做科学教养的领跑者曰读懂教师袁做学校教育的同盟者曰
赋能力行袁做良好教育生态的守护者 3 个方面发出倡议遥
倡议家校同频共振袁用科学的教养理念尧知识与方法袁用
温情而有质量的陪伴袁让学生回归纯粹的童年袁享受成长
快乐袁拥抱美好未来遥
渊高瑞睿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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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袁高青县实验小学组织开展了历时两周的野奇思妙想袁创意未来冶第二届校园科技节遥 科技节包含参观学校科技馆尧诸葛神弩赛尧
陀螺大战尧机器人垃圾分类赛尧机器人丛林挑战尧机器人巡线赛尧折飞机竞飞赛尧折纸船竞速赛尧颁奖仪式等环节遥 该活动不仅让学生们充
分体验了学习尧创造尧动手尧动脑的乐趣袁而且激发了他们善于思考尧勤于探索尧勇于创新的科学兴趣遥
渊石会东 冯立民 摄影报道冤

潍坊市坊子区劳动教育案例入选教育部 48 项典型案例
本报讯 近日袁 全国中小学劳动教育
现场推进会在四川成都举办袁 潍坊市坊子
区作为山东省唯一的劳动教育实验区代表
受邀参会遥坊子区案例叶新时代区域劳动教
育体系构建的坊子模式曳 入选教育部基础
教育司面向全国中小学校 48 个劳动教育
典型案例遥
这 48 个案例具有 缘 个明显特征院一是
注重宣传动员袁提高认识袁建立运行机制曰

二是以点带面袁 特色学校示范带动作用突
出曰 三是融入日常袁 劳动教育实施载体丰
富曰四是因地制宜袁因校制宜曰五是多方联
动袁家校社协同育人成效明显遥
这 48 个典型案例厘清 缘 个关系袁一是
厘清野一育冶和野一课冶的关系袁防止窄化曰二
是厘清劳动和劳动教育的关系袁防止走偏曰
三是厘清劳动教育和其他学科成绩的关
系袁防止阻力曰四是厘清劳动教育规定要求

野 双减 冶 之下 袁 面 对教 育 减负 内 尧 外 形
势的变革和挑战袁 教师必须切实转变原有
的育人观念和思路袁把握好野双减冶的方向
盘袁精准定位袁做教育野双减冶服务的野多面
手冶遥
教师要做野双减冶课堂教学的研究者遥
野双减冶对课堂教学提出了更高要求袁要求
教师在课堂教学各个环节及问题的设计上
做到简练尧精准和高效袁在课堂上让学生全
面消化和吸收学科知识尧提升能力遥 诚如叶
澜教授所言院野教育的过程如同向未知方向
挺进的旅程袁 随时都有可能发现意外的通
道和美丽的图景袁 而不是一切都必须遵循
固定线路而没有激情的行程遥 冶教育的目的
不是传授已有的东西袁 而是将学生的思维
力尧学习力尧创造力诱导出来袁将他们的生
命感尧价值感尧责任感唤醒遥 教师要不断研
究尧创造尧优化袁形成适应学生自身特点和
全面发展独特的教育方法袁 点燃学生智慧
的思维火花遥
教师要做野双减冶多边互动的合作者遥
野双减冶课后作业实施包含 猿 个项目的服务
内容袁即学习时刻尧快乐时刻尧阅读时刻遥 这
就要求教师成为有效的课后服务多边互动
的合作者遥 野双减冶课后教育也是师生合作

和实施能力的关系袁防止低效曰五是厘清政
府尧部门和学校的关系袁防止推诿遥
作为国家级中小学劳动教育实验区袁
坊子区前期推进工作受到各级领导肯定和
专家好评遥 下一步袁区教体局将在区委尧区
政府领导下袁进一步明确劳动教育目标袁充
实完善劳动教育内容袁完善课程体系袁丰富
实施途径袁建立健全劳动教育体系袁不断提
升劳动教育实施水平遥
渊冉冉冤

