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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基层新闻

■基层速递

“2017 年是合川教育的一个重要节
点。”一见面，重庆市合川区教委主任朱显
贵就介绍起了合川如何推进教育现代化
发展、打造区域教育特色的概况。

2017 年合川完成义务教育基本均衡
区国家达标验收，全区实现了义务教育基
本均衡。下一步教育内涵如何提升？核
心素养培育如何落地？学、育方式如何变
革？未来优质均衡的路如何走？这成为
摆在合川教育人面前的一道道思考题。

作为陶行知先生办学时间最长、理论
和实践集大成的地方，合川深入挖掘陶行
知教育思想的实践价值，立足区域社会文
化特点和学校实际，进行科学设计、系统推
进，打通学校与社会、教育与生活的围墙，
全面提升了区域教育的品质和均衡水平。

使命所系 区域推进

走进位于合川区嘉陵江畔凤凰山上
的古圣寺，古香古色、林木葱葱。而门口

“育才学校办学旧址”的石碑诉说着这里
曾经的惊天动地。这，正是 80 年前陶行
知先生创建的育才学校所在地。

在这里，他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
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三大主张，他
不仅教学生学习文化课，还对学生进行劳
动教育、生活技能教育和革命的思想教
育，把生活教育的理论运用在培养“人才
幼苗”的实践中。

“从过去的教育救国到今天的教育强
国，新时代对人才素质的要求与陶先生所
提倡的教育理念是一脉相承的，是符合教
育规律的，是与时俱进的。”谈起传承行知
教育思想的初衷时朱显贵说，“作为陶行
知先生理论和实践集大成的地方，合川有
责任、有使命来传承和光大先生的教育主
张、理念和思想。”

2017 年，在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
区验收后，合川区委、区政府下发文件，在
全区启动基础教育品质提升行动，区域整
体实施“生活教育光大工程”，全面促进全
区中小学特色发展、品质提升，努力打造

“基础教育强区”。
为此，合川区建立起 6 大机制，即督

导考核机制、评价激励机制、培训指导机
制、成果推广机制、部门联动机制、经费保
障机制；落实 3 大行动，即“行知文化进校

园”的特色学校建设、“行知理论进课程”
的特色课程建设、“行知思想进课堂”的行
知品质课堂建设。

以评价激励机制为例，合川区每两年
开展一次特色校园文化学校评选命名授
牌，每年开展一次“生活教育光大工程基地
学校”评选，每年开展一次“课程创新基地”

“精品选修课程”评选，每年开展一次“行知
品质课堂—达标课”评价（校级、区级），每
年开展一次以行知品质课堂建设为主题的

“行知式好学校”“行知式好教师”评选。
“经费保障机制也是重中之重。”朱显

贵详细解释道，区政府每年划拨 2000 万
元专项经费用于基础教育品质提升项目。

科研引领 重点推进

在合川中学见到了高三（17）班学生
周嘉欣，她刚刚参加了 8 月份在合川中学
举办的 2019 年全国中学生桥牌锦标赛。
在桥牌这项高智商竞技中取得佳绩的她，
在生活等方面同样表现优异。回锅肉、合
川肉片等都是她会做的拿手好菜。

“会做回锅肉、合川肉片，这些是我校
‘新二十三常能校本课程’中‘会家务’这
一项的具体要求和内容。”合川中学校长
罗友介绍说，根据区教委的统一要求和学
校发展需要，合川中学推进了以生活教育
理念为主的学生生涯规划教育改革探索，
构建起了“新二十三常能校本课程体系”，
开设了数十门特色校本课程。

“合川在推进实施‘生活教育光大工
程’时，最大的难题就是品质课程的构建与
教师理念的提升。”合川区教科所所长李光
华介绍说，合川的化解之道就是科研引领。

为此，合川区教科所重点构建起了一
个机制和一个抓手，即教研员划片入校指
导机制，“新二十三常能”培育抓手。

陶行知先生曾提出了著名的“二十三
常能”，包括“会做小先生”“会烧饭菜”“会
游泳”等在内的初级十六常能和“会速记”

“会临时讲演”等在内的高级七常能。合
川区教科所从 2017 年开始组建专门的研
究团队，继承和发扬了陶行知先生的“二
十三常能”，提炼符合时代发展、学生特点
的学生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经过近一年
的时间，研制出了“新二十三常能”框架，
以及小学、初中、高中三个学段的常能内
容，涵盖生活力、自动力、创造力三个方
面，符合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目标，旨
在推动核心素养课程化、教学化。

