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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教师聘任和
管理办法征求意见
为健全外籍教师管理法律制度，
加强外籍教师管理，教育部会同科技
部、公安部、外交部制定《外籍教师聘
任和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
称《意 见 稿》)，面 向 社 会 公 开 征 求 意
见。
《意见稿》要求，外籍教师如有吸食
毒品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有性侵害、
虐待未成年人行为等情形，教育机构
应当予以解聘，并报告主管教育行政
部门，
记入信用记录。
（据中国新闻网 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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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铁轨上摆拍
逼停火车被处罚
7 月 17 日，3 名大学生跑进铁路货
场，站在铁轨上各种摆拍。一列正在
启动的货物列车紧急制动停车。经询
问，3 名青年都是在校大学生，是学校
摄影俱乐部的成员。放了暑假，三人
相约外出采风。为追求“个性”风景，
他们跑进了铁路货场，四处取景。这
3 名大学生被厦门铁路公安处依法予
以行政处罚，
并受到批评教育。
（据央视新闻 7.20）

脑瘫少年用嘴
写 2 万字剧本
甘肃庆阳 15 岁男孩梁健出生时
因早产缺血缺氧致使脑瘫，父母四处
寻医治疗仍留下肢体无力的现状。
但经过自己的努力，在父母、老师、同
学的帮助下，梁健学会汉语拼音，能
够用嘴唇写字交流。近期，他花两个
月时间创作，并经过反复修改完成了
以自己为原型的长达 2 万字的短剧
《回家的孩子》。
（据中新视频 7.17）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
干”是人们对教师职业的赞誉。
“ 在平凡
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成绩”就是
对“师魂”的最好诠释。常德市第七中学
的黄丽老师始终以一名优秀共产党员本
色展示自己，用无形的师德魅力、新的教
育理念去引导、培养每位学生，以默默奉
献塑造出了新时期的师德楷模。
作为优秀班主任的她，热爱自己的
学生，尊重、理解、信任学生；她是一位悉
心的班主任，熟知班级每一位学生性格
特点、兴趣爱好、家庭状况，与家长保持
着密切的联系，随时了解每一位学生的
动态；她在生活上关心、照顾着学生，帮
助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她在很短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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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要求各竞赛主办单位开展自查
为规范个别竞赛在组织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日前，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
于进一步加强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管理工作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
知）。
《通知》要求，各竞赛主办单位全面开展一次自查，对以往获奖项目的真实
性、独创性进行复核。坚决避免参赛项目明显不符合学生认知能力现象的发生，
坚决防止由家长或其他人代劳等参赛造假行为。任何竞赛奖项均不作为基础教
育阶段招生入学加分依据。
（据微言教育 7.20）

21 岁女教师一人撑起乡村小学

18 岁高考生
获评见义勇为
7 月 13 日，浙江象山，今年的高考
生李伟伟在公交车上见到被劝阻吸烟
的乘客挥着拳头冲向司机，全车乘客
安全受到威胁，18 岁的他两次挺身而
出。象山公安在核实李伟伟的见义勇
为行为后，送去见义勇为确认书和慰
问金，
并表示被李伟伟
“圈粉”了。
（据中国长安网 7.19）

科教新报

扫一扫，
看视频

在湖南怀化的汪家村小学，90 后教师秦缘负责这
所小学仅有的 6 名学生的所有科目教学。教学之外，她
还为学生们做饭，一个人撑起了这所小学。孩子们也表
示离不开她。而到了晚上，秦缘还会通过街唱募捐的方
式为孩子们购买小奖品。秦缘说：想为孩子们贡献自己
的一份力量，于是就回到家乡教书。网友：感谢你用心
教育他们。
（据人民视频 7.19）

三部门五大举措助力贫困家庭毕业生就业
日前，
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务院扶贫办三部门联合下发通知，
要
求各地各高校抢抓毕业生离校前后工作关键期，聚焦 52 个未摘帽贫困县建档立
卡贫困家庭毕业生，全力推动升学培训促就业、政策岗位促就业等 5 项“促就业”
重点任务落地，
让有就业意愿的贫困家庭毕业生尽早就业。
（据教育部网站 7.16）

物理老师
“花式”教学受欢迎
提到物理，很多中学生都觉得难学。可在北京市，一位教物理的林老师却因
“花式”教学走红网络，
网友们更是直呼：这样的老师来一打，
解决了困扰三年的难
题。林老师介绍，自己上中学的时候，对物理特别不感兴趣。后来参加工作，决定
用另外一种方式授课，结果深受孩子们喜欢。林老师称，自己拍摄的视频，都是围
绕课程展开，学生看完了视频，不仅可以提高学习，还能让他们觉得学习物理也能
这么有趣，
在快乐中学习。
（据中国青年网 7.15）

