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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实验学校大力实施“尊重教育”
本报记者 刘玉

“尊重”理念凝聚正能量
前几年，教师宋斌新接的一
个班里，号称“最不爱学语文”的小
明（化名）经常在语文课上“惹事
儿”。一节作文课上，同学们都在
认真地构思、写作，小明则在专心
地画画，老师经过他身边也毫无
察觉。宋斌没有制止他，而是站
在一旁静静地“欣赏”。等小明画
完了，宋老师让他到前面讲解画的
构思和表达的意思。小明讲起自
己的画来滔滔不绝。宋斌和小明
约定：
“你认真听课，期末老师为你
举办个人画展，印制画册。”一个学
期的课余时间，小明一边忙着画
画，一边忙着准备讲解，语文课上
认真听讲。期末，小明的“个人
画展”如约举行，并在校园里小
有轰动。一本“神奇”的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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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起了老师尊重学生成长规律、
走进学生心灵的桥梁。
“尊重教育”是辽宁省实验学
校 60 年来一直秉持的教育理念。
“‘尊重教育’是以敬畏生命、
聚焦主体为基石，通过遵循规
律，开发潜能，让每一名学生都
达成自我教育，实现全面发展与
个性发展和谐统一的一种教育模
式。当然，尊重，绝不是对学生
放任不管。纠正学生的错误，让
学生为自己的过错承担责任，促
其人格完善，是对学生生命的关
切。
”校长张丽文诠释说。
长期浸润在“尊重教育”理念
中，教师们认识到，每个学生都有
自己的“最近发展区”和优势潜能，
都有适合自己的不同的成长路径，
只要尊重人的发展规律，真正面向
全体、正视差异、关注个性、因材施
教，就能让每朵花都绽放，让每
棵树都茁壮。
“ 教 育 工 作 者要 尊 重教 育规
律，尊重孩子的成长规律。”该校
党委书记孟宪彬说。

“自主”课程形成磁力场
辽 宁 省 实 验 学 校 1957 年 建

校，60 年来始终致力于“整体育
人”的“实验”，在家长心中树立
起了“轻负担高质量，学生综合
素质高，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
强”的义务教育“旗舰”形象。
“学生的成长得益于课程的支
撑。‘尊重教育’的课程要点燃学
生自主发展的内在学习动力，让
每一个学生充分地发挥禀赋，舒
展个性，奠基生命成长的无限可
能。
”张丽文说。
辽宁省实验学校是九年一贯
制学校。借助学制优势，学校得
以整体规划课程结构，协调课程
内容，将国家课程、地方课程与
校本课程有机融合，在开足开齐
国家课程的前提下，形成了集健
康、人文、艺术、生活、科学为
一体的五大课程群。不仅有少年
文学苑、少年科学院、体育俱乐
部、动漫、机器人等 30 多门自选
课程，还有优化整合的“桥”“风
筝”等跨学科主题研究课程，有
网课、微课、班级特色课等。
辽宁省实验学校的“金铎管乐
团”现在名气可不小，在“2016 上
海国际音乐节管乐艺术节”上获得
了“优秀乐团”殊荣，这是当初组建

乐团时意想不到的。
2010 年学校下力气组建行进
管乐团，来报名的学生要么是没有
选择到合适校本课程的，要么是兴
趣不稳定、学习和行为习惯不够理
想的。经过精心培养和刻苦训练，
只用一年时间，这支由“杂牌军”组
成的行进管乐团便代表辽宁省参
加了“2011 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
管乐艺术节”
，
并获得了银奖。
正是这种充分体现选择性、
序列化、社会化、自主性和多元
性的课程，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学
生的发展需求，使“全面发展有
所长，德能并举有个性”的学生
发展目标逐渐达成，帮助学生长
成自己最好的样子。

