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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闯·分享·共赢

专家认为， 小学科学课地位
的提高代表了教育部门对培养学
生科学素养的重视， 但科学教育
仅仅依靠课堂是不够的， 应该引
起全社会的关注。

北京青少年科技中心主任张
晓虎认为， 家庭要积极营造科学
氛围， 让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感受
科学与生活的密切联系。 一些社
会机构如社区、 博物馆、 商场等
都可以找到动手体验的机会， 这
些都是科学教育的场所。

科学教育不仅是学校教育 ，
也是一种社会教育。 南昌碟子湖
学校副校长陈艳说， 家长在家里
也要注重营造科学氛围， 如和孩
子一起去发现问题， 一起通过科
学方法寻找答案， 经常带孩子去
科技馆， 让孩子感受到学习科学
知识的快乐。

合肥市黄山路小学副校长奚
晓雯说， 科学课可与学校的各种
创新活动相结合， 表现优异的选
拔 参 加 科 技 动 手 类 比 赛 ，
“只有学校真正重视， 科学课才
不会变成副课， 学生与家长才会
认识到科学课的重要性， 形成良
性循环。”

开展好科学教育， 还要改变
家长和教师旧有观念的制约。 杨
茜说， 在巨大的升学压力下， 大
多数家长更看重 “金鹏科技论
文 ” 、 科技创新大赛等对小升
初 有用的科学竞赛 ， 对孩子科
学素养的长期培养往往不那么上
心。 一些受访教师认为， 除专职
教师配备跟上、 培训跟上、 投入
跟上外， 教育评价体系改革也要
跟上。

据新华社

过去十年， 金砖五国对全球
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五成 。 而
今， 金砖合作迎来第二个 “金色
十年”。

中国企业如何抓住机遇走出
去， 实现互利共赢？ 参加金砖国
家领导人厦门会晤的工商界 “大
咖” 有话说。

董明珠：
用技术和品牌提升生活品质

“在未来跨国发展中 ， 能成
为创造者和引领者是最有价值
的。”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董明珠说。

早在2001年， 格力就在金砖
五国之一的巴西投建了第一家海
外工厂。 之后， 格力又进入俄罗
斯、 南非、 印度等其他金砖国家
市场。 最近格力刚中标2018年俄
罗斯足球世界杯主要场馆的大型
空调设备。

在董明珠看来， 企业拓展海
外市场， 不是简单在当地建立工

厂， 而是要将技术变革和创新经
验分享给更多国家。 企业要努力
融入当地， 既为所在国人民提升
生活品质， 也倒逼自己努力满足
不同国家和地域的各种需求， 在
竞争中真正成长起来。

程维：
把“共享经济”蛋糕做大

“我们的国际化思路是以合
作为导向。” 滴滴出行创始人兼
首席执行官程维说， 我们希望把
中国解决交通问题的创新模式、
技术以及资本带到国外。

过去两年里， 滴滴投资了巴
西 99、 印度Ola、 东 南 亚Grab、
美国Uber和Lyft等全球前七大移
动出行平台。

在程维看来， 互联网时代鲜
明特点就是共享。 未来十年中国
将是共享经济的引领者， 也是交
通变革的中心。 新经济出海速度
很快， 他举例说： “我们100个
工程师在巴西工作半年， 就帮助

巴西在线出行服务加快三四年时
间， 既服务了当地用户， 也帮助
了当地产业升级。 这让我们看到
机遇远远大于挑战。”

杨元庆：
利用智能化实现“弯道超车”

“智能化是未来技术创新的
重点， 金砖国家如果能把握好这
个机遇， 就有可能实现 ‘弯道超
车 ’。” 联想集团董事长杨元庆
说 ， 中国企业既要努力寻求商
机， 更要乐于分享成功经验。

在 2016/2017财年 ， 联想集
团 430亿美元的收入中 ， 有 60
亿 美 元 来 自 俄 罗 斯 、 印 度 、
巴 西 和 南非 ， 而2006年这一数
据只有 5.5亿美元 。 过去十年 ，
联想集团的个人电脑 、 智能手
机、 服务器以及数据中心设备等
核心业务， 在金砖国家相关领域
都走到了领先位置。

