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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5 月 14 日 星期四 14

日期 5月21日 5月22日 5月23日 5月24日

时间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晚上 上午 下午 晚上 上午 下午

会
议
内
容

名师课堂
贾志敏： 从事小学教育、 教学工作已逾57
年。 对小学语文教学有深入研究和独特见
解。 其电视系列教学片 《贾老师教作文》
在中央及各地方电视台播出后， 引起社会
广泛关注。
讲课题目 《科利亚的木匣》

名家讲学
孟照彬： MS-EEP0操作系统创建者； 五大
教 育 猜 想 实 验 研 究 首 席 教 授 ； 中—加
CIDA课程、 教程、 教材开发与项目应用
研究首席专家； 中—英SDP项目实验研究
与评估专家； 中—美教育评价与教学方式
项目领导咨询培训专家； 教育部门—李嘉
诚项目指导与评估专家； 教育部门—联合
国儿基会项目专家 ； 中—日 403、 中—欧
福德基金会、 微软项目合作与领导咨询培
训专家等。
报告题目 《教育本质与教育哲学的基本问
题———兼谈MS-EEP0操作系统的有效性与
人本性》

名家讲学
杜希福： 山东省教育部门
原副巡视员。 现任中国陶
行知研究会山东 分会 会
长、 中国教育学会管理分
会常务理事、 山东省教育
学会教育管理研究专业委
员会理事长。
报告题目 《孟子的民生思
想及其局限性》

名师课堂
王君： 现任教清华大学附
属中学小六创新班、 著名
特级教师、 全国中语优秀
教师 ， 全国中语 教改 新
星， 北京师范大学等全国
几十所师范大学特聘 “国
培” 专家教师。
讲课题目 《木兰诗》

名家讲学
李秀伟： 齐鲁名师， 山
东省考试与评价研究中
心， 主持 “李秀伟工作
室” 及 “好教师联盟”。
在 《教育研究》 《人民
教育》 等刊物发表论文
100余篇 ， 出版 《教育
言无言》 18部专著。
报告题目 《教师的课程
身份》

名师课堂
李虹霞： 特级教师， 山
东省 十 大 科 研 名 师之
一， 现任北京市海淀区
中关村第三小学语文教
师， 荣获过全国目标教
学课堂大赛特等奖、 全
国教师经典美文朗诵比
赛特等奖。
讲课题目 《善于发现的
眼睛》

名家讲学
薛法根： 江苏省苏州市
盛泽实验小学校长 ， 中
学高级教师， 小学语文
特 级 教 师 。 原 创 语 文
“组块教学”， 主张 “为
发 展 言 语 智 能 而 教 ” ，
2013年获得江苏省第二
届基础教育成果特等奖。
讲课题目 《鞋匠的儿子》

名师课堂
诸向阳 ： 北京大学语文
教育研究所 “引领研修
工作坊 ” 主持人 。 “辩
课 ” 理论与实践发起人
之一。 研发的 “微课程”
在小学语文界引起广泛
反响。
讲课题目 《微课程 ： 梅
花三弄》

名家讲学
徐建顺： 中华吟
诵教育研究中心
副主任， 中华吟
诵学会秘书长 ，
国家社科基金重
大 项 目 子 课 题
“吟诵教育 ” 负
责人， 全国吟诵
工作的主要发起
者与推动者。
报 告 题 目 《 吟
诵———中国传统
读书法》

名师课堂
孙双金： 南京市北京东路小学校
长， 正高级教师， 全国著名语文
特级教师 ， 国家特殊津贴专家 ，
“情智语文 ” 创始人 ， 教育部门
师范司 《教育家成长丛书》 首批
20位入选者之一。
讲课题目 《李白与月亮》

韩兴娥： 齐鲁名师。 她把自己两
届弟子最喜欢的阅读材料编辑成
《多音字儿歌200首》 《歇后语儿
歌 100首 》 《 读 历 史 学 成 语 》
《读 〈论语〉 学成语》 等著作。
报告题目 《课内海量阅读的策
略》

名师课堂
虞大明： 杭州市崇文实验学
校副校长 。 著名特级教师 ，
杭州师范大学特约研究生导
师，。 曾获全国首届青年教师
阅读教学大赛一等奖， 省首
届教学技能竞赛、 首届教师
才艺大赛金奖。
讲课题目 《牛郎织女》