一年级学生识字的考核方式。
三年级的学生则在进行年组
内的交叉考核，由教师、免试学
生和来自各个班推选的学生代表
组成评审委员会，每个学生先通
过抽签朗读一篇教材中要求有感
情朗读的课文，再自主选择一篇
课外读物，通过配乐等形式完成
朗读展示。四五年级的学生在进
行课本剧表演。六年级的答辩式
考核也进行得如火如荼。
学校实行考试改革已有 18 年
了。18 年间，学生们一直称期末
考试为“考试节”
。
随意翻开一个辽宁省实验学
校学生的 《成长手册》，一系列表
格记录下孩子们全面发展的足
迹，这些过程性评价所考查的内
“多元”评价舞动指挥棒 容，早已超越了传统试卷上 100
记者多次亲眼见证辽宁省实 分的内涵。
验学校的期末考试，学生就像在
这种形式多元 、内容多元、
过节！
主体多元的评价体系，给学生提
一年级的晓丹抽到题单后 ， 供了提升综合素质与核心素养的
一字一句地朗读着上面的生字， 宽阔平台，使学生乐享收获的欢
坐在他对面的考官居然是一个六 愉和生命的生长。在辽宁省实验
年级的大姐姐！原来，让低年级 学校教师心中，成长永远比成绩
学生向学哥、学姐、同伴、父母 更重要，帮助学生长成自己最好
们展示自己的学习成果，是该校 的样子最重要。

■

现代农业推广与技术
转移国际会议召开

学茶艺 品茶香

本报杨凌 9 月 12 日讯 （记
者 冯 丽 通 讯 员 王 婷） 今
天，第三届现代农业推广与技术
转移国际会议在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召开，100 余位代表分享、交
流了在农业推广和技术转移领域
的先进理念和经验。会议由中美
大学农业推广联盟主办、西北农
林科技大学承办。

近日，茶艺教师指导海港区
海港镇小朋友学习茶艺。当日，
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海港镇开
展“少儿茶艺小课堂”活动，让
小朋友在活动中体验茶文化魅
力，感受中国传统文化。
曹建雄 摄

青年科普创新实验
暨作品大赛启动
本报讯 （记者 余闯） 9 月
8 日，由中国科协科普部和共青
团中央学校部共同发起的“探知
未来”2017 年全国青年科普创
新实验暨作品大赛启动仪式在中
国科技馆举行。赛事迄今已成功
举办四届。本届大赛由中国科技
馆、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共
同承办。

“安徽最美教师”
公益基金正式设立
本报讯 （记者 方梦宇） 日
前，100 个“安徽最美教师”师
德师风优秀案例对外公布。9 月
10 日，由安徽师范大学教育基
金会牵头的“安徽最美教师”公
益基金正式设立。文一投资控股
集团向安徽师范大学教育基金会
捐赠首批公益金 1000 万元，专
项用于评出的“安徽最美教师”
的奖励。

“没想到学校安排得这么细致周到”

2015 年 9 月 9 日，第三十一
个教师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给
贵州省“国培计划 （2014） ”北
师大研修班学员回信，提出了广
大教师要努力争做“教育改革的
奋进者、教育扶贫的先行者、学
生成才的引导者”的要求。我当
时与这个班的学员一道，分享了
收到总书记的回信时欢呼雀跃的
激动和喜悦，同时也把总书记回
信中的期望和嘱托，转化为一份
沉甸甸的责任和使命，为广大教
师尤其是乡村教师搭平台、做好
事、办实事，让他们共享人生出
彩的机会。
以宣讲、征文活动、主题培
训等为载体，把总书记的关怀和
嘱托传达给每一位教师。全省以
“国培计划 （2014） ”北师大研
修班学员为主，抽调部分优秀教
师组建巡回宣讲团，覆盖各级各
类 学 校 开 展 争 做 “ 四 有 ”“ 三
者”好老师的巡回宣讲活动、演
讲和征文比赛；连续 3 年开展争
做“四有”“三者”好老师主题
千人培训，把好老师标准作为师
德师风教育重要内容，掀起争做
好老师的学习热潮。
聚焦扶贫，努力发挥教师队
伍在精准扶贫中的作用。一方
面，大力实施“特岗计划”，加
大精准扶贫重点地区农村学校特
岗教师招聘力度，招聘特岗教师
近 10 万 名 。 加 强 特 岗 教 师 的
招、管、用、转工作，大力提升
精准扶贫地区农村师资整体水平
和能力。另一方面，充分发挥
“国培计划”教师培训示范引领
龙头作用，与教师教育精准扶贫
紧密结合，从培训对象、课程、
模式、资源建设等方面精准聚焦
乡村教师需求，加大对边远贫困
地区、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老区
教师和精准扶贫重点地区教师培
训支持力度。
促进发展，不断提升乡村教
师专业能力。通过“国培计划”
等项目，让更多的乡村教师走出
大山，选送到清华大学等省内外
知名高校学习进修，每年培训乡
村教师 5 万余人。实施“乡村名
师培养计划”，每年遴选 300 名省
级乡村名师，从中重点遴选 50 名
乡村教育家培养对象，设立乡村
名师工作室，并邀请乡村名师担
任教师网络研修工作坊坊主，推
进线上网络研修和线下实践深度
融合，搭建乡村教师成长平台。
创新培训模式，设立以解决问题
为重心、聚焦校本的名师名校长
专项和课题式研修省级教育规划
课题，增强乡村名师解决教育教
学实际问题的能力。
强化保障，重点加强对乡村
教师的关心关爱。连续召开全省
表彰大会，加大优秀教师表彰力