为了推进“新二十三常能”为抓手的

陶行知教育理论扎根，合川区又建立起教
研员划片入校指导机制，将全区分成 6 个
片区，每个片区由一名教科所领导带领 4
名教研员，分片、包校指导课堂改革、教师
教研、课题研究等。

在有力的抓手和有效的机制引导下，
合川区以“新二十三常能”为框架的特色
校本课程建设取得实效，先后获评重庆市

“课程创新基地”5 个、“精品选修课程”15
门；建设区级“课程创新基地”10个、“精品
选修课程”30门。“新二十三常能”让“核心
素养”不再“神秘”。

特色强校 品质提升

“因为我们班在种植区种的玉米比较
少，所以必须进行人工授粉，否则结出来
的玉米颗粒不会饱满。”说这话的是合川
区钱塘中学初三（9）班学生唐萱。

唐萱所说的种植区指的是学校为每
个班级准备的两块地：一块是种植区、一
块是绿化区。全校共有 42 个班，共开辟
出了84块地。

这块小小的种植区给学生带来的不
仅仅是农业知识，还有劳动技能、劳动精
神。原来不起眼的空地、荒地变成了五育
并举的大课堂。

育人环境的拓展和完善，得益于学校
对课程的重新打磨。副校长胡平介绍说，
自从实施了“生活教育光大工程”，学校更
加认真思索自己的办学特色和定位，形成

了以“合”为文化的办学特色，构建起了合
作课程体系，分为合育课程、合智课程、合
健课程、合美课程。

“文化引领，质量提升，这是我们推进
‘生活教育光大工程’的两大核心。”朱显贵
说，让学校有学校味，具备学校的气质、神韵
与灵气，逐步形成区域特色学校文化品牌，
走出一条个性发展、特色办学之路。

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育才学校。在
育才学校旧址旁边一墙之隔的育才学校
新校区里书声琅琅。作为育才学校今天
的校长，沈小燕正在把平民教育的理念传
承下来，把生活教育的主张落实在办学实
践中——

学校推倒了围墙：新校区的教学楼、
功能楼、操场与旁边的育才学校旧址、行
知生活教育基地、陶行知先生纪念馆、古
圣村融为一个整体，学生快乐行走在这座
社会的大校园里；

学校办起了占地 30 亩的行知大课
堂：学校操场前面的行知生活教育基地
里，荷花池、水产区、农耕区等区域错落有
致，每到课余学生便争先恐后地来到此耕
种、浇水、施肥、除草，这里变成了一片快
乐的海洋、一个幸福的课堂；

学校实现了校长和小校长共同治理：
学校积极推行陶行知先生提出的“小先生
制”，通过管理、课程、课堂三条路径来落
实，不断涌现出学习小先生、体育小先生、
礼仪小先生⋯⋯学生实现了全面发展，成
为了学习的主人、生活的主人。

重庆市合川区传承行知教育思想、推动学育方式变革、提升教育品质——

教育因“生活的光大”而不同
通讯员 周光琪

曹王镇，一个位于山东省滨州市最
东南端的偏远小镇，人口只有 3 万余
人，但近年来校园足球却在这里开展得
如火如荼，屡获县市比赛佳绩，已成为
当地一张名片。

日前，持续三个多月的滨州市第四
届市长杯校园足球联赛落下帷幕，来自
全市的 201 支队伍参加了比赛。比赛
中，作为博兴县的冠军，曹王镇中心小
学男子甲组足球队的农村娃不畏强手，
最终获得全市亚军。值得关注的是，今
年博兴县在小学和初中组共派出 6 个组
别队伍参加全市比赛，其中 4 支都来自
曹王镇，都在市长杯上取得了优异成
绩。此外，除了滨州市正在推荐“全国
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的曹王镇第
三小学，曹王镇其他 3 所中小学均已成
为“国家级足球特色学校”，刷新了该市
校园足球历史，这在山东省也不多见。
滨州市作为全国校园足球改革试验区，
市内校园足球学校可谓“高手云集”的

竞争。
限于客观条件，农村校园足球想出

成绩更难。偏处一隅的曹王镇何以异军
突起？“近年来，我镇坚持开展‘足球兴
教’活动，从场所、人员、装备、平台
四个方面入手，大力推动青少年足球事
业发展，为校园足球发展打下了良好的
基础。”曹王镇党委书记吕友庆说，通过

“足球兴教”，曹王镇先后斥资 5000 多万
元，为全镇 4 所学校建起了足球场，家
校合作开展校园足球教育，引发了家
长、学生、老师对校园足球的热情。

在艰难坚持下，2015 年 8 月，曹王
镇中学成为滨州市第一批“全国校园足
球特色学校”。曹王镇按照学区一体化的
模式开展办学，实现了小学与中学的更
好衔接，主动敞开大门向全镇兄弟学校
分享足球教育经验，促进了全镇校园足
球的快速发展。