“以智能制造为例， 目前我
们已有比较系统的经验和实践，

未来在海外发展过程中， 联想将
把先进的技术和经验分享给当地
相关行业。” 杨元庆表示， 联想
愿意在这些国家经济转型升级中
发挥积极作用。

曹德旺：
“知己知彼”才能抱回“金砖”

“企业要想走出去 ， 第一个
要先问自己， 为什么要走出去？
你准备拿什么东西走出去？ 你对
那个地方了解多少？ 这些基本功
课都要做。” 福耀集团董事长曹
德旺说。

作为中国汽车玻璃生产商 ，
福耀集团早在2011年就在俄罗斯
卡卢加州投资2亿美元设厂， 现
在这家工厂九成员工是俄罗斯本
地人。 目前企业年产120万套钢
化和夹层玻璃， 计划在今年末达
到200万套产能。

曹德旺认为， 企业走出去 ，
一 定 要 “ 知 己 知 彼 ” 才 能 行
稳致远。 据新华社

新华社电 记者近日从山西省
煤炭工业厅了解到，山西将禁止销
售或进口高灰、高硫劣质煤，以及向
城市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等范围内
的单位或个人销售不符合规定标
准的煤炭，以促进大气质量改善。

今后， 山西煤炭生产、 经营
企业与用户签订煤炭购销合同
时， 必须明确煤质检验的相关事
宜； 在组织销售时， 要准确记载
每批次煤质化验情况； 做好煤炭
销售质量售后服务， 为用户提供
符合环保规定的清洁煤炭。

同时， 对销售劣质煤或不符
合规定标准煤炭的企业， 将由煤
炭经营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其限期
改正， 逾期不改的， 列入违法失
信名单并向社会公示； 对采取掺
杂使假、 以次充好、 数量短缺等
欺诈手段进行经营的企业， 将责
令其停止经营， 没收违法所得 ，
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
的罚款， 列入违法失信名单并向
社会公示。

新华社电 记者从江西省纪委
获悉，今年7月份以来，江西各级
纪检机关加大扶贫领域监督执纪
问责力度， 全省共查处扶贫领域
违纪问题723件1127人， 其中，处
分297人，通报曝光389起785人。

据了解 ， 今年7月 ， 江西成
立了省纪委书记为组长的扶贫领
域监督执纪问责工作领导小组，
制定下发了 《关于加强扶贫领域
监督执纪问责工作的实施意见 》
《关于对全省扶贫领域监督执纪
问责工作开展调研的方案》。

随后， 江西省纪委11个调研
督导组对市县纪委在扶贫领域监
督执纪问责方面的问题进行梳理，
归纳总结出7个方面的共性问题 。
为此， 江西省纪委要求加强问题
线索台账管理， 对反映扶贫领域
的问题线索 ， 按照 “当天呈批处
置， 第二天转办到位， 一周后上报
办理进展情况” 的要求， 快查快结。
今年7月份以来， 江西全省各级纪
委受理群众信访举报768件 ， 排
查问题线索1696条， 交办问题线
索1240条， 重点督办问题679个，
直接查办问题452个。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记者
昨日获悉， “一带一路” 下的健
康 医 疗 供 给 侧 改 革 东 盟 南 宁
研讨会在南 宁 慈 铭 体 检 拉开
帷幕 。

研讨会邀请了诸多医学人士
就 “提升一带一路沿线东盟邻国
健康合作” 及 “广西企业家全生
命周期健康服务计划”、 “慈铭
女性生殖健康管理” 等健康话题
进行研究探讨。

在中国医师协会、 中国医院
协会的倡导下， 南宁慈铭体检针
对企业家群体推出了广西企业家
健康守护工程， 为企业家提供三
年的线上线下健康咨询服务和健
康管理服务。 所有加入该工程的
企业家将会享受到： 建立个人健
康档案数据、 健康状况跟踪、 服
务指导、 以及转诊就医支援等健
康服务。 对健康体检结果出现异
常的企业家进行免费的复查， 同
时根据企业家的需求， 可提供转
诊就医支援服务。

———三问科学课进课堂

山西禁售劣质煤
源头防控燃煤污染

江西严查扶贫违纪
297人被处分

广西企业家
健康守护工程上线———企业家谈 “拥抱金砖” 走出去

教育部今年初下发通知，要求秋季开学小学一年级开设科学课，每周不少于１课时。
科学课与语文、数学一样，从小学一年级就开设，这种重视程度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新的
科学课程体系有哪些变化？ 科学课现存短板如何补齐，怎样更科学上好科学课？

