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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实施校长和教师课程领导力提升项目
本报通讯员 石明廷
为适应教育改革对人才培养要

求，研究和探索新中高考背景下学校
课程的有效构建，提升我区学校课程
品质和干部教师课程领导力水平，今
年5月区教委借助北京教科院优质
资源，实施了“门头沟区校长和教师
课程领导力提升”项目，来自全区16
所中小学的32名校长和教师参与了
项目培训。

市课程专家亲临指导、走进学
校实地参观体验、专家教授专题讲
座……两个月来，在市教科院专家
的指导下，区教委及区教师进修学
校共同发力，在不断的研讨、参观、
学习、交流后，学校领导的课程规划
能力以及教师的课程领悟能力都有
了不同程度的提高。阶段性成果的
取得源于组织者对此次培训内容与
方式的科学设计和合理安排，主要做
法包括：

课程丰富 方法得当
校长和教师课程领导力提升培

训项目主要围绕课程观、课程的顶层
设计、课程实施、课程资源几个方面，
涉及课程的内涵理解、校长课程领导
力、国际课程、教材的开发、信息时代

的学习等通识性课程以及核心素养
与学校课程建设、传统文化课程、生
涯课程等特色专题性培训。丰富的培
训内容旨在激发和调动广大领导干部
与教师参与课程改革的热情，增强教
师参与课程改革的能力，真正推动区
域和学校走内涵发展之路。

课程培训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方式来进行。主要有七种方式：走
进相关学校调查访谈，明确问题，并
开展答疑与指导；以讲座的方式重塑
参与者的课程意识；以任务驱动的方
式提升培训的效果，每个参与的学校
设计出可操作的学校课程方案、课程
设计方案各一份；指定阅读相关书
籍，并在网上开展读书交流；跨区研
讨，听中学、看中学、思中学；区域课
程成果展示；依托北京市中小学课程
教材资源网，网上研讨，收集问题，分
享收获。

一主两翼 总分结合
根据我区教育的实际需求，项目

确定了“一主两翼”培训原则。“一主”
是课程整体建设，通过集中培训和课
程论坛进行；“两翼”是中学生涯课程
建设、小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建
设。以基地校新桥路中学设置的人

生生涯培训、妙峰山民族学校设置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习培训项目为
载体。

本着“一主两翼”的原则，校长及
教师课程领导力培训工作采用“总分
结合”的方式：总，是总体性培训，要
求所有参加人员都必须参加5个主
要的通识性培训课程；分，是分学段
培训，要求按照小学和中学的不同需
要，分别实施传统文化和生涯教育的
特色性培训课程。

参与积极 热情高涨
项目启动会召开以后，培训在全

区各所中小学校紧锣密鼓地进行。
《基于核心素养的学校课程顶层设
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哲学诠释
与实践策略》《学科实践活动课程的
设计、整合与实施》这些讲座已经陆
续开展。每次培训结束后，校长、教
师们聚在一起热烈讨论，交流碰撞，
提高课程开发建设力。日前，项目负
责人分别走进龙泉小学、王平中学，
了解学校课程开发及实施。龙泉小
学副校长刘成奇、王平中学校长谢国
平分别以《龙泉素养教育促学生和谐
全面发展》《着力发展学园课程，让每
个生命自信绽放》为题从学校课程建

设背景、课程基本价值追求、课程建
设目标、学校课程结构与安排、课程
实践效果、课程特色与创新、学校课
程未来建设等多个方面阐述了学校
课程建设的现状与发展历程。专家
在听取后进行指导，提出建议。学校
也将结合自身特点完善课程建设，构
建有利于学生全面且有个性发展的
课程体系。

此外，项目组还带领校长们走进
景山学校、八中附小等学校进行了交
流研讨。在景山学校交流学习之后，
我区大峪中学分校魏芳校长用“静而
不燥、稳而不晃、卓而不庸、厚而不
炫”16字，阐释了自己对景山学校的
印象。八中附小刘亚丽校长从课堂
细节出发，对景山学校开展养成教育
给予了高度赞扬。

课程作为学校育人的根本载体，
校长和教师课程建设能力、领导能力
和执行能力关乎学校发展的未来，是
学校教育的核心。谁撬动了课程，谁
就赢得了未来。校长和教师课程领
导力项目有效融合资源，并有计划地
系统培养，在夯实理论基础，坚定理
想信念的同时必将带来广大干部及
教师思想理念上的革命。

本报讯（通讯员 杨培培）
近日，以“我爱绿色生活”为主
题的北京市2017年青少年科
学调查体验活动首发仪式在大
峪二小举行。

本次活动包括“呵护环
境、绿色发展”快乐体验活动、
科技创新快乐体验活动、“走
进中学”学科实践课体验三部
分。变废为宝的科技制作、
VR体验、机器人创意体验，
都是学生们的智慧与创造力
的展现。

