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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7年9月25日的
卡梅尔学区理事会议
上，负责课程，教学
与评估的学区副学监
Amy Dudley博士，学
习主管Amanda Hoa-
gland和Ramona Rice
做了专题讲演。她们
介绍了全年级科学科
目评估的建议方案。
学区理事们也参与了
科学学习三个方面的
趣味活动。

科学科目评估委员会有27名成员，包括教
师，管理人员和学生家长。他们通过考察，
为学区科学科目的未来提供了见解。
委员会的建议方案包括以下：
· 科学教学应利用由证据为基础的实
践。
· 各级科学学习应满足不同学习者的需
求。
· 科学课程应和州标准一致，反映科学
学习的三个方面。
· 科学教学应引导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
读写活动。
· 职业教育应为教师，教练和管理人员
提供积极，持续，工作嵌入式的专业学习经
历。
上述建议方案将用于指导学习材料采纳过
程。在整个采纳过程中，教师将有机会检查
材料，试点课程，并为最终选择提供反馈意
见。材料采纳建议将于2018年春季提交学区
理事会议。
在学区理事会议上，学区理事们有机会更好
地了解印第安纳州学术标准中嵌入的科学学
习的三个方面。重要的变化之一是三者在目
前教学实践中的平衡。
科学学习的三个方面之一：科学和工程实际

应用
· 科学工作者为回答问题需要的技能。
· 工程师利用设计理念处理工作并解决
问题的技能。
科学学习的三个方面之二：各个科目核心知
识
· 这些是由科学的各个科目组成的核心
知识，包括：地球/空间科学，生命科学，物
理科学与技术，工程与设计。
科学学习的三个方面之三：交叉概念
· 7个交叉的概念帮助学生从各个科目
组织和理解科学。一些例子包括观察和理解
模式，识别因果关系以及使用计量了解大小
的相关性。
在会上，学区理事们参与了为小学生和中学
生设计的科学学习的三个方面的活动站。站
一结合科学和工程实际应用，要求建立一个
沙堡，并调查水和风对沙堡的影响。第二站
有关各个科目核心知识，学区理事们观看关
于天气和侵蚀的视频，然后回答屏幕上的问
题。在第三站，学区理事们利用交叉概念，
找出和现象卡相匹配的正确定义。
会议结束时，演讲嘉宾展示了新的印第安纳
学术标准。这些标准与国家研究委员会和国
家科学教师协会的科学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
开发的下一代科学标准相一致。这些标准反
映了科学教育应该是以探究为基础的实践经
验的基本前提。
新标准下的科学看起来如何呢？
·通过勘探，调查和设计更多地学习。
·由学生主导的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调查
过程。
·由学生引导讨论开放式问题，并用证据开
发思想。
·学生撰写期刊，报告，海报和多媒体演
示。
·学生阅读多种资源，研究和信息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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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杂志推介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杂志（以

下简称杂志）为专业性学术期刊，创
刊于1990年，国内外公开发行，ISSN 
1006-2483，CN 42-1734/R , 双月
刊。由湖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主管，湖北省预防医学会、中华预防
医学会、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共
同主办。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中华预
防医学会系列杂志。

杂志主要刊登疾病预防控制与公
共卫生领域的热点、难点问题，学科
前瞻发展动态。H7N9疫情处置、抗
Ebola、艾滋病防制、中东呼吸综合征
等重点新发传染病监测与应对，卫生
应急救援、健康管理、生活饮用水监
测、空气污染雾霾监测、营养健康评
估等优质论文。

杂志近3年的学术影响力和社会效
益：

1. 担当社会责任，宣传预防疾病，引
领健康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杂志在重
视学术传播的同时，时刻不忘科技传
媒的职责，利用全国科普日活动，积
极宣传预防疾病为主旨，健康引领未

来的理念，杂志受到湖北省副省长郭
生练同志的关注。

2. 通过第一批学术期刊认定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为严格学术

期刊出版资质，优化学术期刊出版环
境，促进学术期刊健康发展，根据新
闻出版广电总局《关于规范学术期刊
出版秩序 促进学术期刊健康发展的通
知》、《关于开展学术期刊认定及清
理工作的通知》，自2014年5～11月总
局组织开展了学术期刊认定工作。