在曹王镇学区召开足球研讨会时，
由中学校长详细介绍对青少年足球的认

识、规划、工作方法。面对农村学校缺
乏优秀教练、教材等棘手问题，曹王镇
学区整合相关力量，积极支持足球教练
参加省、市、县培训，挤出资金聘请专
业足球教练到学区内各学校轮流指导，
争取资金对表现优秀的球队进行奖励。

“以前我们踢的都是‘野路子’，现
在镇里积极支持我们走出去参加各种专
业培训，越来越好了。”作为镇上足球领
路人的两位“土”教练，曹庆军、李保
国两位老师成长很快。

在具体实践中，曹王镇各学校将足
球课纳入课表，并定期举办校园足球比
赛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形成全员参与、
积极向上的校园足球文化氛围。学生在
每周一次的足球体育课上学习足球基本
知识和技术，各学校积极开展校园足球
班级联赛，建立了班级、年级联赛制
度，全镇每年举办一次“镇长杯”校园
足球联赛。比赛和教学相结合的模式，
让学生真正成了足球运动的主体参与者。

“靠单打独斗、各自为战是不行的，
有了学区的整合，就能拢指成拳，形成
整体优势。”博兴县曹王学区主任、曹王
中学校长曹新杰说，“现在，各校各个班
级都组建了男、女足球队，学区还将成
立各个年龄段的学区足球队，为精英队
员的持续发展和精英球员的选拔提供畅
通渠道。”

在曹王镇学校，现在不仅是足球比
赛交流多了，而且学校的足球教育理念
都有了整体的设计规划，结合各个学校
的文化理念体系，形成了独特的乡镇学
校文化体系。

滨州市教育局局长刘春国表示，作
为一个偏远农村小镇，曹王学区成功打
出了“足球教育小镇”的名片。滨州市
作为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改革试验区，
将不断完善“普及+提升+竞技+精英”
的发展模式，健全“政府主导、师资保
障、联赛规范、发展创新”的体制机
制，进一步发挥校园足球的育人功能。

一个“足球教育小镇”的崛起
本报记者 魏海政 特约通讯员 王蕾

本报讯 （特约通讯员 范
先机） 加 快 基 础 教 育 优 质 发
展，推动学前教育普惠发展，
加快现代职业教育发展⋯⋯近
日，湖北省鄂州市召开全市
教育大会对全市各类教育进
行部署。未来几年，鄂州将
全面开启加快教育现代化的新
征程，以教育信息化支撑引领
教育现代化，力争到 2022 年，
实现“一个率先、四个前列”，
即率先在全省基本实现教育现
代化，市域内教育优质均衡发
展走在前列，未成年人思想道
德建设走在前列，教育信息化
走在前列，教师队伍建设走在
前列。

市新民街小学东校区高标
准开学；新增市实验小学恒大

校区和两所华中师范大学附属
学校；率先开展教育信息化试
点改革，实现“校校通、班班
通、人人通”城乡全覆盖⋯⋯
这是鄂州市加快推进教育现代
化的一个缩影。据介绍，“十三
五”以来，鄂州市共投入 7.3
亿元发展教育，新建 38 所农村
普惠性幼儿园，完成 269 所义
务教育学校“全面改薄”工
程。农村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
善，城乡校园面貌实现新提升。

鄂州市委书记王立在会上
提出，要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
在教育上的关键事、忧心事和
烦心事。要以更加务实、更加
有力的改革举措，努力争当教
育现代化的排头兵、确保进入
湖北省第一方阵。

湖北鄂州

以信息化支撑引领教育现代化

本报讯 （特约通讯员 陆
红纲） 一张圆桌、两把椅子、一
名主持人、一名摄像师⋯⋯石家
庄信息工程学院办起了一档访
谈节目——《思政大家谈》，两年
来共录制播出节目近 20 期，观
众覆盖全院 1.7 万多名师生。

“《思政大家谈》谈的是思政，说
的是心声，想的是育人，悟的是
道理，聚的是精神。”石家庄信息
工程学院老师对笔者说，学院的
初衷是搭建一个发声共享的平
台，让思政观念真正根植到每一

名学生的头脑中。
教育发展，德育先行。近

年来，石家庄市教育系统深入推
进思政育人工作，通过全员德
育、全科德育、全方位德育、全过
程德育、全社会德育，积极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致
力于培养“内外兼修”的优秀学
生。目前，东风小学、机场路小
学、四十一中 3 所学校德育经验
成功入选全国中小学德育工作
典型，60 所大中小学入选创建
全国文明校园先进学校名单。