搭建平台让乡村教师的人生更出彩

帮学生长成
“最好的自己”
这几天，北方艳阳高照，秋意
正浓。刚刚升入辽宁省实验学校
七年级的隋牧恒快乐地参加着学
校的军营体验活动。继续留在这
所学校读初中，是他自己做出的选
择，因为他迷恋这所学校带给他的
轻松和快乐，他更相信在这所学校
里可以长成自己最好的样子。

星期三

贵州省教育厅教师工作

蔡志坚

度，表彰奖励向乡村倾斜。大力
实施公租房项目，建设农村教师
周转房、公租房 13.75 万套，惠
及农村教师 20 万余人。落实乡
村教师生活补助。深化中小学教
师职称制度改革，在中小学设立
正高级职称，完善符合农村教师
职业特点的职务 （职称） 评审标
准，倾斜一线、突出教学、分类
评价，根据城市、农村教师特点
分别制定职务 （职称） 评审标
准，将“在乡镇以下学校从事教
学工作 15 年以上”、获 25 年教龄
荣誉证书等作为农村教师申报不
同职称级别的业绩条件之一。
3 年来，贵州省教师深入贯
彻总书记回信精神，坚持“四
有”“三者”标准，坚持扶贫必
扶智，把教育作为阻断贫困代际
传递的治本之策，为百姓富、生
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添砖加
瓦、砥砺奋进。

——东北林业大学想方设法帮助残障学生
通讯员 孟姝轶 本报记者 曹曦
“没想到孩子能够考上东北
林业大学，更没想到学校给我们
的生活安排得这么细致周到。”9
月 7 日，中度二级脑瘫患者李硕
的父母住进了学校分配的两居室
公寓，开始了陪读生活。
“在宿舍睡得很香，同寝室
的同学很热情，早餐在食堂吃的
包子……”说起刚刚开始的大学
生活，李硕脸上挂满笑容。
今年高考，李硕成绩比黑龙
江省理工类一本线高出 101 分，
面对好成绩，家长心里还是有些
打鼓：毕竟李硕生活还不能自

理，下肢不能直立，上下楼都需
要搀扶……
“我们不能把任何怀有大学
梦想的孩子推出去，生活上的困
难学校可以帮助他解决。”在李
硕入学之前，东北林业大学校长
李斌就指示相关部门做好准备，
给李硕一家提供相应的帮助。
在李硕录取通知书邮寄过程
中，东北林业大学学生处处长王
春海就受学校党委副书记陈文慧
的委托，第一时间给李硕父母打
了电话，向他们转达了学校的问
候，并询问有什么困难。暑假期

间，学校还安排辅导员孙大为到
李硕家中家访，了解他们的实际
需求。
由于李硕生活不能自理，父
母需要陪读，学校专门为他们提
供了公寓。
“我们以为能提供一间
宿舍就不错了，没想到给了我们
一个两居室的公寓，太超出我们
的想象了。
”
一家人心里踏实了。
为了让李硕不脱离集体生
活，学校给李硕分配了学生宿
舍。报到第一天，李硕就迫不及
待地住到了宿舍中，与舍友们度
过了愉快的一晚。

王春海介绍说，教务处已经
把李硕所在班级的所有课程都安
排在有电梯的教学楼；学生管理
部门也做了一个专门帮扶李硕的
计划，成立一个特殊党员志愿服
务队，负责接送、照顾李硕的生
活；学校还会为他单独制定职业
发展规划，建立心理健康帮扶体
系……”
“我要好好读书、考研，有
机会的话还要去看看国外的金融
业。”成为东北林业大学经济管
理学院新生的李硕对未来信心满
满。