陈琴： 语文特级教师， 全国
推动读书十大人物。 被媒体
誉为 “素读 经典课 程第 一
人”， 所教班级的学生皆能达
到 “背诵十万字， 读破百部
书， 能写千万言” 的课程目
标。
讲课题目 《破阵子·为陈同甫
赋壮词以寄之》

名家讲学
陶继新： 山东教育
社编审 , 《创新教
育》 执行主编， 中
国孔子基金会传统
文化分会副会长 。
在报刊上发表文章
900多篇， 近700多
万字 。 著作35本 。
在 全 国 开 设 讲 座
600多场。
报告题目 《读书丰
盈教师智慧》

名师课堂
戴建荣 ： 上海市浦明师范学校附属
小学教师 ， 上海市魅力教师 、 特色
教师。 他对古诗教学颇有研究 ， 为
上海市及外省市同行上古诗教学研
究、 展示课， 深受好评。
讲课题目 《古诗教学》

管建刚 ： 江苏省特级教师 ， 姑苏教
育领军人才 ， 全国优秀教师 。 著有
“管建刚作文教学系列” 7本 ， 另出
版有 《一线教师 》 《一线表扬学 》
《不做教书匠 》 《教师成长的秘密 》
等著作。
讲课题目 《水》

王崧舟 ： 杭州市拱宸桥小学教育集
团总校长 ， 特级教师 。 系全国劳动
模范、 全国 “五一 ” 劳动奖章获得
者。 倡导 “诗意语文”， 先后在全国
29个省份开设观摩课1100多节次、 讲
座650多场次。
讲课题目 《桃花心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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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名家人文教育高端论坛暨名师课堂研讨会通知
人文教育既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本根,也是世界人类谋求幸福人生希望

之所寄， 为了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对人文教育进行探讨与研究， 中国
教育报刊社宣传策划中心定于2015年5月21日—5月24日在山东省青岛市

举办 “第七届名家人文教育高端论坛暨名师课堂研讨会”。 会议特邀
在人文教育方面卓有建树的教育名家开坛讲学、 全国小学语文界一
流名师执教现场公开课。

一、 参会对象： 校长、 教师、 教科研人员及教育行政管理人员。
二、 会议时间： 2015年5月21日—5月24日 （5月20日报到）。
三、 会议地点：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初级中学 （富春江路1356号）

会议日程表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 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 三次、 四
次、 五次全会精神， 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切实加强校园廉洁
文化建设， 促进中小学生进一步养成良好道德品质， 牢固树立廉洁
价值理念， 不断营造崇廉尚洁的社会氛围和风清气正的发展环境，
绍兴市纪律部门、 绍兴市教育部门、 绍兴文理学院主办， 浙江共产
党员杂志社、 浙江教育报社、 浙江省学校艺术教育协会协办， 面向
全国中小学生举办第三届全国廉洁文化书法创作邀请赛。 有关事宜
如下：

一、 活动安排
本次邀请赛征稿截止日期为2015年7月31日 （以寄出地邮戳为

准）， 经评委会初评复评后， 提出优秀作品入围名单； 8月份邀请部
分入围作者在浙江绍兴进行现场创作比赛； 9月底前评出最终获奖

结果并在有关媒体上公布。
二、 参赛对象
全国中小学生 （不含港澳台地区）。 比赛分小学生组、 初中

生组和高中生组三个组别， 以参赛者投稿时就读的年级为准。
三、 征稿要求
（一） 作品主题： 作品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题，

集中反映爱党爱国、 廉政善政、 公平公正、 勤政为民、 爱岗敬
业、 诚实守信、 崇尚廉洁等精神内涵。

（二） 作品内容： 内容以作者原创为佳， 也可以优秀诗词、
格言、 警句和领导、 名人的有关廉政论述等为内容， 要求立意新
颖， 构思巧妙， 寓义深远， 具有思想性、 教育性、 艺术性。