本报讯 员园 月 圆远 日袁由济南市教育局尧济南市历城
区人民政府主办袁历城区教体局尧历城区洪家楼街道办事
处承办的济南市暨历城区 圆园圆员 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
启动仪式在历城区洪楼广场举行遥本次活动周的主题为院
野庆建党百年华诞袁谱终身学习新篇冶遥
据悉袁今年 远 月袁济南市组织了全市街道渊镇冤社区教
育中心校星级评定工作袁首批认定了 员园 所五星社区教育
中心校尧圆园 所四星社区教育中心校遥 在开展野社区教育示
范工程冶渊泉学汇冤建设工作方面袁确定历下区野云享舜耕冶
等 源圆 个野泉学汇冶项目为示范项目遥项目内容重点体现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员园园 周年学习活动尧老年数字化教育尧
野双减冶下的家庭教育等袁预计参加者可突破 源园 万人次遥
今年活动周期间袁 济南市将组织参加省教育厅开展
的线上线下融合学习活动袁组织开展全民终身学习野双十
佳冶 等典型事迹宣传活动遥 各市属高校面向当地社区居
民袁开展一次野终身学习开放日冶活动曰各区县社区教育学
院及社区教育中心校袁开展一次野终身学习开放日冶活动曰
组织开展社区教育示范工程建设工作遥 重点扶持老年数
字化教育尧野双减冶下的家庭教育等社区教育创新项目遥打
造野泉城文化驿站冶袁深化民校为民服务行动遥 组织开展
野智慧助老冶志愿者服务活动遥充分发挥野泉城终身学习平
台冶微信小程序快捷尧便民的作用袁结合野智慧助老冶志愿
者服务活动袁 组织社区居民利用微信小程序交流学习经
验袁分享学习成果遥
渊廉德忠冤

落实“减负”，教师应做“多面手”
郝明艳

探索新知的过程遥 众所周知袁学生由于成长
环境尧身心发育尧人际交往能力等因素的不
同袁各自的潜能也不一样袁这就要求教师充
分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袁学会野弹钢琴冶袁努
力做到师师合作尧师生合作尧师长渊家长冤合
作尧生生合 作 袁家 校 携手 合 作 袁才 能 让 野 双
减冶 课后服务做到无缝有效对接袁 协同育
人遥
教师要做野双减冶服务的学习者遥 野双
减冶课后服务需要更全面尧更优质尧更科学尧
更系统的教育指导者袁 这就要求教师提升
自己的能力袁 将原来的以传授知识为主的
教学模式改为以探求问题为主的导向性教

学新模式遥 要想设计出引发学生思考尧提升
学生能力的优质课后作业服务体系袁 教师
的再学习就必不可少遥 尤其是随着新课程
改革的深入和未来新教育时代的到来袁新
的教育理念尧 教育方法和教育手段不断涌
现袁教师只有树立终身学习观念袁做一个手
不释卷的学习者袁 才能紧跟时代的教育步
伐袁不断更新自己的教育观念尧知识结构袁
掌握科学的教育方法袁提高教学效率袁适应
当下教育野双减冶的需要袁做野双减冶服务真
正的引路人遥
教师要做野双减冶服务自我解剖的反思
者遥 野双减冶服务是回归教育的本真袁筑牢校

园教学主阵地袁引领学生全面发展袁这就要
求教师成为野立德树人冶这篇教育大文章的
自我解剖者和深刻反思者遥 因为反思是对
教师教学经验的重组或重构袁 是促进教师
专业发展和自我成长的核心要素遥 教师只
有勇于自我解剖袁 在反思过程中不断提高
师德修养袁不断总结利弊得失袁强化业务知
识学习袁提升自身理论素养袁在实践中塑造
自我尧发展自我和超越自我袁才能成为优秀
的教育践行者遥 总之袁教师要修学储能袁拥
有多把开启学生心智的金钥匙袁 才能为学
生打开心智的大门袁 引领学生做更好的自
己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