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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简讯 龙泉小学素养教育催动孩子们童心飞翔

大峪中学

荣获市金鹏科技论坛一等奖
本报讯（通讯员 杨培培）近日，第十七届北京市中小学

生金鹏科技论坛市赛项目答辩，在北京市第八十中学落下帷
幕。

大峪中学的学生共参加了十个项目的比赛，参赛选手和
全市16个区县的430余所中小学的20000余名学生一同参
赛。其中，高一（1）班的李熠晨同学的《锂离子电池高镍正
极材料前驱体材料合成的研究》荣获一等奖，高一（3）班刘明
阳同学的《植物DNA条形码技术在校园植物鉴定中的简单
运用》和初三（2）班的安家宝同学的《生物黑炭对土壤小动物
生存环境的影响——探索蚯蚓的“回避效应”》荣获二等奖；
王思文、胥琴、张宇同等十名同学荣获三等奖。陶术研和孙
红泽老师荣获优秀辅导教师。

本报通讯员 石明廷

门头沟区龙泉小学是一所棚户
区改造时兴建的配套学校，她的前身
是有着几十年历史的工人子弟小
学。随着我区棚户区改造先后与龙
门小学、河南街小学合并成立了门头
沟区龙泉小学。学校成立四年来，本
着为学生的未来发展奠基、为学生终
身发展服务的高度责任感，实施道
德、学习、健康、信息、艺术特色素养
教育，为孩子们的童心展翅飞翔奠定
基础。

环境给学生提供了润物无
声的素养教育

战国时荀子讲：“居必择乡，游必
就士。”意思是君子居住的坏境必定
选择风俗醇美之乡；交游必须接近贤
德之士。他认为环境对人有重要影
响，选择有利于学习的环境和良师益
友，可以使人远邪近正，修身立德。
所以主张居必择乡、游必就士。

龙 泉 小 学 是 一 所 占 地 面 积
13465平方米，建筑面积12004平方
米的学校。走进校园，只见门口有一
台转动的水车，它可以把蓄积在池内
的雨水供给校园的花草和树木。这
水车在给学生带来美的享受的同时，

也在无形中对学生进行了环保教
育。往前走，一条玻璃栈道曲曲蜿
蜒，状似天空腾飞的神龙。复前行，
一个特大号数字显示屏矗立在面前，
它可以及时向师生宣传时政要闻，发
布通知等；显示屏下面是一个泉眼，
涓涓泉水就是从这里流入校园，孕
育着校园中的植被，荡涤着孩子们
的心灵。一到夏季，满园的月季风姿
绰约、随风摇曳，红的似流火、紫色的
像晚霞，五光十色，绚丽烂漫，十分动
人。再加上潺潺的流水、俊美的花
朵、鸟儿的啼鸣、草木的葱茏，绿色植
被掩映下的状似飞龙的学校围墙
……这一切是那样和谐，那样令人
赏心悦目、心情振奋。这样的布置
向人们展示了龙泉小学校名的含
义。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在
这个美丽的校园里，孩子们与自然为
伴，与自然生命一起成长，既培养了
他们热爱自然的感情，同时也在不经
意中让学生懂得了人与自然和谐相
处的妙处、懂得了保护环境的意义。

教学楼内奇巧布局为素养
教育开辟了新途径

走进教学楼，一股人文气息扑面
而来。楼道内随处可见的图书角散

发着淡淡的墨韵书香；孩子们精心制
作的手工作品向人们展示着传统文
化的无穷魅力；墙壁上张贴的学生照
片，记载着他们点滴的成长轨迹。那
角落中的水池、悬挂着的吊兰、倾泻
而下的小瀑布，在灯光的照射下，流
光溢彩，宛如仙境。教学楼内每一层
设计都有不同的含义，但是又有着同
一个主题——感恩教育。“若知四海
皆兄弟，何处相逢非故人”，所以感恩
同学和同伴；“借得大江千斛水，研为
翰墨送恩师”，所以感恩师长；“天下
兴亡，匹夫有责”，所以感恩祖国和人
民。学校教学楼内这种充满人文色
彩的感恩教育，为学生的素养教育开
辟了新的途径。

