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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彦淖尔临河

整合教育资源
校际联片教研

本报讯 （特约通讯员 刘维平） 近
日， 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临河区组织
临河六中、 临河四中、 逸夫学校等校开展
了联片教研活动。 各校教师深入班级讲授
精品展示课。 课后， 教研员分组与各科教
师进行交流探讨， 让教师们在相互学习中
共商教法， 取长补短， 更好地实现优质高
效的课堂教学。

临河区教育局有关负责人说， 推广校
际联片教研活动， 对整合校际间教育资
源， 提升教师的教学水平， 进一步探索课
堂教学的高效性以及促进教师专业化成长
作用明显。

近年来， 临河区教育局不断健全完善
教师交流制度， 广泛开展校际教研及送教
下乡活动， 推动教师在城乡、 校际间的合
理流动。

■一线透视

■一线创新

■动态

家门口领略
专家智慧
江苏江都办大型教学观摩12年不间断

■通讯员 王富宁

龙川教坛满园芳菲， 专家引领拨
云见日。 江都古称“龙川”。 近日，
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举办第 12届
“龙川之秋” 大型教学观摩研讨活动。
一场专家讲座及8个中小学学科的现
场教学展示， 吸引了全区3000多名
教师观摩学习。

观摩活动第一天， 江都区实验小
学新校区报告厅内座无虚席， 全区各
学校教师代表屏气凝神， 认真聆听无
锡市名校长、 无锡蠡园中学校长邱华
国的精彩讲座。 这是此次教学观摩活
动的开幕式学术报告。

讲座中， 邱华国以“学校课程的
系统化设计” 为题， 结合鲜活案例，
生动阐述了如何办理想的教育、 培养
什么样的人、 分数背后还有什么等热
点问题。 讲座持续了近3个小时。

“前瞻性的教育理念为我们因地
制宜破解教育难题点燃了创新的火
花。” 江都区吴桥中学校长感慨地说。

“一个伟大的天才， 当他无法知
道自己的艺术具有无限的生命， 会永
恒地受人热爱的时候， 形骸之暂离人
世， 那是毫无意义的。” 站在台上精
彩授课的， 是全国“中语杯” 中青年
教师课堂教学观摩课一等奖获得者、
无锡外国语学校教师吕春艳。 她当天
选讲的是 《梵高的坟莹》。 台下， 全
区300多名语文教师正在认真聆听。

吕春艳声情并茂地诵读着文章，
并通过巧妙的课堂设计， 引导学生进
行更深层次的思考。 授课结束后， 江
苏省特级教师、 教授级高级教师王安
琪对吕春艳的课堂进行点评。

本次教学观摩活动共有12位省
内名师、 名专家亲临课堂。 “既有名
师讲课， 又有名师点评， 让我眼界大
开。” 收获颇丰的江都区二中语文教
师王雪梅兴奋地说。

在这次教学展示盛会上， 还活跃
着江都区一批教坛新秀的身影。

“同学们，你们知道电子邮件会给
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便利吗？”信息技
术课程首次登上今年的“龙川之秋”讲
台， 郭村中心小学教师许军给学生讲
授如何收发电子邮件。他的讲解生动、
课堂内容有趣， 获得江苏省基础教育
教学指导委员会专家委员、 无锡教育
科学研究院教研员史弘文充分肯定。

“每届‘龙川之秋’， 江都区教育
局都会邀请一批区内新秀参加， 让他
们与名师同台竞技， 取长补短， 提升
能力。” 江都区教育局局长朱其山说。

通过“龙川之秋” 平台， 该区一
大批优秀教师得到锻炼与提升， 并影
响带动着身边的青年教师， 形成良性
循环。

漫漫十年路， 年年百花香。 自
2002年以来， “龙川之秋” 教学观
摩活动已坚持开展了近12年， 参训
教师达到40000多人次。 朱其山说：
“‘龙川之秋’ 这一教学教研品牌的效
果初现， 正以它的蓬勃活力和丰富成
果， 推进江都区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使我们建设教育名区的步伐更加坚
定、 稳健、 从容。”

“不读报搞工作好似瞎子摸象”
———一位督导办主任与教育报的二十年情结

■特约通讯员 陈明琼

入冬后，十堰的天就黑得格外早。
湖北省十堰市政府教育督导办公

室主任王稼祥与同事进行完对十堰市
实验小学的教学评估，已是晚上7点多
了。 大家都劝王稼祥不要再回教育局
加班了，但他夹起自己的蓝色公文包，
说走就走。其实，他就是要回去拿那份
《中国教育报》。 他经常说：“一天不看
教育报，就像与外界失去了联系，就好
像不知我明天的工作咋搞！ ”