（三） 作品形式： 应征作品的字体为楷书、 行书、 隶书、 草

书、 篆书等， 用毛笔或硬笔书写。 作品大小不超过四尺整张 (138
厘米×68厘米)， 草书、 篆书作品应附释文。 作品无需装裱。

四、 奖项设置
本次邀请赛奖项分小学生组、 初中生组、 高中生组三个组别。

每组别设： 一等奖2名， 奖金2000元； 二等奖10名， 奖金1000元；
三等奖30名， 奖金500元； 优胜奖60名， 奖金300元。

对所有获奖作者都颁发获奖证书、 奖金。 参赛稿件中部分优秀
作品推荐在有关报刊杂志发表， 并结集成册。 部分获奖作者将受邀
参加第三十二届中国兰亭书法节暨第六届中国书法兰亭奖颁奖仪式
相关活动。

五、 投稿方式
参赛作品投稿通过信函邮寄， 作品寄送 “浙江省绍兴市环城西

路508号绍兴文理学院廉洁文化书法大赛信箱， 邮政编码： 312000”，
信封上请醒目注明 “廉洁文化书法” 字样， 参赛作品背面右下角用
铅笔正楷注明作品题目、 作者姓名、 就读学校及年级、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等 （样表请到绍兴廉政网下载）。

所有参赛作品均不退稿， 主办方对应征的作品拥有展览、 研究、
摄影、 录像、 出版及宣传权。 凡投稿参赛者， 即视为已确认并自愿
遵守本次大赛有关版权和创作要求的各项规定。

联系人： 陈新辉 密良烽
联系电话： 18258007875 0575-85111710
本次邀请赛不向参赛者及组织单位收取任何费用。
第三届全国中小学生廉洁文化书法创作邀请赛组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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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优雅和谐
书香醇美” 的环境

“蓬生麻中， 不扶自直； 白
沙在涅 ， 与之俱黑 。 ” 通常而
言 ， 环境的熏陶对受教育者具
有极强的感染力。 走进三附小，
笔者立即被优美的读书环境和
浓厚的和雅文化氛围所感染 。
草坪滴翠 ， 晨读琅琅 ， 书香飘
溢， 相得益彰。

随风潜入夜， 润物细无声。 学校
立足 “和”， 突出 “雅”， 从环境建设
入手 ， 创设一个无处不 “和 ” 、 无
“雅” 不入的校园氛围。 校园布局规
范， 教学区、 运动区、 生活区清晰合
理， 井然有序； 花香馥郁、 花瓣绵实
的橘树遍布其内， 隐喻自强不息、 春
华秋实； 学校还专门聘请中央美院的
老师设计校徽 ， 并在其中融入 “和
雅 ” 教育理念 。 学校草坪上散布着
“雅石 ”， 蕴含 “应天顺人 、 和合化
生 ” 的生命智慧与 “天地和合 ” 、
“上下和合”、 “百事和合” 的美好愿
景。 把走廊分别命名为国学长廊、 雅
艺长廊、 科技长廊、 世界长廊， 并建
成 “绘本馆”、 “儿童文学馆”、 “科
技馆”、 “名著馆” 四个开放的长廊
图书馆， 建设起 “雅廊” 文化。 把教
学楼二层平台打造独特的园区文化：
挥翰苑 、 敲枰台 、 悦读吧 ， 以营造
“静” 的空间让学生闻慧、 思慧、 修
慧。 让学生一抬头就可以接触文化，
一转身就可以学到知识……通过这
些， 学校希望在和雅文化精髓的感召
下， 学生能做一名和而有礼、 温文尔
雅的文明人。

打造和雅学子， 提高环境育人功
能， 是学校的不懈追求。 细雨湿衣看
不见， 闲花落地听无声， 当师生时时
呼吸着文化的空气， 在清新大气的校

园里徜徉， 他们感受到的一定是书香
阵阵， 墨香缕缕， 和雅缭绕。 “未成
曲调先有情”， 读圣贤书、 做文明事、
成和雅人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打造“和而厚德
雅而博学” 的教师队伍