活动为大峪二小的科技
教育打开了新的篇章，学校
将围绕活动主题，将学校的
环境主题教育活动开展得更
加深入、扎实。

大峪二小/摄

一、户内防雷须知：
1、注意关闭门窗，预防雷电直击室内或者防止

侧击雷和球雷的侵入。
2、人不要站立在电灯下。
3、尽量不要拨打、接听手机和座机，或使用电话

线等上网。
4、不宜用淋浴器、太阳能热水器，因水管与防雷

接地相连，雷电流可通过水流传导而致人伤亡。
5、远离建筑外露的水管、煤气管等金属物体。
6、雷雨来临前时，要把线路断开，并拔下电源插

头，别让电视机、电脑等引雷入室，损坏电器甚至引
发火灾事故。

7、晒衣服被褥等用的铁丝不要拉到窗户、门口，
以防铁丝引雷致人死亡。

8、遇到暴雨天气出门，最好穿胶鞋，这样可以起
到绝缘的作用。

9、乘车途中遭遇打雷时千万不要将头、手伸出
窗外。

二、户外避雷须知：
1、雷雨天气时不要停留在高楼平台、山顶、山脊

或建（构）筑物顶部，不宜停留在小型无防雷设施的
建筑物、车库、车棚、岗亭及附近。

2、远离建筑物外露的水管、煤气管等金属物体
及电力设备。

3、不宜在大树下躲避雷雨，如万不得已，则须与
树干保持至少5米距离，下蹲并双腿靠拢。

4、如果在雷电交加时，头、颈、手处有蚂蚁爬走
感，头发竖起，说明将发生雷击，应赶紧趴在地上，这
样可以减少遭雷击的危险，并拿去身上佩戴的金属
饰品和发卡、项链等。

5、如果在户外遭遇雷雨，来不及离开高大物体
时，应马上找些干燥的绝缘物放在地上，并将双脚合
拢坐在上面，切勿将脚放在绝缘物以外的地面上，因
为水能导电。

6、在户外躲避雷雨时，应注意不要用手撑地，同
时双手抱膝，胸口紧贴膝盖，尽量低下头，因为头部
较之身体其他部位最易遭到雷击。

7、当在户外看见闪电几秒钟内就听见雷声时，
说明正处于近雷暴的危险环境，此时应停止行走，两
脚并拢并立即下蹲，不要与人拉在一起，最好使用塑
料雨具、雨衣等。

8、在雷雨天气中，不宜在旷野中打伞，或高举羽
毛球拍、高尔夫球棍、锄头等，避免增加人的有效高
度成为“尖端”而遭雷击。不宜进行户外球类运动，
雷暴天气进行足球、篮球等运动是非常危险的；不宜
在水面和水边停留；不宜在河边洗衣服、钓鱼、游泳、
玩耍。

9、在雷雨天气中，不宜快速开摩托、快骑自行车
和在雨中狂奔，因为身体的跨步越大，电压就越大，
也越容易伤人。

10、如果在户外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此时应
提高警惕，因为高压线断点附近存在跨步电压，身
处附近的人此时千万不要跑动，而应双脚并拢，跳
离现场。

1.门头沟区政府食堂招聘：
餐厅服务员4名，女性，18至

30岁，学历不限，五险一金，月薪
2800元以上。

单位地址：门头沟区政府院内
联系人：刘先生
2.北京世纪壹贝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招聘：
销售5名，性别不限，18至45