北京“新生引航工程”全面启动
本报北京 9 月 12 日讯 （记
者 施剑松） 来自首都 60 余所
高校的新生代表今天齐聚故宫博
物院，聆听由故宫博物院院长单
霁翔讲授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第
一课——“坚持文化自信，做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守护者”。这
也标志着北京市委教育工委为期
三个月，面向全市 20 余万名大
学新生的“新生引航工程”全面
启动。
为让大学新生感受北京厚重

的历史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北京市委教育工
委邀请著名学者为大学新生们开
设 了“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公 开
课”——传统文化十讲。为充分
发挥北京文化资源丰富的优势，
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在新生教育
中，
结合北京
“四个中心”
建设，
还
为大学生们编印了爱国主义与形
势教育的“红色地图”，其中收录
了全市 50 余家文化资源单位，为
大学生学习实践创造条件。
·公告·

西安科技大学 60 周年校庆公告
（第一号）
2018 年 9 月 15 日，西安科技大学将
迎来 60 周年华诞。回首往事，宛如世代
耕耘播种成苗桃李斗艳；展望前程，恰
似江河蜿蜒越过龙门奔腾万里。全校师
生员工和广大校友正翘首以待，并衷心
期盼海内外各界人士热忱关注，共襄盛
举。
斗转星移三世纪，岁月如歌一甲
子。西安科技大学的前身可追溯到创建
于 1895 年的北洋大学采矿冶金科。1938
年该科迁并于国立西北工学院矿冶工程
学系，1957 年该系又调整到交通大学

联系人：陈春林

（西安）。1958 年 9 月 15 日，以交通大学
（西安） 采矿系、地质系、机电学科及
基础课部部分师资与设备为基础独立办
学，原名西安矿业学院，隶属于煤炭工
业部门。1998 年 8 月划转陕西省，实行
“中央与地方共建，以地方管理为主”。
1999 年 6 月 9 日，学校更名为“西安科
技 学 院 ”。 2003 年 4 月 16 日 ， 更 名 为
“西安科技大学”。
百年底蕴育英才，薪火相继谱华
章。西安科技大学始终与国家民族的命
运血脉相连，百余年的办学历程，凝聚

张新平

了民族对屈辱的抗争，寄托了国家对富
强的期盼。历经时代变迁、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的风云变幻和新中国成立后两
次艰苦创业的磨炼提升，形成了“祖国
利 益 高 于 一 切 ” 的 校 训 ，“ 团 结 、 勤
奋、求实、创新”的校风和“励志图
存、自强不息”的学校精神，这不仅是
西安科大人秉承百年爱国传统的真实写
照，更是西安科大人扎根祖国西部、打
造我国地矿及安全领域科技与教育高地
的力量源泉。
励志图存铸伟业，自强不息创一

流。回顾百余年的办学历史和建校 60
年的发展历程，总结跨越 3 个世纪以
来的办学经验与实践，进一步弘扬学
校精神，传承优良校训校风，凝聚校
内外智慧和力量，坚定不移、坚持不
懈、坚韧不拔地加快国际有影响、国
内一流的特色鲜明的高水平教学研究
型大学建设步伐，具有重大现实意
义。为此，西安科技大学 60 周年校庆
活动于公告之日全面展开，将全方位
展现西安科技大学 60 周年发展历程中
的辉煌岁月、文化底蕴、发展成就。

通讯地址：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陕鼓大道 48 号西安科技大学校庆办公室 （行政楼 204 室）

电子邮箱：xiaoqingban@xust.edu.cn

电话：86-029-83858198

85587090

传真：86-029-83858152

85583138

校庆活动主要包括校庆纪念大会、系
列学术活动、各类校庆展览、校史书
籍出版及影视作品发行，以及其他相
关校园文化活动等。
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校友长期
以来对西安科技大学的关心和支持。
2018 年，让我们再度相聚古都西安，重
返校园，聚首畅谈，感怀今日之科大，
共铸明日之辉煌！

邮政编码：710600

西安科技大学
2017 年 9 月 1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