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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为新任教师群体勾勒“素描图”
超过半数学历高 职业选择明确 专业素养亟待提升

□本报记者 白莹

□本报记者 孙艳

本市前三季度空气质量再创“双优”

西三旗街道为居民量身定制15场科普系列活动

6至9月PM2.5连续4个月保持在20微克/立方米以内

北京市的新任教师都是什么
学历？ 他们的精神面貌与工作满
意度如何？ 入职以来的教学效果
怎么样？ 北京教育学院最新发布
对全市2020年入职的新任教师开
展的问卷调查报告， 上述问题都
有了答案。

超过半数新任教师的学
历为硕士 （含） 以上

自2017年开始， 北京教育学
院和中国教育技术协会微格教学
专业委员会联合举办北京市中小
学新任教师 “启航杯” 教学风采
展示活动， 同时对参与者进行调
研。 和往年相比， 今年的调研对
象扩大到全市16个区及燕山地区
2020年入职的新任教师， 共获得
有效问卷3566份。

在参与调查的新任教师中，
硕士 （含） 以上学历占比52.3%；

师范专业毕业的新任教师占43.
6%， 非师范专业 （修读过教育
类课程 ） 的新任教师占 36.8% ，
非师范专业 （未修读过教育类课
程） 的新任教师占19.7%。 受访
者选择教师职业的原因多是出于
对这一行职业价值的认同， 具有
较强的择业动机。

超过90%新任教师对工
作普遍感到满意

新任教师工作投入程度较
高， 尤其认同 “我觉得我所从
事的工作非常有意义 ” 和 “我
为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感到骄傲
” 的说法， 超过90%的人选择了
“经常 ” “十分频繁 ” 或 “总
是”。

受访的新任教师在本学期平
均任教1.3个年级、 3.71个班级 ；
每周课时量平均为10.49节 。 其

中小学教师上课时间占工作总时
间的份额最高 ， 为78.6%， 每周
上课大约8.72小时； 其次是初中
教师， 占比为72.7%， 每周上课
大约6.89小时； 高中教师占比最
低 ， 为68.2%， 每周上课大约6.
50小时， 小学教师的周工作时间
比初中和高中教师略高。

入职以来， 新任教师平均接
受过14.33次 、 37.89学时的在线
教学培训， 超过一半人的在线教
学培训次数为1-10次， 大约49%
的培训次数为11-20次， 教师合
作程度和彼此信任度都高。 培训
满意度高， 效果也显而易见， 受
访的新任教师超过90%对于自己
的工作感到满意， 约60%的人自
信能够激发不爱学习的学生的学
习兴趣， 超过80%认为自己的课
堂教学效果对学生的知识与能力
发展有 “显著效果” 或 “比较有
效果”。

建议推进市区校三级教
师专业发展支持体系建设

调研牵头人、 北京教育学院
教育人才研究中心钟亚妮博士告
诉记者， 《北京市教师教育振兴
行动计划实施办法 （2018-2022
年）》 提出 “实施新任教师规范
化培训计划”， 原因一是北京市
教师队伍出现结 构 性 缺 编 为
主 、 部 分 地 区 总 体 缺 编的情
况， 部分新任教师只能从非师范
类、 非专业的毕业生中招聘， 新
任教师的专业素养亟待提升。 二
是新任教师培训质量需要进一步
提升。

为此， 本次调研提出多条建
议： 各层级教育主管部门和校长
应严格清理规范与中小学教育教
学无关事项 ， 切实减轻教师负
担， 使教师能够静下心来研究教

学， 全身心地投入教育工作中。
持续提升新任教师的专业素养，
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完善新任
教师规范化培训制度， 持续推进
市、 区、 校三级教师专业发展支
持体系建设， 为北京市新任教师
的生涯发展提供有效的政策与制
度保障。 建设自主、 合作、 信任
的学校文化， 强化对新任教师的
校本个性化指导。