现代教学设备给学生的素
养教育提供了广阔空间

龙泉小学运用互动反馈技术进
行教学，已经成了我区甚至北京市的
一个品牌，并在全国享有盛名。龙泉
小学的教师运用互动反馈技术、电子
白板、电脑、国学机、实物投影仪等先
进教学设备进行教学，在教给学生知
识的同时，也在学生心中种下了科学
的种子。所谓“互动反馈技术”指教
师在传统的多媒体教室中，增加一个
软件平台和一个教师控制器、信号接

收器形成的数据处理系统。教师运
用这个系统进行教学时，学生可以利
用手中的选择器，根据教师设计的问
题进行电子表态。这个系统将教师
疑探式教学嵌入了课堂，根据学生的
表态，进行探究式教学，既活跃了课
堂气氛，也促进学生进入“愤悱”状
态。教师循循善诱的启发，学生自主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不仅为学生学
习知识提供了科学的方法，提高了学
生对科学的认同，也培养了学生的科
学素养。

除此之外，学校还根据学生实
际，在“课后三点半”开设了多项拓展
课程和社团课程。这些课程有：经典
诵读、陶艺、琵琶、象棋、快板、葫芦丝
演奏、书法、抖空竹、太平鼓等非物质
文化传承课程；击剑、小号、拉丁舞、
街舞、网球、摔跤、乒乓球、花样跳绳、
艺术串珠、篮球、羽毛球、英语棋、心
理剧、数字油画版画等社团课程。通
过开设这些课程，使学生的综合素养
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如今，经过四年的发展，龙泉小
学处处彰显着青春的活力和勃勃生
机；学校开展的学生素养教育，正以
强劲的动力，催动着孩子们的童心在
广阔的天空中展翅飞翔！

本报讯（通讯员 杨培培）
近日，区第二幼儿园开展了“爱
护地球家园 从娃娃抓起”环保
志愿活动，幼儿园组织大班的
环保小卫士走出校园，将校园
附近的广告牌、公交站牌等进
行了清理，捡拾幼儿园周边的
垃圾、树叶，美化校园周边环
境。

小朋友们不怕脏不怕累，
短短一个小时就捡拾了满满一
袋烟头、塑料袋、果皮等垃圾。
看到捡拾的垃圾，孩子们表示，
以后出门时要带上垃圾袋，把
垃圾放进袋中，爱护环境，保护
我们生存的家园。

区第二幼儿园/摄

城子小学

开展构建生态课堂培训

本报讯（通讯员 杨培培）近日，城子小学为破解“如何
将生态课堂理念转化为有效的教与学行为”这一困惑教师的
难题，聘请北京教科院课程中心教材管理室主任江峰对教师
进行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培训指导。

江锋从生态课堂的构建背景、传统课堂的主要问题、生
态课堂的理论认识、课例建构等四个方面进行了高屋建瓴、
理论联系实际的指导。通过培训，大家对生态课堂的构建模
式、研究方向更加明确，各教研组将进一步加强理念学习，对
其落实到课堂教学中教与学行为的具细化进行研究，并在课
堂教学中有效践行。

城子小学以打造生态课堂为重点，在各教研组开展了生
态课堂理念的深度学习与思考，就如何将生态课堂理念转化
为有效的教师教学行为、学生的学习行为开展了讨论。

区教委领导

到区教师进修学校调研
本报讯（通讯员 杨培培）近日，区教委主任陈江锋到区

教师进修学校开展工作调研，教委副主任白丰莲、李东梅陪
同调研。

陈江锋首先考察了教师进修学校的校园环境、基础设施
建设、校园安全管理等方面的情况。教师进修学校校长胡国
友对学校的业务、研训一体化改革的成果、存在的问题及今
后的工作进行了汇报。副校长裴艳萍对门头沟区2016年的
中高考情况进行了回顾、分析，并提出了今年要通过加大视
导力度、加大中高考试题研究等方式应对2017年的中高考
策略。