岁，中专以上学历，月薪 2000 至
8000元。

单位地址：门头沟区石门营A
区9-103

联系人：王女士
3.北京双吉制药有限公司招聘：
（1）车间生产工人7名，性别不

限，18至45岁，高中以上学历，身体
健康，能适应倒班，月薪2900元以
上。

（2）维修工2名，男性，18至45

岁，高中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
优先，月薪3300至3800元。

单位地址：门头沟区永定镇冯
村西宝林寺

联系人：芦女士
4.京辰昱华生物科技（北京）有

限公司招聘：
行政助理1名，女性，18至25

岁，高中以上学历，有出纳工作经
验，身高165cm以上，月薪3000至
5000元。

单位地址：门头沟区石龙开发
区利德衡

联系人：苏女士
5.北京万城惠农农业技术有限

公司招聘：
水果超市营业员8名，性别不

限，18 至 45 岁，学历不限，月薪
2000至4000元。

单位地址：门头沟区黑山大街
或石门营石园南路

联系人：王先生
6.北京市百达行房地产经纪有

限责任公司招聘：

招商专员10名，性别不限，20
至40岁，大专以上学历，月薪3500
至4000元。

单位地址：门头沟区国信滨河
大厦

联系人：王女士
7.北京新月中道汽车救援技术

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招聘：
拖车司机20名，男性，18至45

岁，学历不限，B2本以上驾照，提供
住宿，月薪5000至8000元。

单位地址：东五环五方桥下停
车场或西五环香泉桥下停车场

联系人：郑先生
8.北京京西晨光饭店招聘：
（1）会计主管1名，性别不限，

30至45岁，大专以上学历，有相关
工作经验，中级以上会计职称优先，
月薪4500元以上。

（2）餐饮服务员 2名，性别不
限，18至35岁，初中以上学历，有相
关工作经验者优先，月薪3200至
3600元。

（3）客房计件服务员2名，性别

不限，18至40岁，初中以下学历，月
薪3000元以上。

（4）收银员1名，女性，20至35
岁，大专以上学历，有酒店工作经验
者优先，月薪3500元以上。

单位地址：门头沟区双峪路1号
联系人：仲经理
9.北京万和家业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招聘：
（1）保洁领班2名，性别不限，

30至45岁，学历不限，月薪3500至
4000元。

（2）市场部专员 2名，性别不
限，30 至 45 岁，学历不限，月薪
4000至6000元。

（3）区域经理2名，性别不限，
30至 45岁，大专以上学历，月薪
5000至7000元。

（4）保洁项目经理2名，性别不
限，30至45岁，大专以上学历，月薪
8000元以上。

（5）市场部经理 2名，性别不
限，35至45岁，本科以上学历，月薪
8000元以上。

单位地址：北京市通州区新华
北街75号

联系人：刘女士
10.北京恒信瑞通人力资源管

理有限公司招聘：
政策咨询员50名，性别不限，

18至45岁，大专以上学历，提供住
宿，月薪3500至6500元。

单位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红莲
南路57号中国文化大厦4层

联系人：杨经理
11.北京市石景山区建筑公司

招聘：
（1）党委办公室科员1名，性别

不限，20至35岁，本科以上学历，本
市户籍，月薪7000至8000元。

（2）工程科科员 1名，性别不
限，20至32岁，本科以上学历，月薪
7000至8000元。

（3）办公室行政专员1名，性别
不限，20至30岁，本科以上学历，月
薪7000至8000元。

单位地址：石景山区西井路15号
联系人：李老师、闫老师

12.北京京华华电数码科技有
限公司招聘：

（1）商务专员1名，女性，22至
28岁，大专以上学历，一年以上相
关工作经验，月薪4000元以上。

（2）前台 1名，女性，22至 28
岁，大专以上学历，一年以上相关工
作经验，月薪4000元以上。

单位地址：石景山区苹果园
联系人：杨先生
13.环境在线（北京）国际旅行

社有限公司招聘：
（1）总社计调4名，性别不限，

22至 30岁，大专以上学历，月薪
2000至3500元。

（2）营业部销售经理10名，性
别不限，22至30岁，大专以上学历，
月薪2000至3500元。

（3）签证专员2名，性别不限，
22至 30岁，大专以上学历，月薪
2000至3500元。

（4）美工设计1名，性别不限，
22至 30岁，大专以上学历，月薪
2000至3500元。

人才高速路

为规范定量包装商品企业生产行
为,切实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8月2
日，区质监局开展定量包装商品净含
量计量监督专项随机抽查。

本次专项抽查，采取“双随机”的新
工作模式，随机抽取检查对象和随机选
派执法人员，由执法人员执行抽样任
务。执法人员对辖区内3家定量包装
商品生产企业进行突击抽查，现场从成
品库房中随机抽取样品，当场进行净含
量检测。此次活动共抽查面粉、矿泉水
等2类商品，7个批次共306件商品，就
现场抽样情况来看，未发现问题。

通过执行“双随机”监督抽查工作
机制，有效地排除了抽查工作中人为
因素的干扰，确保了随机抽查工作的
公正性、科学性，有效提升了定量包装
生产企业的计量法制意识和计量保证
能力。

区质监局

开展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监督抽查

8月4日，区质监局召开特种设备安全生产大检查工
作部署会议。参会人员包括重点镇、街的安全管理人员和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安全管理人员，共计60余家单位参加。

本次会议，对我区上半年特种设备的安全情况
进行了总结，并且对特种设备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
进行了部署，下发了《北京市门头沟区质量技术监
督局关于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的实施方案》以及专
项治理工作方案。同时，区质监局工作人员根据监
察以及检验时发现的问题，向企业提出要求和相关
注意事项，如：设备信息变动要及时进行变更，要严

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落实
报检制度等。

会议最后，区质监局负
责人领导对本次会议进行了
总结，通报了上半年安全生
产事故的情况，并用特种设
备事故发生的鲜活案例，向管理人员强调了特种设
备安全管理工作的重要性，要大家增强忧患意识和
责任意识，防患于未然，做到一分部署，九分落实，
齐心协力，做好特种设备安全保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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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资源 系统培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