北京教育学院副院长、 第五
届 “启航杯” 组委会主任周玉玲
表示， 每届 “启航杯” 视频案例
不仅是新教师学习观摩的资源，
也是青年教师进行教学研究的宝
贵资源。 组委会将尝试把活动继
续深入， 包括举行 “启航杯” 学
科作品研讨系列论坛， 细致分析
典型展示作品中新教师表现的优
缺点等， 为新教师的成长提供切
实助力和指导， 让更多青年教师
受益。

□本报记者 周美玉 通讯员 董明昊

重阳将至， 石景山八大处中
西医结合医院的医护人员， 来到
苹果园街道海特花园小区开展中
医号脉、 测血压、 正骨推拿、 解
答咨询等义诊活动， 向社区居民
普及医疗卫生保健知识。 6年来，
这家医院的医务人员坚持进学
校、 进社区、 进军营， 累计义诊
600余场， 服务群众6万余人， 受
到居民的广泛好评。

本报记者 崔欣
通讯员 胡京成 摄影报道

6年义诊6万多人

“18、 16、 18、 18”， 这一
串数字是2021年6至9月北京市空
气中细颗粒物 (PM2.5) 的月均
浓度数值， 与之相伴的是北京市
民在朋友圈频频发起的 “蓝天之
约”。 在连续4个单月保持在20微
克/立方米以内的同时 ， 前三季
度PM2.5累计浓度为33微克/立方
米， 也创下了北京市有监测记录
以来历史同期最优和在京津冀及
周 边 “ 2 +26” 城 市 中 最 优 的
“双优” 成绩。 优良天数206天，
同比增加9天； 重污染天数8天，
同比减少2天。

这些成绩的取得， 既有气象
条件有利的因素， 更离不开全市
上下的共同努力。 2021年以来 ，
北京市在全面做好疫情常态化防
控、 推动经济持续恢复的同时，
不断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战任务落
实， 生态环境质量实现了持续改
善。 除大气环境持续改善外， 水
资源量大幅增加， 国家考核断面
无劣Ⅴ类。 土壤污染风险得到有
效管控。

今年以来， 本市生态环境部
门加大力度开展专项整治挥发性
有机物 （VOCs） 的工作 ， 强化

重点行业关键环节全面排查整
改， 组织58家VOCs排放重点企
业深度治理。 持续开展34个产业
园区VOCs走航监测， 针对高值
点位加强排查， 建立 “监测———
通报———溯源———整改提升” 长
效机制。 推进汽修喷烤漆房污染
治理升级， 开展3个集中化钣喷
中心试点建设 。 强化移动源监
管， 发布 “京6B” 车用油品地方
标准、 扩大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
路移动机械区域政策等， 累计淘
汰国Ⅲ汽油车9.2万辆 、 推广新
能源车47.4万辆。 大力推进重型
汽车排放远程监测联网工作， 对
9.7万辆重型汽车实现在线实时
监控。 累计完成非道路移动机械
编码登记8.4万台。

同时， 推进施工扬尘视频监
管平台建设， 符合条件的施工工
地（场站）设备安装率、对接率首
次动态实现双100%。 印发“揭网
见绿”简易绿化技术指南，完成治
理6000余万平方米。 2040条背街
小巷实施机械化保洁作业。

在水环境治理方面 ， 持续
“一河一策 ” 整治劣Ⅴ类水体 ，
目前已有4条河初步实现消劣 ；

加快农村污水治理， 已完工220
个村。 提升水生态品质， 在全市
主要流域开展水生态环境质量监
测评价工作， 积极推进密云区白
马关河段、 大兴区凤河长子营段
等生态修复试点。

聚焦风险防控 ， 强化农用
地、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 “三地
管理 ”。 严格农用地分类管理 ，
严控建设用地环境风险 ， 完成
455万平方米地块土壤调查， 遥
感监测和现场检查严管未利用
地。 完善制度保障， 在全国省级
层面率先出台 “田长制” 实施意
见， 积极推进土壤污染防治地方
立法。

