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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校长周刊 人物·

微信昵称刚刚，实名郑志刚，现任江
西省上饶县第一小学副校长，学校原办公
室主任，也是学校宣传工作负责人，学校
报道总审稿。

人如其名，初见刚刚，一副包公形
象：高、壮，皮肤略黑；其为人更是正
义、耿直、原则性强。身为学校领导，每
周数次的巡课、查岗是他的主要职责之
一。遇到什么情况，他总如实通报，丝毫
不讲人情。因为工作严谨，个人性格使
然，刚刚成了一个让同事们爱恨交织的
人。走在校园，凡有人与之碰面，开口便
是“查岗？”他并不介怀，反而自我解
嘲：“我叫郑志刚，不叫‘查岗’！”

其实在我们学校，刚刚是一个真正的
全才。他若写诗，意境悠长；他若吟诵，
余音绕梁；他若演讲，出口成章；他若歌
唱，宾朋满堂。自学校开展三年级学生

“十岁成长礼”活动以来，他年年担任主
持，身着汉服，古风十足，被家长和孩子
们亲切地称为“国学校长”。

事实上，他执教过的国学课，早在几
年前就荣获过国家级大奖。这几年，他已
经成了各级国学课比赛的评委。他的国学
课，绝非“精彩”二字可以形容。而他本
人却很低调，偶尔才华一现，便会惊艳四
座。学校每年10月举行的金秋经典诵读
活动，他所参演或展示的节目总是最精彩
最抢眼的那一个。论创意，论演绎，他都
不在话下。

自从我加入了学校的宣传小组，所写
的每一篇报道都得经他审稿，我这才有机
会近距离地感受他的光芒。他改稿重在客
观，把宣传学校放在首位，其次便是他的
大气磅礴，一篇平淡的文章往往会经他

“动刀”后变得格局高大上。我一直好奇
他的才华横溢是不是与生俱来，他却说求
学时碰到了严苛的老师，所以努力读书才
修得如此成绩。

在学校，大家都知道是宣传员在写
稿，却少有人知道每一篇稿件的背后，
都有人在无声地为我们指导。只要我们
用心对比他的修改稿与之前原稿，就会
觉得收获不小。有人向他致谢，他笑笑
回答说：“我只是扶梯人，能登多高，还
看你们自己！”

（作者单位：江西省上饶县第一小学）

“我叫郑志刚，不叫‘查岗’”
廖仲敏

剪影

“有一次，我在教室外面睡着
了，他看到后叫醒我，摸着我的头
说：‘孩子啊，你怎么在这儿睡呢？’
任校长是我的好朋友。”吕尚轩同学
在日记里这样写道。“在教师们眼
里，任校长睿智、坚定、执着、大气，
心里时刻装着学校、教师和学生！”
吴晓霞老师说。这位任校长叫任国
权。2009 年 2 月，作为长春市南关
区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城乡教
育一体化的“第一枚棋子”，他被破
格委派到幸福中心校主持工作。短
短四年，一所濒临倒闭的农村校变
成了长春市首批新优质校。随后，
他担任树勋小学校长，借助大学区
政策，打破校际壁垒，从帮扶到深入
发展，一批薄弱校消失了，一批新优
质校涌现出来⋯⋯

细处着眼，村小孩子也自信

“那时候，但凡家庭条件好点的
孩子，都择校走了。幸福中心校已
不足 200 名学生，大部分是外来务
工人员子女、留守儿童。”任国权
说。6 月 10 日，风和日丽，园艺师
们正在修剪街道两旁的花草树木。
在周围高楼大厦的衬托下，百年名
校树勋小学愈发显得古朴而低调。
谈起自己的办学经历，任国权时而
凝神思考，时而娓娓道来：“刚到幸
福中心校时，看到农村娃特有的‘苹
果红’脸蛋、见到陌生人就躲躲闪闪
充满畏惧与好奇的眼神，我心里就
无法平静。”

经过几天的思索，任国权提出
了“实施自信教育”的策略。在全体
教师大会上，他动情地说：“现在，我
们首先能做的细节教育，就是号召
和帮助家长，把孩子的个人卫生搞
好。让孩子每天把小脸、小手、小耳
朵、小脖子洗干净，把衣服穿整齐；
让家长至少一周给孩子洗一次澡，
半个月领孩子理一次发。”