王稼祥今年59岁， 在任十堰市
政府教育督导办公室主任之前， 他当
过村里的民办教师， 在县市教育局办
公室干过。 无论从事哪种工作， 他总
有一个不变的身份， 那就是各家媒体
的通讯员、 特约记者。 早在1970年，

他就自费购买了相机， 走到哪里， 照
到哪里， 写到哪里。

他至今保留着1990年9月29日那
天的《中国教育报》，正是那天的报纸
第一次刊登了由他指导的通讯《“教育
县长”蒋化春》。“为了这一天，我奋斗
了近20年。 ”尽管这篇作品上没有他
的署名，但王稼祥至今还引以为豪。他
说：“这篇作品一出， 给整个郧县的教
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发展环境！”

此后， 他动员广大通讯员人人订
阅 《中国教育报》。 对有学习价值的
文章， 他就剪下来， 一篇一篇贴在教
案本上， 既方便自己和同事传阅浏
览， 又可将其作为教材供广大通讯员
学习领会。 在他的带领下， 通讯员采
写的一篇篇新闻作品相继刊登在 《中
国教育报》 等多家媒体。

2001年， 王稼祥被调到十堰市
政府教育督导办公室后， 对 《中国教
育报》 越发依赖。 “做教育督导工
作， 如果不看教育报这样的国家教育
权威专业媒体， 就好似瞎子摸象。 教
育报提供的前沿信息， 有时就是推进
我们工作前进的力量!”

在十堰市“普九” 最为艰难的时
候， 他利用从教育报里捕捉到的“义
务教育以县为主管理” 的相关信息，
动员相关县市很快“割掉” 了十堰市
“普九” 的“尾巴”。

十堰市是贫困山区大市， 基础条
件薄弱， 城乡教育发展极不平衡。
2012年， 《中国教育报》 推出的晋
中等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先进典型，
为王稼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
工作提供了思路和方法。 他说： “政

策就是方向， 信息就是金钱！”
他穿梭于各县市区党委及政府之

间， 发挥教育督政职能， 用足用活国
家关于学校标准化建设的政策， 积极
督促市县政府履行职责， 改扩建薄弱
学校， 新建新区学校， 争取到各级政
府新划拨教育用地1200亩， 市场总
价值达5亿元以上。

到今年年底，王稼祥就要退休了，
但他对教育工作的热情没有丝毫降温
的迹象。 采访结束时，他摘下眼镜，理
了理花白的头发， 对通讯员说：“前几
天的《中国教育报》你们看了吗？ 我国
考试招生改革总体方案制定完成了，
在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这套方案
如果实行了，我们的学生就有福了，我
们的教育也有了新希望。”他的言语中
透着无限希望与欣喜。

江苏泗洪

让孤儿健康成长
人人生活有保障

本报讯 （通讯员 姜莹莹 姜广志
张守信） 为切实维护孤儿基本生活权益，
保障孤儿健康成长， 自今年以来， 江苏省
泗洪县教育局与县民政局、 财政局、 卫生
局、 住建局等相关部门密切配合， 扎实做
好全县851名孤儿的生活、 医疗、 教育、
就业和住房等全方位保障工作。

该县成立联合调查组， 在幼儿园、 中
小学的密切配合下， 通过进校逐一了解、
进村入户走访等方式， 认真做好孤儿身份
认定工作， 及时跟踪、 掌握孤儿的生活、
学习和住房状况。

据悉， 截至目前， 泗洪县已发放孤
儿生活补助费742万元， 还积极争取到泗
洪籍在宁老乡会的支持， 对考取二本以
上大学的孤儿每人每年5000元的奖励，
让每个孤儿心灵不再孤独， 感受到大家
庭的温暖。

湖南零陵

提升师生文化素养
首开农村学校讲坛

本报讯 （特约通讯员 艾志飞 夏继
文 石春涛） “这个讲坛办得太好了， 不
但丰富了黄田铺镇干部、 师生和群众的文
化生活， 而且提升了我们的文化素养。”
近日， 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黄田铺学校副
校长杨晓军兴奋地说。 自今年12月起，
黄田铺学校1000多名师生每月将“品尝”
到一场文化大餐———《石棚讲坛》。 这是该
区开设的首个农村学校讲坛， 并将在该区
农村学校中逐步推广。

