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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余杭区时代小学

招聘教师启事
杭州市余杭区时代小学是2012年由浙江天都实业公

司投资、杭州市天长教育集团杭州市时代小学创办的民

办学校。学校占地52亩，规划为36个班级，目前有一至

六年级29个班级，950多名学生。学校崇尚价值管理，搭

建各种平台服务于教师成长。

现因发展需要，面向全国公开招聘优秀人才。

一、招聘岗位
小学语文教师4名，小学数学教师2名，小学科学教

师2名，小学英语教师1名，小学信息教师1名，小学体育

教师1名；学校管理人员4名。

二、招聘条件
1.敬业爱生，愿意挑战新事物。2.亲和有活力，具备

先进的教育理念。3.身心健康，五官端正，普通话标准。

4.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持有适用的教师资格证书，年龄

在35周岁以下；具有高级职称的学科骨干教师或管理人

员，年龄可适当放宽（含近两年退休教师）。

三、薪酬待遇
教师岗位年薪10万元起，中级职称15万元起，高级

职称18万元起；骨干教师和学校管理人员薪酬面谈。

四、招聘程序
1.简历筛选。将简历发送到邮箱，邮件请注明“毕业

高校+应聘岗位+姓名”，邮箱地址：shidaitianduedu@

126.com。2.学校考核。3.体检。4.录用。

五、联系方式
学校地址：余杭区天都城天星街9号

联系电话：0571-86261800 联系人：任老师

微信公众号：hzyhsdedu

杭州市余杭区时代小学
2017年4月21日

本报讯（见习记者 金 澜）近日，

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公布了

首批全国中小学校责任督学挂牌督导

创新县（市、区）名单，我省杭州市上城

区、湖州市吴兴区、温岭市榜上有名。

据了解，此次评估认定工作按照

县级自评、市级复核、省级评估、国家

认定的程序进行，考核条件包括领导

组织、管理制度、督学队伍、开展工作、

保障措施、督导方式、问责整改、结果

运用等8个方面。作为体制机制健

全、方式方法创新、保障措施落实、工

作扎实有效的典型，此次全国共有11

个省区市的29个县（市、区）入选全国

中小学校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创新县

（市、区）榜单。

省教育厅相关处室负责人表示，

评选中小学校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创新

县（市、区）是为了更好地落实《教育督

导条例》，通过规范中小学校办学行为

来提高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努力办好

人民满意的教育，未来将加强“回头看”

工作力度，逐步实现学校督导评估工作

科学化、规范化和制度化。

□本报记者 陈蓓燕
通讯员 梁 莹

去年10月，嘉兴市民周先生外

出散步，发现有两处污水直接流进

了河里。当时，他立刻掏出手机拍

下照片，并上传到了一个名为“河道

清理”APP上。该市有关部门及时

作出反应，解决了污水直排入河这

一问题。

原来，这款由浙江同济科技职

业学院水利工程专业技术服务团队

开发的软件，具有定位、支持图像和

语音上传等功能，市民如发现河面

不干净等问题，都可以用手机拍照

的方式反映情况。“借助手机实现

‘掌上’治水，最大的好处就是能调

动社会力量，让全社会都参与到剿

灭劣Ⅴ类水的活动中来。”浙江同科

职院院长梁国钱告诉记者。

谈起软件开发的初衷，该院水

利工程系副主任刘进宝教授说，最

初是受省水利厅委托，为开展河道

清理平安建设第三方暗访检查项目

而开发，“考虑到全省水流河系众

多，仅仅依靠师生的力量难以集齐

全部信息，于是想到了借助互联网

的力量”。就这样，在该项目团队的

共同努力下，去年3月，“河道清理”