在很多人看来司空见惯的做

法，被任国权作为自信教育的主要内
容来实施。他在教师会上讲，在家长
会上讲，在升旗仪式上讲。每天早
上，他站在校门口迎接学生，观察学
生的变化。渐渐地，有的孩子走过他
身边，展示自己干净的小手、整洁的
衣服。个别还没有及时改变的孩子，
则偷偷地避开。一天、两天，一周、两
周，一个月、两个月⋯⋯渐渐地，孩子
们变了，变干净了，水灵了，整洁了，他
们变美了！

在改变学生外在的同时，他还想
办法改变学生的内在。他鼓励教师把
孩子们带到公园、科技馆、博物馆等公
共场所，请大学生走进校园和孩子们
一起活动，目的是让孩子们敢于说话，
主动表达，练就良好的心理素质。

针对教育教学中存在的各种问
题，任国权提出了“育人无小事，无处
不课堂”“让孩子人人有特长”“你希望
教你孩子的老师是什么样子，你就做
什么样子的老师”等教育主张。而且，
他总是亲力亲为，深入课堂，深入学生
活动中。

每年新生入学时，幸福中心校都
组织面试。这种面试不是考量学生
优劣，而是对每个学生早期家庭教育
情况进行摸底考察，以便及时指导家
长树立正确的家庭教育观，做孩子的
榜样。

随着孩子们的不断变化，这所农
村小学焕发出勃勃生机。学校生源大
幅度增加，现代化教学楼拔地而起。
学校完成华丽转身，成为长春市首批
新优质校。

打破壁垒，每个孩子都受益

2013 年 3 月，通过竞聘，任国权
回到培养自己多年的树勋小学任校
长，同时成为树勋大学区的区长。

树勋小学是吉林省的一所窗口
校，有着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办
学经验。在延续学校“人才兴校、育人
为本”理念基础上，任国权提出了“学
生自信、教师名优、家长幸福、课程生
态、教学前沿、校园和谐”的发展愿
景。“实施自信教育，成就自信少年，课
程是关键。”他从课程理念的创新出
发，把课程作为培养自信学生的关键
一环。从“用美的教育，塑造美的人”
到“让每一个孩子全面而有个性地成
长”，再到“做适合于每一个孩子自信
成长的教育”，树勋小学的课程理念在
不断提升。

然而，当时的树勋大学区，除了龙
头校树勋小学，其余几所学校规模都
很小，还包括两所农村校。任国权把
提升大学区教育质量的着力点放在教
师培训上，提出教师发展要修身、修
心、修德、修业、修境界的“五修论”，倡

导学区内的教师进行交流互学，采取
长期交流、短期交流、走教、选课等多
种形式，派出副校长、主任、省市骨干
教师到各个成员校任教，协助管理。
从“学区教师专业共同体”“学区教师
认知学徒制”，到“学区教研协作体”；
从“学区骨干捆绑交流”到“骨干教师
交流 321 工程”；从以“创区域发展共
同体，促进教师专业发展”作为大学区
教师发展的研究课题，到依托大学区
成立“任国权名校长工作室”⋯⋯三年
时间，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境界
高远的教师队伍逐步形成。

“刚提出教师交流时，真是处在两
难境地，作为校长，学校的骨干力量都
派出去了，那教育教学工作怎么开
展？从老师的角度讲，有人觉得这种
交流是‘不被重视’的结果，要脱离自
己熟悉的环境一年、两年甚至更久，教
师们的心里不踏实⋯⋯”当时，即便处
于那样的窘境，任国权仍乐观地劝服
教师，这种交流将是未来的教育趋势，
也是学校教师获得自我提升与发展的
必经之路。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6 年，大学
区三所成员校被评为长春市新优质
校。不久，区教育局对树勋大学区结
构进行了调整，两所村小取代了一所
品牌校和一所新优质校，大学区工作
又进入新一轮挑战。任国权通过分析
各成员校现状，又很快制定了多元发
展的新一轮大学区发展方案，形成了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树勋大学区
发展态势。

成立联盟，积极引领共发展

在做好学校和大学区教育的同
时，任国权始终抱着“多影响一所学校
是一所学校，力争让更多的孩子受益”
的教育理想，并付诸行动。

吉林省各地都留下了“树勋名师
讲学团”的足迹。受树勋特色课程启
发，松原市长岭县实验小学把独轮车
引进校本课程；参考树勋的“长线课
题、主导课题、个人小课题”经验，敦化