“培养和雅的学生，先培养和
雅的教师。 ”只有学校的每一位教
师都成为雅的师者， 才有可能让
学生都成为儒雅的君子、 文雅的
淑女。

为进一步打造 “和而厚德， 雅而
博学” 的教师队伍， 学校借力校本研
训、 名师工作室、 福建师大等， 围绕
“师德与师能 ” 两个基本点 ， 促进
“三格” 教师培养， 着力提升了教师
专业素养。 走在三附小的校园内， 你
时常能看到教师忙碌的身影， 时而三
五成群讨论交流， 那是三小教师们在
开展教师沙龙， 教师们在更宽松自在
的氛围中实现智慧的沟通； 时而成群
结队静坐听讲， 那是学校聘请了省市
专家、 名师为顾问， 进学校、 年段、
班级进行教师专业指导； 时而独自专
心致志研读名著， 那是响应学校开展
的走进经典———读书活动， 人人争做
书香型教师……此外， 学校还时常派
骨干教师外出各地学习， 使教师们接
触到了外面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模
式， 开阔了教师的视野； 建立了教学
智库， 发挥同一年级， 同一教研组和
同一备课组集体的智慧， 在集体备课
后共享教案、 课件， 课前注重二次备
课， 课后写教学反思……诸如此类的
亮点还有很多， 三附小的教师们个个
成长为骨干精英也就不足为怪了。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三附小把新
教师作为传递和雅文化的重要窗口，
尤为重视新教师的成长， 明确指出针
对新教师要把握三个重要时期。 一是

每周诊断齐跟进， 学校为每名新教师配
备了骨干教师带教， 实现师徒结对制度
化， 对新教师课堂教学的调研和诊断同
步跟进， 促进专业提升。 二是每月随笔
心交心， 专门为新教师搭建 “我们在成
长” 系列交流平台， 新教师每月撰写教
学随笔， 与师傅、 学校领导进行心与心
的交流和沟通 ， 发现自己的教学闪光
点 ， 解决教学问题 。 三是每学期亮一
亮 。 让新教师在展示中实现长足的成
长。

正如陈曦校长所言 ， 和雅教育即
“悦生活， 雅工作”， 三附小的教师是幸
福的， 他们生活的校园如诗如画、 他们
成长的空间潜力无限。 目前， 高素质的
和雅教师队伍已初步形成。 他们活跃在
各自的岗位上 ， 身体力行地成为 “和
雅” 文化有力的倡导者、 践行者。

实施“和而有异
雅而致远” 的课程

课堂， 是教与学的主要场所，
是素质教育的主阵地。 三附小始终
坚持课堂的教育主阵地不动摇， 通
过多种方式打造高效课堂， 积极追
求 “和而有序， 雅而自主” 的课堂。

学校以 “课堂习惯养成、 打造高效
课堂” 为突破口， 使课堂成为自动生成
智慧， 和谐传递智慧的地方。 学校以教
学目标的准确度、 教学方法的适切度、
教学目标的达成度为研究的着力点， 逐
步构建教学质量的保障体系， 提高课堂
教学的效能， 实现轻负高效。

同时 ， 三附小积极实施 “和而有
异， 雅而致远” 的课程文化工程。 遵循
以 “致中和， 万物育焉” 的理念， 将学
校的德育活动、 学科教学、 课外活动、
社区活动统一纳入课程范畴， 使学科间
互相融合， 创造适合学生发展的多元课
程。 秉承 “和而有异” 的理念， 既开发
面向全体的课程， 又尊重个体差异， 创

造满足不同个性、 不同志趣学生的发展
需求 ， 落实因材施教的理念 ， 打造了
“悦读” 课程 、 健康课程 、 科技课程 、
艺术课程四大精品课程。

“悦读” 课程。 立身以立学为先，
立学以读书为本。 以书熏雅， 积极营造
书香弥漫的校园。 阅读课程进入课堂，
让学生在与书本的亲密接触中， 接受良
好的熏陶和感染。 预见性地引进国际项
目 “明日阅读”， 与台湾中央大学和福
建师大协和学院合作， 开展从纸质阅读
到电子阅读的创新课程。

健康课程。 首先学校继续做好学生
心理健康工作， 开放学生心理咨询室，
在每个年级、 每个班开设心理健康教育
课。 其次， 塑造体健康体魄。 发掘教师
的特长， 结合学生的身心发展实际， 自
创自编融健美操、 武术、 太极于一体的
课间操， 开设足球、 高尔夫课程。

艺术课程。 为了使学生在艺术的熏
陶下提升素质， 陶冶情操， 针对学校的
实际， 学校除常规的艺术教育活动课程
以外， 大胆创新， 对课程进行整合， 优
化每周三下午的综合实践活动种类， 并
引进大量的高校师生和家长志愿者进校
支援课程建设， 丰富课程提高实效。