APP正式上线。

“不少老年人其实很关注生态

环境，但他们也许不会打字，所以我

们在软件上设置了拍照、语音、定位

等功能，只要打开APP，就能自动显

示所在河流的地区、经纬度等信息，

老人们只需用语音就能表述发现的

问题，既快捷又准确。”该院大二学

生熊佳祺说，教师带领着他们分赴

全省各地，在考察河道信息的同时

向周边群众推广该软件。

项目团队每个月都会将河道

清理问题暗访检查情况编写成月

度报告。除详细汇总软件反映上

来的信息外，还会把该院师生开展

跟踪舆情、现场调查等情况的信息

一并总结归纳。就这样，他们成功

完成了对全省11个地区共541条

河道的暗访检查工作，获得了第一

手河道资料。

作为我省唯一一所水利类高职

院校，浙江同科职院在剿灭劣Ⅴ类

水上的使命可不仅仅在提供信息

上。借助专业及人才优势，该院一

方面承担并完成了全省河道等级划

分标准、河道等级划分制度制定等

研究项目，另一方面派出专家马不

停蹄地前往河道问题严重的地区开

展“智力”支持。

在金华，该院专家组为当地防

汛工作梳理了存在的43个隐患问

题，并现场蹲点服务指导，特别是对

冷水坑屋顶山塘存在的较大安全隐

患提出限期整改意见，为当地安全

防汛提供了保障。在参与全省河湖

库塘清淤工作中，专家组考核项目

45个，除总结地方开展水环境综合

提升工程、实施塘长制等工作经验

外，还从加强监督管理指导、提倡清

水养殖、设置人工浮岛或栽种水生

植物等方面给出了建议，为保障水

质不反弹和持续改善尽心尽力。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为

了培养我省水利战线急需的高素质

技能人才，浙江同科职院联合水利

行业龙头企业，结合现代学徒制改

革创办大禹班，每年从全院选拔30

名品学兼优的学生，同时从企业中

遴选技术高管，与学生结成师徒，共

同培养“通技术、能吃苦、善沟通、懂

管理”的水利技术人才。

大禹班大三学生季天华在校期

间就已拥有了自己的公司——杭州

禹忆文化创意有限公司，主要经营

无人机航拍等业务。在“河道清理”