市第二实验小学深入细化了科研工
作；融合树勋文化，白城市镇赉县嘎什
根乡学校提出了“耕读教育”，开始了
基于乡土文化的校本课程开发⋯⋯

通过广泛交流，树勋小学和通化
市东昌区第二实验小学成为研修共同
体。“树勋小学带来的信息化展示，让
我们对一直觉得高高在上的‘翻转课
堂’有了初步的了解，我们一定以树勋
小学为榜样，积极学习他们先进的教
育理念和教改经验。”通化市东昌区第
二实验小学副校长郑丽娟说。而任国
权却认为，两个学校的深度交流，加深
了大家对教学的理解，拓展了研究领
域，双方获益！

“树勋名师讲学团”还经常到全国
各地，送讲座、做论坛、带新课、论科
研，交流学校教育理念、办学实践与校
园文化等。近五年来，作为教育部国
培专家，任国权应邀为全国各地的校
长、教师做讲座累计百场以上，他的教
育专题“校长的困惑与思考”“特级教
师谈教学”“实施自信教育，成就自信
少年”等受到广泛赞誉。与此同时，全
国各地的教育人也纷纷走进树勋小学
参观交流。

2017 年初，在任国权的倡导下，
来自全国各地的 30 多所学校正式成
立“树勋+”教育联盟,并逐步开展培
训交流、远程互动、师生结对、资源共
享、智慧教学等活动。今年 5 月，“树
勋+”教育联盟举办了一次以“聚焦核
心素养、打造生态课堂”为主题的“区
域教育协作——‘树勋+’联盟长岭行
活动”。“在联盟校里，每个学校都有树
勋的元素，每个学生脸上都洋溢着自
信的笑容，这就是‘树勋+’教育联盟
的力量。”公主岭市范家屯镇铁路小学
校长高雪说。

“树勋不仅仅在输出，更多则是在
收获。甭说学科教学对彼此有多少影
响，单是各地的文化差异，就带给大家
莫大的启示。因此，树勋小学作为联
盟的核心，看到得多，学到得就自然更
多。”任国权说。

任国权：城乡一体化的“棋子”
本报记者 赵准胜

小档案：

任国权，
吉林省长春
市树勋小学
校长，特级教
师、国家级骨
干教师、教育
部国培专家、
全国优秀校
长。

中国好校长

任国权任国权（（左四左四））和孩子们在一起聊天和孩子们在一起聊天。。 丛志鹏丛志鹏 摄摄

报考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的十大理由

理由一
——新中国历史上的功勋学校

她，因油而生，因油而兴，因油而强。
1953 年新中国成立之初，以清华大学石油工程
系为基础，汇集北京大学、天津大学等著名高
校的相关师资力量和办学条件，组建成立了新
中国首所石油高等学府——北京石油学院。经
过 65 年的砥砺前行，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现已发展成为国家“211 工程”“985 优势学科
创新平台”和“双一流”建设高校，也是国家
教育部门直属并建有研究生院的全国重点大
学，学科涵盖工学、理学、经济学、管理学、
法学、教育学、文学 7 大门类。

理由二
——石油科技人才的摇篮

建校以来，学校始终坚持以人才培养为根
本任务，着力打造人才培养质量品牌，赢得了
广泛的社会声誉。从广大校友中涌现出大批杰
出人才，走出了 20 多位两院院士以及一大批
石油石化行业领军人物和工程技术骨干。据统
计，恢复高考以来高校本科毕业生当选两院院
士人数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位列全国第 13

名 。 2017 年 度 世 界 500 强 企 业 首 席 执 行 官
（CEO） 母校排名中，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位居全球第 35 名，在中国大陆高校中位居第
6。桃李芬芳，群星荟萃，在这里，更多的石
油科技人才正在成长。

理由三
——石油石化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

学校坚持以国家能源需求、海洋战略和区
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为支点，优化学科布局，
加强平台建设，追求学术卓越。现有重质油国
家重点实验室、海洋物探及勘探设备国家工程
实验室、油气加工新技术教育部门工程研究中
心、石油石化新型装备与技术教育部门工程研
究中心等国家及省部重点实验室和研究机构，
学校成为石油石化行业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
在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研究等方面具有较强实
力，在 10 多个研究领域居国内领先水平和国
际先进水平。

理由四
——雄厚的师资力量

学校拥有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
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教师队伍。学校现有
教职员工 3300 余人，其中专任教师 1700 余
人。其中有两院院士、国家“千人计划”“外
专千人计划”、国家“万人计划”“长江学者”
特聘教授和讲座教授等；还有教育部门创新
团队、山东省优秀创新团队、泰山学者优势
特色学科人才团队、国家教学团队、山东省
教学团队等。