陈江锋对区教师进修学校近年来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
定，对师资问题、研修员轮换机制提出了几点建议，并对中高
考考试数据的搜集、分析提出了一些要求。最后，他要求教
师进修学校今后要继续发挥好示范引领的牵头作用，将“研
训一体化”改革继续推进下去。要敢于亮剑，反思自我，拓宽
教育视野和思路，深度思考如何引领好我区的教育理念和教
学思想等问题，为门头沟教育事业做贡献，办人民满意的教
育。

■ 专栏

腰椎间盘突出症手术治疗的微创时代
近年来，伴随着现代生活的快节

奏和高压力，腰椎病的发生率一直呈
上升趋势，据国家卫生部门统计，发
病人数已超过2亿人，占全国总人口
数的15.2%，而且以较快的速度由中
老年向青壮年扩展。其中，腰椎间盘
突出症是腰椎病中的主要疾病之一。

腰椎间盘突出症主要是由于多
种原因产生对腰椎间盘组织（髓核、
纤维环及软骨板）的积累性损伤，致
使这些组织逐步退变、老化，直至最
外层的纤维环破裂、髓核突出，导致
相邻脊神经根遭受刺激或压迫，从而
出现下肢对应神经根支配区域的疼
痛、麻木甚至肌肉力量下降等症状，
可伴有或不伴有腰部的疼痛，绝大多
数病人下肢疼痛要重于腰痛，突出的
节段以腰4～5、腰5-骶1最为多见，
约占90%以上。在导致腰椎间盘突
出的诸多因素中，反复弯腰搬重物、
长时间伏案工作、潮湿寒冷的工作环
境以及肥胖是主要的原因，因此，体
力劳动者要注意劳逸结合，脑力劳动
者要加强锻炼，提高腰肌的协调性；
此外，发病因素中还包括一些腰椎结
构发育异常、遗传等因素。

当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经过系
统的保守治疗病情仍无法缓解，或病
情有缓解但仍明显影响正常工作生
活及近年来病情反复发作，此时则需
要进行手术治疗。在日常门诊的诊
疗工作中，常会听到“这样的手术会
不会导致瘫痪？”的疑问，由此可见，
大家对这样的手术还是存有一定的

“恐惧”的，其实，腰椎间盘突出症接
受手术治疗的优良率可达95%以上，
相反，拖延手术治疗时机或者拒绝手
术治疗，会导致神经在反复刺激及压
迫下出现变性、坏死，最终导致肢体
功能的障碍而致残。

说到对手术的“恐惧”，大部分人
是来源于“这样的手术切口有多么
大”、“手术中要剥离很多的肌肉”、

“体内还要打好几个钉子”、“手术后
腰会变得僵硬”等这些方面，但是这
样的疑问在手术技术飞速发展的今
天，已经成为了过去，腰椎间盘突出
症的手术治疗已经进入了全面微创
化的时代。

在现代外科微创化、精准化的大
时代背景下，腰椎外科的微创化也在
近年迎来了蓬勃的发展，其中以“经

皮椎间孔镜”技术最具代表性。早在
2010年初，北京京煤集团总医院骨
科成为了全国首批探索和学习此项
技术的医院之一，并在2011年初成
功开展了这一技术——“经皮椎间孔
镜下微创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发
展至今，已达到年治疗患者近百例，
取得了良好的临床疗效和社会效应。

经皮椎间孔镜技术是一项只利
用8毫米大小的皮肤切口、不破坏腰
椎的稳定结构、能够摘除各种类型突
出的椎间盘髓核组织、术后当天即可
下地行走、医疗费用相对低廉的真正
意义上的微创技术。手术中，我们只
需要少量的局麻药，术中患者意识清
楚，在腰椎侧后方作一微小切口，在
实时X线透视的引导下，经专用的软
组织扩张套管及椎间孔成形工具，置
入椎间孔镜，在成像系统的指导下完
成髓核摘除、神经根松解等操作，手
术完成后可在镜下清晰看到神经根
恢复松弛状态，并能看到神经根的营
养血管再次充盈，术后患者即可走回
病房或者出院回家，在适当休息1个
月后，从事非重体力劳动的患者基本
可以重返工作岗位。近2年，我们还