APP推出后，他带着学弟学妹不仅

将之大力推广，还定期用无人机技

术为杭州市萧山区区域内的河道进

行高空、无死角的“体检”。也正是

因为有了无人机的帮助，相关部门

可以更精准地找到需清理河道的位

置，更直观了解河道问题，大大提升

了河道清理的效率。

我省三地成首批全国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创新县

“掌上”治水看浙江同科职院

□本报记者 陈蓓燕
通讯员 周 青

每周三和周五下午，在诸暨市店

口镇白塔湖国家湿地公园里，常常能

看到许多戴着红领巾的小学生，或拿

着画板坐在湖边绘图，或扛着“长枪短

炮”为虫鱼花草拍摄“写真集”，或随意

散坐在草坪上奋笔疾书……

这些学生来自附近的店口镇弘毅

小学。他们告诉记者，每周三和周五

下午是他们最盼望的时刻，学校不仅

开放了近50门自主课程供他们选择，

还允许他们走出教室，到大自然中作

画、摄影、写作、开展科学探究，“真希

望这样的课能再多一些”。

把课程选择权还给师生，是诸暨

市在新一轮深化义务教育课改中始

终秉持的理念。在该市教育局副局

长戚梦蛟看来，最好的教育是适合学

生的教育，而适合学生的教育，只有

在被教育者、教育者的不断选择中才

能发现和实现。因此，该市积极实施

“创建驱动、典型引路、项目促进、专

业指导”的“智慧传递”推进策略，创

新区域深化课改工作机制，引导课改

不断走向深入。

从2013年起，诸暨市实验小学

教育集团荷花小学每年都会举行一

届微电影节活动。学生们根据自己

的兴趣、特长以及社团学习所得，共

同完成电影的拍摄与制作。“在《海之

夜布丁》第一次拍摄完后，我一度没

法处理噪音问题，后来想到可以用配

字幕的方式来解决，于是赶紧和伙伴

们到网上下载软件学习，最后影片呈

现的效果很不错。”“小导演”朱彦润

说起自己的电影制作经历时，觉得最

大的收获就是提高了学习能力，“永

远也忘不了电影节上走红毯的瞬间，

那将成为我整个小学生涯中最难忘

的一幕”。

“我们把微电影与阅读、科学、美

术、音乐、信息等学科相融合，同时开

设众多与之相关的社团，积极探寻能

与微电影课程相互链接、相互照应的

兄弟课程、姊妹课程，从而使微电影课

程内容体系化，教学资源整体优化，以

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集团总校长骆

燕琼说，学校在评价方式上也一改传

统，通过在电影节上展示学生作品，评

选最佳导演、最佳男女主角等16个奖

项，鼓励学生们不断进步。

去年10月，赵家镇中学教师蔡敏

华把课堂移到了当地的香榧加工厂，

学生们大呼过瘾。赵家镇有“香榧之

乡”的美誉，因此该校借课改东风，开

发了一系列“榧趣”拓展性课程，内设

“小小CEO”“榧乡ABC”“走进榧乡的

科学”等内容。学生蔡灵倩第一时间

选择了“小小CEO”拓展课，并把课堂

上学到的如何设计包装品牌、推广香

榧等知识活学活用，利用课余帮父母

打理淘宝店，设计了不少有意思的宣

传标语。

此外，诸暨还有不少学校积极开

展分层走班，帮助每名学生找到适合

自己发展的路径。位于诸暨城东的浣

东初中由于地处城郊接合部，生源组

成较为多样，学生学习水平分化比较

明显。为此，该校自去年10月起在数

学和科学两门课中试行走班教学。短

短半个学期，学生的精神面貌焕然一

新。该校数学教师王苗兰告诉记者，

以前“优秀生吃不饱，学困生吃不了”，

授课时往往难以兼顾两头；如今有区

别的授课方式使不同水平的学生都能

学得更自信了。

诸暨市教育局普教科科长张海裕

表示，接下来该市将按照“一校一体

系”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进一步优

化学校课程体系的顶层设计，指导各

校不断开发科学、适性、多样的拓展性

课程，办出特色。同时，该市也将加大

课改专项经费投入力度，探索建立校

际间部分拓展性课程开设的师资协作

机制，有效破解部分学科师资相对紧

缺的问题。

我的课程我做主
——诸暨深化义务教育课改侧记

剿灭劣剿灭劣剿灭劣剿灭劣剿灭劣剿灭劣剿灭劣剿灭劣剿灭劣剿灭劣剿灭劣剿灭劣剿灭劣剿灭劣剿灭劣剿灭劣剿灭劣剿灭劣剿灭劣剿灭劣剿灭劣剿灭劣剿灭劣剿灭劣剿灭劣剿灭劣剿灭劣剿灭劣剿灭劣剿灭劣剿灭劣剿灭劣 ⅤⅤⅤⅤⅤⅤⅤⅤⅤⅤⅤⅤⅤⅤⅤⅤⅤⅤⅤⅤⅤⅤⅤⅤⅤⅤⅤⅤⅤⅤⅤⅤ 类水类水类水类水类水类水类水类水类水类水类水类水类水类水类水类水类水类水类水类水类水类水类水类水类水类水类水类水类水类水类水类水

我们在行动我们在行动我们在行动我们在行动

全省大中小学生
茶文化征文活动启动

本报讯（记者 于 佳）为传承、弘扬和创新中华茶文化，营

造“茶为国饮”的浓厚氛围，推动茶文化进学校活动，丰富校园

文化生活，2017全省大中小学生茶文化征文活动于4月20日

正式启动。

本次征文活动由中国茶文化研究会和浙江教育报刊总社

主办，征文要求与茶文化相关，可以是从一杯茶中体会到的感

悟，也可以是一次茶文化进校园的活动记录，也可以是寻茶、问

茶的描述……征文作品必须系本人原创，字数在1500字以内。

征文截止时间为5月31日（以发稿或邮寄时间为准）。 征

文结束后将组织专家对征文进行评选，设小学、中学（初中、高中、

中职）、大学3个组别，各组设一等奖5名、二等奖10名、三等奖15

名。征文可通过电子稿件的方式发至邮箱31832617@qq.com，

邮件主题：学校集体投稿的，请注明学校名称；学生单独投稿

的，请注明学校名称+学生姓名+作品名称。也可用纸质投稿，

投递地址：杭州市西湖区文三路求智巷3号浙江教育报刊总社，

邮编：310012，信封上标明“茶文化”。

温州给中小学生请了“云教师”

本报讯（通讯员 黄秀平 马元福）在线答疑、移动端同屏直

播答疑、智库检索自主答疑、名师预约直播……4月17日，温州市

中小学生在线答疑平台开始试运行，今后该市中小学生遇到难

题，可以通过平台请相应学科的“云教师”提供免费的答疑服务。

据悉，该平台答疑教师为该市各校在职教师，由“骨干教

师”“三坛”“名师”3个层次的教师和教授级教师、特级教师组

成，目前已有46名教师参与在线答疑服务，以后将逐步增加。

在线答疑平台开通后，将从初中学科答疑向高中和小学延伸，

对初中学生进行数学、英语、科学等学科答疑，对高中学生进行

数学、物理、化学、生物4个学科答疑，并将逐步开通其他学科答

疑服务。

浙师大
建汉语国际传播联合研究中心

本报讯（通讯员 朱 慧）由浙江师范大学与北京语言大学

合作共建的汉语国际传播联合研究中心日前揭牌。

据了解，该中心将充分发挥两校资源优势，实现强强联合，

积极推进非洲的汉语国际传播研究，今后将按照教育部基地管

理办法和运行机制建设，为推动国家汉语国际传播事业发展、

深化中外教育交流与合作作出应有贡献。

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研究中心负责人王建勤表示，北京

语言大学是国内较早招收留学生的高校，在汉语国际传播方面

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浙师大是国内非洲研究处于领先地位的高

校，在相关领域积累了丰厚经验。此次两校合作，有利于加强

高校之间在学术文化领域友好交流的广度和深度。

据悉，浙师大近期还分别与意大利锡耶纳大学、罗佛伦萨

华文学校建立了中意文化交流中心和汉语教育中心，进一步深

化了汉语国际推广工作。

防汛防台早准备

近日，长兴县教育局对各校开展了防汛防台安全专
项检查，内容包括防汛物资储备、排水系统、配电间、校舍
漏雨等情况的排摸。要求各校提前组织开展排水管道、
排水井等的清淤工作，确保下水管道畅通，积极应对提前
到来的汛情。图为该县教育局安全科相关人员在学校进
行专项检查。 （本报通讯员 黄牛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