经过各省、区、市新闻出版广电
局，中央期刊主管单位初审上报，总
局组织有关学科专家严格审定，2014
年11月确定了第一批认定的学术期刊
名单，我刊顺利通过了第一批学术期
刊认定。

3. 核心期刊影响因子不断提升，杂志
学术水平不断提高

2016年中信所中国科技核心期刊最
新引证报告我刊的扩展影响因子1.399
（2015年0.907）。核心影响因子1.122
，实现了双影响因子破1 ，取得了预防
医学与公共卫生学综合类期刊核心影
响因子排名第3的成绩。 

友朋聚迈大 文化通四海
俄亥俄州迈阿密大学孔院日活动

美国当地时间9月22日，俄亥俄州
迈阿密大学孔子学院举办了全球孔院
日活动。本次活动包括Cook field举
办的大型武术和风筝绘画比赛，市中
心公园Uptown Park的文化摊位展示，
各种文体游戏以及汉语学习体验，还
有当晚的中国传统文艺节目表演。迈
阿密大学学生、教职员工、当地市民
及当地高中师生近千人参加了这次活
动。

9月22日下午2时，迈阿密大学的
Cook field 热闹非凡，身着迈阿密
大学孔子学院特色中国节T-shirt的学
生聚集在这里，俨然是一片白色的汪
洋，活动以学习中国武术开场，大家
参与热情高涨，全神贯注。

来自孔子学院的武术教师靳志彬首
先教同学们五步拳，同学们认真模仿
老师的动作和步伐，他们身姿灵活，
动作整齐，马步，弓步，踢腿，俨

然一个个小武术家。练习之后，学生
分成不同的队伍进行比赛，由迈阿密
大学的老师组成的评委选出其中最佳
的队伍。初学功夫的同学们都十分投
入，此次比赛吸引了无数过往的师生
驻足观看。

风筝活动也是乐趣多多，同学们拿
着自己预先画好的风筝，雄心壮志地
来参加这次风筝绘画比赛。同学们创
作的风筝筝面充满了中国元素，此次
活动以十二生肖为主题，同学们设计
的十二生肖图画栩栩如生。同学们牵
着风筝在蓝天白云下奔跑，尽情享受
风筝带来的乐趣。

市中心广场也充满“中国味”，
孔子学院及当地中学的学生们准备了
近二十个文化展台，其中有三分钟汉
语学习，汉字书法，汉服体验，接触
围棋，剪纸练习，熊猫面具制作，食
物品尝和趣味筷子游戏，画京剧脸谱
等等。孔院还特地准备了集章得奖环
节，每体验过一个文化摊就能为自己
得到一个不同的印章，根据得到印章
的数量礼物分为三个档次。这样的方
式调动了同学们参与活动的积极性，
奖品兑换台前的人络绎不绝。

纵观各个展台，汉语学习和书法摊
位驻足停留的人最多。书法作为中国
的汉字艺术，其飘逸的字体，优雅的
形式，无不吸引着美国学生和市民去
学习和感受。

很多市民评价说“孔院日给了我们
一个很好的机会去学习中国文化，体
验它的魅力，也给我们一个机会去结
交更多的中国朋友，为当地的文化交

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迈阿密大学大使Renee Crawford
博士（校长夫人）及牛津市市长Kate 
Rousmaniere女士在晚会上发表致辞， 
高度赞赏孔子学院中国节活动为学校
和城区带来的多元文化的体验。

孔子学院院长赵晨女士总结了孔
子学院十年来取得的成绩并感谢迈阿
密大学和牛津市对孔院一贯的支持。
她对来自辛辛那提和代顿地区前来参
加活动的十所中学的360多名学生表
示热情的欢迎，并感谢他们在现场组
织的各具特色的文化展台为牛津市居
民提供了丰富的中国文化体验。同时
她对参与活动的近百名志愿者表示感
谢。这些志愿者有迈大的学生，教职
员工，也有当地民众。值得一提的是
志愿者中有很多是来自中国的大一新
生，感谢他们为宣传祖国文化所做出
的积极努力和贡献。