今年以来， 市生态环境部门
积极推进美丽北京建设， 认真落
实生态涵养区条例， 起草编制生
物多样性保护规划， 并发布 《生
态环境质量评价技术规范》， 构
建国内首个超大城市生态环境质
量评价标准。

接下来， 北京市将持续深化
“一微克”行动，落实污染防治攻
坚战要求， 同时针对秋冬季大气
污染特点， 全面实施秋冬季专项
行动，推动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近日， 位于延庆区鸿川北
路 ， 长约800米的冬奥文化墙
成为最新网红打卡地。 雪车雪
橇、 高山滑雪、 短道速滑等动
感十足的冬季奥运会比赛项
目、 竞技画面， 在原本朴素的
灰瓦白墙上得到生动形象的呈
现， 为系列赛事增添了浓厚的
冬奥文化氛围。

鸿川北路紧邻冬奥签约酒
店， 周边辐射范围还包含北京
市冰上项目训练基地综合馆 ，
属于冬奥重点区域。 去年， 延
庆区城市管理委将 其 纳 入 背
街小巷环境精细化整治提升
范围， 实施了架空线梳理整治
工作， 并建成6000余平方米的
口袋公园。 今年， 为进一步加
大冬奥体育文化氛围营造力
度， 延庆区相关部门在对鸿川
北路重新铺设路面的同时， 重
点打造了一处街巷冬奥文化
墙。

记者了解到 ， 在设计上 ，
鸿川北路冬奥文化墙采用石材
墙面和冬奥主题剪影手绘壁画
结合的方式 ， 将冰球 、 冰壶 、
北欧两项等冬奥比赛项目的比
赛场景描绘在墙面上， 展现了
奥运健儿拼搏的风采与体育竞
技的魅力。 局部使用金属材料
精心设计的新中式山水背景 ，
搭配冬奥标识， 让路过的行人
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冬奥赛场的
热烈氛围。

延庆区城市管理委相关负
责人表示， 今后将在街巷精细
化整治提升过程中， 继续注重
背街小巷文化提升与街区历
史、 文化和发展相协调， 同时
结合居民需求， 因地制宜、 因
时制宜， 打造呈现生态涵养特
色、 环境绿色优美、 居住环境
休闲的背街小巷。

冬奥文化墙亮相延庆街头

“AI这个概念是怎么来
的 ？” “人工智能是怎么运用
在我们生活中的？” ……近日，
海淀区西三旗街道系列科普活
动第一讲 《机器人技术与发
展》 及 《芯片的奥秘》 正式开
讲 ， 来自地区170余名中小学
生和家长到场学习。

现场， 伴随着趣味科普短
视频， 专家抛出一个个有趣的
问题发人深思。 台下， 学生和
家长们一边认真听讲一边记笔
记， 生怕错过了知识点。 “今
天的课程很有意思 ， 机器人 、
AI、 芯片技术……这些耳熟能
详的高科技词汇， 背后居然有
着如此深奥的秘密 。” 一位小
听众开心地分享着他的学习心
得。

本场讲座特邀清华大学老
科协孙增圻、 王水弟两位教授

分别从机器人发展概况、 机器
人组成分类、 前沿技术、 人工
智能和芯片的发明、 制造、 封
装及与我们日常生活的关系等
方面讲授， 图文并茂、 生动形
象， 让中小学生感受到了科学
技术的神奇魅力与科技创新的
重要作用， 激发对科学知识学
习与探究的热情 ， 培养学科
学、 爱科学、 用科学的能力。

据了解， 海淀区西三旗街
道根据地区居民需求量身定制
15场科普系列阅读及创客教育
活动， 特邀知名专家、 教授采
用线上 、 线下进行互动直播 ，
预计受众人数达到10000余人
次， 内容涵盖人工智能、 环境
保护 、 自然科学 、 医疗健康 、
前沿科技、 军事动态以及亲子
阅读等， 活动将在10月全面展
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