永州“石棚” 远古人类遗址坐落在零
陵区黄田铺镇学校内， 坐东北朝西南， 由
一块重10000多公斤的顶石和三块数千公
斤不等侧面规整的石灰岩墙石组成。 据考
古学家考证， 此处系古人类居住的洞穴或
原始宗教祭祀场所。 近年来， 该镇政府联
合区教育局， 创新教育筹资机制， 投入
1800多万元将学校创建成永州市示范农
村学校。 同时， 他们利用当地文化资源，
大力加强校园文化建设， 凸显学校办学特
色， 《石棚讲坛》 应势而开。

据了解， 该讲坛以“以文化立校， 以
明德育人， 以易理睿智， 以改革创新” 为
宗旨， 每期开讲3至5次， 围绕教育、 政
治、 经济、 文化、 社会等热点问题， 邀请
区内“大师” 讲课。 全国百名家庭教育公
益人物之一张志龙老师为1000多名师生
作了题为 《摸清教育规律， 实现科学发
展》 的开坛第一讲。

自2012年开始， 山东省临沂市临港经
济开发区教体局在英语教学中添加更多中
国元素， 努力为学校英语教学注入更多本
土能量。 图为近日团林镇中心小学学生在
表演英语情景剧 《拔萝卜》。

夏德好 摄

搬进新校园

“教育好每位儿童，
让每个孩子都受到良好
教育， 得到良好发展”
是山东省平原县前曹中
心小学的办学理念。 在
标准化校园建设中， 今
年5月， 学校拥有了教
学楼、 宿舍楼、 餐厅及
塑胶操场， 为周边109
个自然村的农家子弟提
供了优质的教育资源。
图为近日， 学生在新校
园里嬉戏。
本报记者 鲍效农 摄

■故事汇

实施人才递进培养工程 名师引领突破发展瓶颈

山东泰安打造教师成长高端平台
本报讯 （记者 魏海政） “数学

课中的计算课一直是参赛评选的冷
门课题， 因为计算课教学是小学数
学教学中的难点， 既要教给学生算
法， 还要让学生明白算理， 授课难
度很大。 我之所以敢在大赛中执教
《分数乘分数》 这样很难出彩的冷门
课， 得益于我们整个名师工作室优
秀教师群体的集中攻关。” 近日， 山
东省泰安师范附属学校教师刘万元
在全国第十一届深化小学数学教学
改革观摩交流会上执教 《分数乘分
数》 一课， 把看起来枯燥无味的计
算课上得“有滋有味”， 获得了全国
一等奖第二名的好成绩。

泰安市教育局局长张勇华介绍，
泰安市从2004年开始实施教育人才
递进培养工程， 对全市教师按泰山教
学新星、 泰山教坛英才、 泰山名师、
泰山功勋教师四个层次依次递进加强
培养。 经过近10年的努力， 该市已
培养出泰山功勋教师103人、 泰山名
师480人、 泰山教坛英才和新星层次

人才2100多人， 带动产生山东省特
级教师62人、 齐鲁名师 （名校长）
13人、 全国及省级优秀教师 （模范
教师） 84人、 省教学能手400多人，
并产生了山东省首批中小学正高级教
师10人， 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得到了
有效提升。

“教师专业成长瓶颈的突破、 优
势学科团队的建设及教师队伍整体素
质的进一步提升， 需要名师的专业引
领和优秀团队的辐射带动。” 张勇华
说。 在此基础上， 泰安市教育局决定
用3至5年时间， 再遴选1000名领衔
人建设泰安市名师工作室。 每个工作
室聚集5至6名优秀骨干教师成员，
择优推选， 组成学科研究团队， 进一
步加强教师队伍领军人才建设， 搭建
教师专业成长高端平台。

“泰山名师工作室以学科团队为
工作方式， 以教学研一体化为工作途
径， 聚集学科领军人才和骨干教师，
集中力量解决学科教学难题和教师专
业发展瓶颈， 逐步形成百花齐放的教

师成长平台孵化机制， 引领带动教师
队伍整体素质的提升。” 张勇华说。

刘万元所在的泰安师范附属学校
“姚宗岭名师工作室” 领衔人姚宗岭
告诉记者， 他们的工作室于2009年
组建， 今年正式纳入全市名师工作室
建设范围。 该工作室50多名成员中，
就有齐鲁名师建设人选1名、 省级教
学能手5名、省课程专家4名、国培课
程专家3名， 聚集了一批优秀教师，是
全省知名的小学数学学科团队。

“几年前， 如果让我参加优质课
比赛， 我不会选择计算课， 因为那时
候一个人单打独斗， 对计算课这一教
学难点理解不到位、 信心不足。” 山
东省教学能手、 “姚宗岭名师工作
室” 成员彭敏说， “2010年， 姚宗
岭老师带领团队核心成员， 重点研究
计算教学中算理和算法有效结合的课
题， 集中力量精心打磨计算课经典教
学课例， 突破了这一学科教学难点。
现在工作室成员基本上能在计算课教
学中得心应手， 不再犯怵了。”