开展“和而正德
雅而睿智” 的德育活动

活动与教育是一体的， 活动是
学生得以生长的土壤。 学校创设内
容丰富， 形式多样的载体， 以活动
促教育， 以活动促提高， 增强育人
的效率， 积极培养和雅的学生。

以礼雅行。 学校根据 《小学生日常
行为规范》 《小学生守则》 制定了 《学
生和雅礼仪》， 规范学生的言行举止； 根
据 《学生和雅礼仪》， 编写了具有学校特
色的礼仪童谣， 班主任利用晨会时间、
班队活动课时间对学生进行教学， 让学
生熟记礼仪童谣， 培养学生良好的生活、

学习和行为习惯。
以棋雅智。 把象棋、 围棋作为学校

的特色项目之一， 聘围棋辅导教师， 开
设围棋课， 以后逐步在全校普及， 真正
达到以棋雅智之功效。

以艺雅趣。 为了提高学生的艺术修
养 ， 陶冶情操 ， 发展个性 ， 培养 “雅
趣”， 三附小成立了学生艺术社团———
摄影社、 文学社、 管乐队、 舞蹈队、 男
童合唱团等 。 学生根据自己的爱好特
长， 自愿报名参加培养学生的不同兴趣
特长。

以书雅心。 为了鼓励学生好读书、
多读书， 读好书， 学校开展了 “浸润书
香、 共享快乐” 为主题的读书活动， 通
过图书漂流、 图书义卖、 儿童文学讲座
等形式多样的读书活动， 营造了良好的
书香氛围， 提高了学生的语文素养。

以史雅情。 学校充分利用本地的乡
土文化资源 ， 让学生 “识乡史 、 知乡
事、 学乡贤”， 由此入手打开中华传统
文化之门。

以章雅德。 学校还把民族文化育人
与少先队 “雏鹰争章活动” 紧密结合起
来 ， 以争章的形式对学生进行德育熏
陶， 激励学生自主学习、 自我反思、 自
我教育。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三附小的家委
会对学校各项工作予以全方位的支持和
鼓励， 让学校的 “和雅” 文化在社区和
家庭得到延伸， 很好地促进了学校工作
的发展。

“和以为人 ， 雅以治学 ” 是三附
小的不懈追求 ， 让 “和雅 ” 文化成为
校园的主旋律 ， 让 “和雅 ” 气质成为
师生的名片 ， 是三附小人矢志不渝的
目标。 “遵道而行， 但到半途需努力；
会心不远， 欲登绝顶莫辞劳”， 在今后
的工作中 ， 学校将不断开拓创新 ， 积
极推进和雅教育 ， 建设和雅校园 ， 不
断提升内涵式发展水平 ， 倾力打造福
州教院三附小具有丰富内涵的和雅教
育品牌！

（夏 庆 贾艳霞）

雅而有致 桃李树下自成蹊
———福州教育学院附属第三小学“和雅文化”建设纪实

《荀子·荣辱》 曰： “君子
安雅”， 并注“正而有美德者谓
之雅”， 可见博学多才、 温文尔
雅自古就是人们追求的目标， 历
史发展到今天， 如何培养根植于
传统、 着眼于未来的和雅公民，
更应该是我们学校需要积极思考
并努力探索实践的课题。 “三流
的学校靠升学， 二流的学校靠制
度， 一流的学校靠文化”， 福州
教育学院附属第三小学校长陈曦
说， “我校地处素有‘千年仓
山、 百年书香’ 的仓山区， 我们
更应该以弘扬和雅文化为己任，
实施和雅教育， 打造和雅校园。”

福州仓山区历史悠久， 名人
辈出， 可谓“人和德高， 才学大
雅”。 古城名人陈若霖、 陈宝琛
等名闻遐迩， 这里还诞生过近代
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严复、 现代海
军将领陈绍宽、 当代著名数学家
陈景润等杰出人物。 仓山还是历
史上有名的领事使馆区， 英、 法
等17个国家曾在此设立领事馆
或代办处。 东西方文化在这里

“和而不同” 地交相辉映。 悠久
的历史孕育了丰厚的文化底蕴，
坐落于其境内的福州教院三附
小， 在继承中发扬， 在实践中创
新， 大力推行“和雅教育”， 走
出了一条立意高远而又脚踏实地
的特色发展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