老师谩骂学生被撤销教师资格
日前，网传某学校教师因未收到花谩骂学生的视频引发关注。经查，该事
发生在山西朔州市朔城区第六小学六年级某班的毕业班会上，谩骂学生的为该
校六年级教师王某某，其言行给社会造成了恶劣影响。根据相关规定，朔城区
决定撤销王某某教师资格、调离教育系统；给予朔城区第六小学领导班子成员(1
名校长、
3 名副校长)免职处理。
（据看朔州教育局官方微信公号 7.19）

平凡之处铸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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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生放弃中考
捐髓救母
7 月 20 日是厦门中考的最后一
天，初三学生曾啟俊却作了一个不
一样的决定：放弃今年中考，捐髓救
母。去年，曾啟俊的妈妈不幸确诊
急性髓系白血病，而造血干细胞移
植是治疗急性髓系白血病的重要方
法。曾啟俊匹配度相对最高成为
“最合适的供体”，由于病情紧急不
能再拖，为了拯救母亲曾啟俊决定
放弃今年中考，休学一年。对于这
个选择，
他说，
妈妈比中考更重要。
（据中国之声 7.20）

小学生组队
给救援队搬西瓜
7 月 17 日，江西永修县一处救援
现场迎来一队小学生，他们在老师带
领下搬来各种物资。班主任介绍，他
们捐赠的物资都是家长们筹款购买
的。听说要给救援队送东西，孩子们
都抢着要来。一位小朋友说：
“ 消防
员叔叔总是保护我们，我们也要感谢
一下他们。
”
（据荔枝新闻 7.17）

爸爸换 3 种
交通工具陪女儿跑步
来自呼和浩特的 17 岁女孩郑国
花 ，坚持练习中长跑已经四、五年
了。她的体育成绩十分突出，屡破
学校纪录。而这些成绩背后，是郑
爸爸的全力陪伴与辛勤付出。从初
一到高一，在女儿跑步时，郑爸爸一
直陪着 ，从自行车到三轮车、摩托
车，换了 3 种交通工具。此外，郑爸
爸还为女儿打造了一座
“健身房”。
（据时间视频 7.19）

男孩故意穿错校服
让妈妈缝补
近日，一位河北网友分享了一
个感人视频。这位妈妈表示自己的
儿子虽然学习成绩不是名列前茅，
但是心地善良。他放学时见到同桌
的校服破了，知道同桌没有妈妈，所
以故意穿错同桌的校服，拿回家让
妈妈帮忙洗干净并缝好。网友：骨
子里透露出的善良，善良的孩子运
气都不会差。
（据未来网 7.17）

失，让胡同学养成了好吃懒做、迷恋网
吧、打架斗殴的坏习惯。黄丽抱着“决不
让他落下”的态度，通过一年多的耐心教
——记常德市第七中学教师黄丽
育，胡同学进步很大，不再沉迷网络，更
通讯员 杨敏
没有打过架，期考成绩还跃居班级前三
间内赢得了学生们对她的尊重和信赖， 了 辍 学 打 工 的 念 头 ，黄 老 师 了 解 情 况 十名。在他的眼里，黄老师就像妈妈一
学生有困难愿意找她帮忙，有困惑愿意 后，不仅把自己的就餐卡送给李同学， 样。
找她倾诉，
有喜悦愿意和她分享。
从经济上帮助他渡过难关，还经常同该
黄丽老师是一个不甘于平庸但可
黄老师自工作以来，无论是否在班 生交心谈心，帮助他树立信心和勇气。 以忍受甚至享受寂寞的人。从一位普
主任工作岗位上，她每年都会资助 1 到 2007 年高考，李同学最终以优异成绩考 通的化学教师成长为一位市级化学学
2 名学生。学生困难的时候，伸出温暖 入大学。
科的教研领衔人。对她而言，教书育人
的手，帮他们走出困境，这种爱，学生都
帮助和教育好问题家庭的问题孩子 这条路还很长，她将一如既往地把生命
铭记在心。高 229 班学生李同学，其父 更能体现师爱的伟大。高 303 班的胡同 的虬根深扎在教育的沃土，以绿叶对花
亲多病体质差，家里兄弟二人念书。家 学父母常年在外做生意，初中时胡同学 儿般的关照、深情与期待，奉献着自己
境的窘迫，使这个品学兼优的孩子产生 就被托付给亲友照看。父母教育的缺 的青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