泰安市教育局副局长鞠允平说，
在聚集优秀教师集中力量突破教师专
业发展瓶颈、 打造优势学科团队的同
时， 泰安市名师工作室建设还通过跨
学校、 跨县区组建学科团队， 打破了
学校、 区域和城乡界限， 突出了学校
之间、 县区之间、 城乡之间的合作交
流和优势互补。

“我在学校是分管业务的副校长，
教学业务干到一定程度后， 再往上提
升就遇到了瓶颈， 自己单打独斗很难
突破。” 岱庙街道办事处灌庄小学副
校长陈玉芝说， “今年， 我有幸成为
泰安市第一实验学校省级教学能手李
慧静名师工作室的成员， 在团队的帮
助下， 我精心打磨课例， 用算法与几
何图形相结合的方法， 执教泰山区名
师评选公开课 《两位数乘一位数》，
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好效果。 回到学校
后， 我又和本校教师一起交流学习，
也带动了我们学校教师的成长。”

泰安市实验学校校长程和方介
绍， 该校拥有首批3个泰山名师工作

室， 组建起了名师工作室群， 成员来自
本校和泰山区、 岱岳区、 东平县、 肥城
市等多个县市区。 教师们通过课例课题
研究、 协同研修、 名师导教等， 带动了
区域教学教研水平的提升。

此外， 泰安市各级教育研究部门还
把名师工作室领衔人作为兼职教研员，
让名师工作室承担教研课题， 协调指导
名师工作室为全市相关中小学提供教学
研究服务， 积极发挥专业引领、 示范、
辐射作用。 以泰山中学物理教学名师张
连刚为领衔人的“望月探海名师工作
室” 还特邀曲阜师范大学、 泰山学院和
市教研室的专家学者成立了顾问团， 进
一步指导工作室教学教研工作。

“我们将在教育人才递进成长工程
的基础上， 依托全市名师工作室建设，
进一步做好运行保障服务， 逐步形成和
发挥名师聚集效应， 努力打造优势学科
教学团队和教师专业成长高端平台， 引
领辐射教师队伍整体素质的提升， 为推
动教育事业科学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师资
保障。” 张勇华说。

天津对口支援 解决民生大事

新疆策勒100%实现免费高中教育
本报讯 （记者 蒋夫尔） 策勒县

是新疆和田地区财政收入最少的县，
却是和田地区第一个全部实现了免费
高中教育的县。 记者日前从策勒县了
解到，占地400亩的天津实验中学和职
业中学投入使用后， 策勒县所有初中
毕业的孩子将100%接受免费高中教
育，这是天津市对口支援结出的硕果。

策勒县县委书记朱才斌告诉记
者，初中正是学生人生观、价值观形成
的关键阶段， 如果学生因为没有条件
上高中而无奈流向社会， 会带来很多

社会问题。“我们实现免费高中教育，
也是解决了一件民生大事。 ”他说。

去年， 策勒县已有67%的孩子接
受免费高中教育， 之所以没有全覆
盖， 因为当时现有中学的教育设施匮
乏。 记者在策勒县一中了解到， 该校
有1300多名学生、 24个班， 学校容
量已经达到极限。 而今， 新的教学园
区落成， 将接纳全县所有初中毕业生
直接进入高中和职业中学。 现在， 学
校除了有现代化的教学楼， 学生宿舍
楼、 礼堂、 运动场、 体育馆、 游泳馆

等也一应俱全。
策勒县县委副书记、 天津援疆工

作组组长李长春告诉记者， 新建成的
学校高中部有80个教室， 三栋宿舍
楼有370间宿舍， 今年全县1400多名
初中毕业生中将有735名进入高中免
费就读， 其余的初中毕业生将进入新
建的县职业中学和各地职业中学。

该县一中教师茹仙古丽·买买提
明告诉记者：“我们班有一多半的学生
是山区孩子，但他们不用发愁学费、书
本费、食宿费等，因为这些全部免费，

数理化生等教辅也全部免费。 ”
来自策勒县固拉哈玛乡的学生木

合塔尔·买买提明告诉记者： “我上
一星期的课， 家里给10元就够了。
我上学和回家的车费8元， 其余2元
买本子、 铅笔。”

“策勒县力争在普及高中阶段教
育和安置就业方面走在和田地区前
列。” 李长春说， 全县初中迁到县城
后， 援建的工业园区将作为学生的实
训基地， 对口设置专业， 实习生可优
先被企业录用。

■基层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