记者梳理发现， 科学课进入
小学课堂其实已经有１６个年头。
２００１年， 依据国务院 《面向２１世
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 的指导精
神， 我国开始了新一轮的课程改
革 ， 当时将 “自然 ” 课更名为
“科学”， 起始年级从一年级变为
三年级。

“过去 ， 科学课在整个九年
义务教育阶段并未受到应有的重
视。”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副研
究员、 小学科学教育研究中心主
任、 教科版 《科学》 教材主编郁
波表示 ， “此前我们在课程开
发、 师资培训、 教材建设等方面
取得了一些进步， 但满足不了国
家发展需要以及孩子们和老师们
的需求。”

从今年秋季开始的科学课是

一套全新的课程体系， 性质由启
蒙课程改为基础课程。 新科学课
程标准除了科学知识 、 科学探
究、 科学态度外， 还明确新增了
技术与工程学， 以及对社会与环
境的责任。 而且， 新课标把小学
科学课划分为１至２年级、 ３至４年
级、 ５至６年级三个阶段， 阶段知
识更细化。 同时， 学习评价体系
也由之前的行为表现评价、 纸笔
测试评价、 综合评价等转变为课
堂教学评价、 学生自评和互评，
以及总结性评价。

记者翻看教育部部编的一年
级科学课课本发现， 一年级的科
学教材只有植物、 比较与测量两
个单元， 目的在于帮助孩子认识
周边的植物和辨别生活中常见的
材料。

“一年级科学教材内容比较
少、 比较浅， 主要是为了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 广州大道南小
学校长刘基国仔细阅读后发现，
一年级的科学课教材注重让孩子
从身边的事物开始探究， 记录探
索结果， 利于评价、 分享。

南昌大学附属小学红谷滩分
校科学课教师杨昆认为， 越早进
行科学教育， 越能在孩子心中播
下科学的种子， 越有利于创造能
力和探究精神的培养。

“受升学等各种因素影响 ，
现实中孩子们对科学的兴趣很容
易随着年龄增长迅速下降。 科学
课更早介入， 对激发孩子们的科
学意识 、 巩固科学兴趣很有必
要。”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朝阳学
校科学课教师杨茜说。

记者在多地采访发现， 不少
学校在开设科学课的师资设备等
方面存在短板， 亟需补齐。

记者采访了江西多所农村学
校的负责人， 均表示基本没有做
专门的准备工作， 科学课没有专
职科学教师， 大都由语文教师或
数学教师担任。

即便是北上广地区， 专职科
学教师也难以一步到位。 北京实
验二小朝阳学校目前配有两名专
职科学课老师， 负责３至６年级的
所有科学课， 一年级的科学课将
由数学老师暂时兼任。 广州的一
所小学只有１名专职科学教师 ，
主要授课任务靠６名兼职教师。

与各方面条件相对完备的学
校相比， 缺器材设备在一些学校

尤为突出。 如广州部分接收外来
工子女的民办学校在开学前一天
才拿到教材， 与新教材相配套的
器材、 设备还未跟上。

科普网站果壳网总编辑徐来
说，无论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增
加科学常识教育， 总是一件正向
的事情。 科学课的教学目标能否
落到实处， 最大的问题在于学校
和师资。

业内人士认为， 要尽快补齐
师资和设备等短板， 这是让科学
课更好走进课堂的基本保障。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教育中心
研训科负责人李莉说， 为了一年
级开设科学课， 红谷滩新区今年
新招聘了１２名科学课教师。 下一
步学校将加大对兼职教师的培

训， 全面提升师资水平。
广东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海

寿小学校长张永辉认为， 农村学
校可以在区域内进行教育共同体
合作， 如九江镇就让镇内学片区
的科学课老师集中备课， 到各校
上课， 师资共享。

南昌市红岭学校副校长万倾
波说， 开好科学课需要有配套的
经费保障机制， 尤其是经济欠发
达地区， 应大力解决科学课经费
不足问题。

也有科学课老师建议， 学校
除了准备科学试验需要的诸如试
管、 铁架台、 酒精灯、 显微镜等
器材外， 由于科学知识大部分都
是来自于学生生活， 教师自己也
可因地制宜， 就地取材。

科学课怎么上更科学？新科学课程体系有哪些变化？

师资设备等短板如何补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