理由五
——开放宽广的培养平台

学校坚持开放办学，不断拓展社会服务领
域和发展空间，已与国内 70 多个地方政府部
门、大型企事业单位签署了全面合作协议。学
校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与文化交流，已与美国、
澳大利亚、俄罗斯、英国等 31 个国家和地区
的 141 所高等院校和学术机构建立了实质合作
交流关系，与 60 多所海外院校开展了包括交换
学生、联合培养、攻读学位、专业实习等在内的
学生海外学习交流项目。借助“一带一路”高校
联盟、“中欧工程教育联盟”等平台，推动与联
盟高校成员的实质性合作交流。聘请了近百名
著名专家、知名人士为我校兼职教授、名誉教
授和客座教授。近年来，国际合作交流项目逐
步增加，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前景。

理由六
——宽领域的深造空间

学校有国家批准设立的研究生院，有 63
个本科专业；有 11 个博士后流动站，14 个博士
学位授权一级学科，3 个博士学位授权二级学
科，1 种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32 个硕士学位
授权一级学科，两个硕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9
种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工程学、化学、材
料科学、地球科学等 4 个学科领域进入 ESI 全
球学科排名前 1%，石油与天然气工程、地质
资源与地质工程、安全科学与工程、地质学、
化学工程与技术、地球物理学等 6 个一级学科
进入教育部门第四轮学科评估全国前十名。

学校已建成具有鲜明特色的博士、硕士学
位授权学科体系，成绩优秀的本科生可被免试
推荐硕士研究生，或者直接攻读博士学位。学
校为研究生设立了多项奖学金并提供良好的科
研、社会实践、学习和生活条件。

学科专业覆盖石油石化工业的各个领域，
石油主干学科总体水平处于国内领先地位。

理由七
——完备的奖助体系

学校有各类奖学金、助学金、助学贷款、
勤工助学、困难补助、学费减免、学费补偿和
贷款代偿、学生保险为主体的多元化资助体系

（简称“奖、助、贷、勤、补、减、免、偿、
险”九位一体资助体系）。每年评选奖助学金
1.3 万余人次，发放奖助学金 2700 余万元；每
年为 3700 余名在校学生发放助学贷款 2900 余
万元；每年设立勤工助学岗位 2000 余个，发
放勤工助学费 220 余万元。每年各项资助惠及
学生 48000 余人次，资助资金超过 6600 万元。

理由八
——强有力的就业保障体系

学校加强毕业生就业工作，建立就业工作
保证体系，形成了工作特色，本科及以上学历
毕业生离校就业率连续 23 年在 90%以上。我校
特色鲜明、卓有成效的就业工作受到多方好
评，获国家教育部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
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荣誉称号和“全国就业
先进工作单位”称号。

学校每年组织 5 次左右的大型毕业生就业

双选招聘会和几百场专场招聘会，众多大型央
企及北京、上海等全国大中城市的 1500 多家
单位纷纷前来参加我校毕业生招聘会，为毕业
生提供了广阔的就业空间。

理由九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魅力校园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不仅是中国石油大
学（华东）环境的写照，更是扎根在石大人心中
的情怀。大海的博大深邃赋予学校海纳百川、
兼容并包的深厚底蕴。学济世之道，怀人文之
思，厚重博大的校园文化、丰富多彩的校园活
动，让这所石油高校不断迸发出新的活力。

学校面朝浪平风清的唐岛湾，背倚苍翠雄
伟的珠山山脉，校依山势、海映山色，风景秀
丽。美丽的石大校园春华秋实、生机盎然，这
里，大学生活多姿多彩，青春梦想绽放有声。

理由十
——令人憧憬的发展蓝图

建校 65 年来，学校形成了鲜明的办学特
色，办学实力和办学水平不断提高。在新的历
史时期，学校坚持特色发展，开放发展，和谐
发展，正在向着“石油学科世界一流、多学科
协调发展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办学目标奋
力迈进。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新的时期，学校
向着愿景目标迈出坚实步伐，让脚下的舞台变
得更加广阔，更加灿烂。石大用自己的坚韧和
能量，向世界诠释了生生不息、燃烧不止的石
油魂。

在美丽的青岛，有这样一所
高等学府，她有着“面朝大海、春
暖花开”的地理位置，更有着新中
国“功勋学校”的战略地位。这，
就是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地 址：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长江西路66号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招生办公室

电 话：0532-86981305 86983085 86983086
传 真：0532-86981305
邮 编：266580
本科招生信息网：http://zhaosheng.upc.edu.cn/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在美丽的青岛欢迎你的到来！

中国石油大学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华东））
本科招生网本科招生网

中国石油大学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华东））
本科招生微信公众号本科招生微信公众号

〔高考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