利用此项技术治疗了不少高龄、身体
状况较差、无法接受开放手术的复杂
的腰椎管狭窄症的患者，因为局麻对
全身其他脏器功能造成的影响轻微，
所以他们都能够顺利完成手术治疗，
并取得了满意的临床效果。

微创脊柱外科技术是一项“把幸
福留给患者，把痛苦留给自己”的技
术，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项技术需
要一个较长的学习曲线和一个强大的
脊柱外科团队作为后盾才能造福于患
者。京煤总医院骨科是门头沟地区第
一家拥有专业脊柱外科学组的综合骨
科，脊柱外科学组在卫力晋科主任及
刘岩主任医师的带领下，可以独立开
展各种颈、胸、腰椎疾病的诊断、微创
及开放手术治疗，专业组各位成员均
具有硕士学位或国内外知名医院的学
习经历，专业理念紧跟国内外知名医
院的步伐，多年来秉持“以患者为中
心”的初心，诚心服务于京西患者。

新的时代已经来
临，让我们以无“微”
不至的技术及理念去
战胜“腰椎间盘突出
症”的困扰。

3 月 15 日，为迎接 2017
年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区质监
局围绕“责任汇聚诚信 质量
保障消费”宣传主题，结合实
际，在局机关楼前设立宣传站
开展“3·15”宣传咨询活动，并
在活动现场设立了咨询台、系
列展板以及计量器具。局领
导班子带头向广大群众宣传

质量技术监督法律法规，免费
发放特种设备安全、产品质
量、消防安全常识等宣传资
料，并接受群众的咨询。通过
此次宣传咨询活动，普及了质
量安全知识，增强了群众质量
安全意识，对提升全区质量安
全总体水平、起到了积极作
用。

区质监局

开展“3·15”宣传活动

区第二幼儿园开展环保志愿活动区第二幼儿园开展环保志愿活动

1.北京国润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招聘：

（1）旅游景区办公室主任2名，
性别不限，25至 40岁，本科以上学
历，五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月薪
4000至5000元。

（2）旅游景区人事部主管2名，
性别不限，25至 40岁，大专以上学
历，三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月薪
4000至5000元。

（3）办公室办事员2名，女性，
18至35岁，大专以上学历，熟悉办公
软件，月薪2500至3000元。

（4）财务主管2名，性别不限，25
至 50岁，本科以上学历，月薪3000
至5000元。

（5）会计5名，性别不限，25至
40岁，大专以上学历，三年以上相关
工作经验，月薪3000至4000元。

（6）出纳2名，性别不限，25至
40岁，大专以上学历，月薪3000至
3500元。

（7）旅游景区美工2名，性别不
限，25至35岁，大专以上学历，两年以

上相关工作经验，月薪5000元以上。
（8）网络平台主管2名，性别不

限，18至40岁，大专以上学历，月薪
3000至4000元。

（9）餐饮经理3名，性别不限，25
至40岁，大专以上学历，月薪3000
至5000元。

（10）餐厅大堂经理1名，性别不
限，25至40岁，大专以上学历，月薪
3000至4000元。

（11）厨师 5 名，男性，30 至 50
岁，学历不限，有农家乐厨师经验，月
薪5000元以上。

（12）面点师5名，性别不限，28

至45岁，学历不限，月薪4000元以
上。

（13）配菜工10名，性别不限，30
至50岁，学历不限，月薪3000元以
上。

（14）前台接待5名，女性，18至
28岁，大专以上学历，月薪2000至
2500元。

（15）餐厅服务员10名，女性，18
至 30岁，大专以上学历，月薪2000
至2500元。

单位地址：门头沟区潭柘寺、妙
峰山担礼

联系人：于女士

人才高速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