孔院为大家献上了一台精彩纷呈
的文艺晚会，晚会有舞狮，武术，街
舞，汉服等节目，来参加活动的中学
生们也表演了抖空竹和舞蹈小苹果。
此次晚会还特别邀请到正在迈大访问
的台湾京剧团表演经典京剧剧目，引
得台下阵阵喝彩。衣冠上国，礼仪之
邦，压轴的汉服表演体现了古代的优
雅服饰， 一举一动之间透露着中国的
礼仪文化。

迈阿密大学是个大家庭，让不同语
言背景的同学欢聚一堂。一年一度的
孔院日成功落下帷幕，它是中美两国
文化交流的平台，是牛津一道亮丽的
风景 线。

右上：Kettering高中组织的筷子使
用体验

上：迈阿密大学的裁判正在评比
风筝设计奖

右下：孔子学院武术老师带领十
所学校学生学习五步拳

2017年诺贝尔奖揭晓 
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
日 裔 英 国 作 家 石 黑 一 雄
（Kazuo Ishiguro）。石黑
一雄是生于日本的英国小
说家和剧作家，1989年他
的小说《长日将尽》(The 
Remains of the Day)获得曼
布克奖(Man Booker)。。

2017年诺贝尔化学奖颁给雅克·杜波切特(Jacques Dubochet), 阿
希姆·弗兰克(Joachim Frank)和理查德·亨德森(Richard Hen-
derson)，表彰他们发展了冷冻电子显微镜技术，以很高的分辨
率确定了溶液里的生物分子的结构。

2017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揭晓，三位美国科学家Jeffrey C. 
Hall，Michael Rosbash和 Michael W. Young因发现控制昼夜节
律的分子机制获得生理学/医学奖

201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在瑞典揭晓。三位美国科学家雷纳·韦
斯（Rainer Weiss）、巴里·巴里什（Barry Clark Barish）和基
普·索恩（Kip Stephen Thorne）因发现引力波共获得物理 学奖
殊荣。

4. 2017年杂志首次荣获湖北省新闻出
版广电局“第十届湖北省优秀期刊
奖”。连续荣获省新闻出版广电局
《专家论坛》“特色栏目奖”

杂志首次荣获“湖北省优秀期刊
奖”（全湖北省12种医学期刊获奖，
包括在鄂省部级院校）； 《专家论
坛》栏目连续荣获“特色栏目奖”（
全湖北省5种医学期刊获奖）。

历时9个月的申报、初评、专家复
评、第三方评价机构质量评估和湖北
省新闻出版广电局、省期刊协会批
复，杂志终不负众望，实至名归，拔
得殊荣。

专家论坛栏目多年来一直是我刊的
推存栏目，大部分刊出的论文为专向
约稿，为各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学科
带头人的最新专业学术动态前瞻性报
道，具有很好的专业学科引领作用。
专家论坛论文一般以杂志首篇刊出，
以突出其学术影响力。

我们湖北是期刊大省，杂志栏目的
获奖在全国业内有一定的影响力。感
谢各专家、学科带头人对我们杂志专
家论坛栏目的赐稿，我们杂志会在您
的影响与支持下，更具专业特色，更
有学术影响力。

5. 晋级为省卫生高评委专业权威期刊
据湖北省卫生计生技术高级职称评

审委员会文件精神，卫生专业期刊扩
展影响因子≥1.0，认定为卫生专业权
威期刊。据2016年核心期刊统计结果
发布，我刊扩展影响因子1.399，晋级
专业权威期刊。
6. 荣获2016年湖北省科技期刊编辑学

会 “科普宣传先进单位” 
在湖北省2016年举办湖北省全国科

普日活动 “创新放飞梦想， 科技引领
未来”中表现突出，荣获“科普宣传
先进单位”荣誉称号。

杂志历经了几代领导、专家、同仁
的共同努力，取得了一些成绩，更应
稳步发展，珍惜荣誉，戒骄戒躁，再
接再厉，奋发进取，再创佳绩。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杂志编
辑部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