河北石家庄

构建德育一体化体系

本报讯 （特约通讯员 刘
银燕） 今年教师节，安徽省阜
阳市文峰幼儿园向家长发出一
份特殊的“送礼清单”，列出老
师们最想收到的礼物是：让孩
子给老师唱一首歌、弹一支钢
琴曲、跳一段优美的舞蹈；也
可以带孩子去看看自己的老
师，在以身示范之中让孩子懂
得尊师重教的道理；或者到幼
儿园做一次义工，通过这种方
式了解学校，真实地感受教师
工作的忙碌⋯⋯这份倡议教师
节放下“物”、拾起“礼”的清
单道出了广大一线教师的心声。

教师节前夕，颍州区教育
局发出通知，倡导各学校营造
风气清正的节日环境，要求各
中小学正确引导家长和学生表
达教师节心意，提前策划爱意
浓浓的活动，婉言拒绝家长送

礼。阜纺小学请孩子们自制教
师节卡片，学校在校门口统一布
置展板，让孩子们集中张贴，让
老师们享受这份节日里宁静的
自豪。清河幼儿园大班的孩子
们自制月饼送给老师当礼物，每
个步骤都是孩子自己独立完成
的，每一步都融入了孩子对老师
的尊敬和感激。莲池小学筹备
举办了教师节主题活动“爱在指
尖笔下”，孩子们记录下与老师
之间的心情故事等⋯⋯

“尊师重道重在平时，而非
教师节时的礼物表达。尊重是
送给教师节最好的礼物。”颍州
区教育局党组书记白莽也为这
些学校的主题活动点赞：“我们
呼吁家长们更多地去理解老
师、换位思考，在日常的交流
中多和老师沟通，用实际行动
尊重和支持老师的工作。”

阜阳颍州区

开出尊师重道“清单”

教师节当天一大早，甘肃
省天水市麦积区道南小学五

（5） 班的家长代表给学校送来
一面锦旗，向学校老师祝贺节
日，感谢全体教师对孩子的付
出和培养，校长刘惠云从家长
手中接过锦旗的时候，幸福感
顿时涌上心头，觉得这份礼物
是家长给学校和教师打了高分。

近年来，该校开展做幸福
快乐教师活动，秉承“以爱育
人、以美启智”的办学理念，
在教师中倡导“微笑工作、快
乐运动、美丽生活”，努力追求

“让‘爱’成为教育的基石，让
‘美’成为教师的灵魂”的境
界，成就学生的美好未来。

道南小学教师办公室里都
有一面镜子，这是学校专门为
教师微笑工作量身打造的一个
小细节，每位老师上课前在镜
子前正正衣冠，看看“今天你
微笑了吗？”以端庄的仪容仪表
走上讲台，以良好的精神面貌
和灿烂的微笑上好每一节课。

该 校 教 师 平 均 年 龄 45.6
岁，教师平均周课时达到15节，
大部分教师还承担社团活动、红
领巾广播站、四季主题活动的任
务，但由于学校创设了宽松的工
作环境，教师的工作激情被充分
调动起来。“‘三八节’，学校给每
位教师送了一朵玫瑰，这种很有
仪式感的活动感觉很温馨、很幸
福。”安静波老师直言，必须把内

心最美的微笑展示给学生，释放
亲和力。

快乐运动也是幸福快乐老
师的一项内容。学校经常举行
教职工拔河、羽毛球比赛、庆

“三八”趣味比赛等体育活动，
教师和孩子们一起跳绳、跳
舞、踢毽子，到自己喜爱的社
团跟着学葫芦丝、舞蹈、画
画、书法、手工制作等才艺，
老师在运动中释放心理压力，
提升专业、生活、休闲能力，
分享快乐。

道南小学有女教师 95 人，
占教师总数的 85%，创造美丽
生活成为学校倡导做幸福快乐
教师的又一个主题，把美融入
到生活当中。

今年教师节期间，学校组
织教师以年级组为单位，开展
了主题为“天天向上”的抖音
拍摄活动，女老师们打扮得
青春靓丽，拍出了一组组精气
神十足的画面，抖音分享到网
上刷爆了朋友圈，网民盛赞学
校教师的节日风采，纷纷表示
把孩子交给这样阳光自信的老
师团队家长一百个放心。

“今年教育部提出重振师道
尊严的口号，让学校倡导做幸
福快乐教师更有了底气，今后
还要结合实际，不断丰富微笑
工作、快乐运动、美丽生活内
涵，用爱心和激情浇灌花朵。”
刘惠云说。

天水麦积区道南小学开展做幸福快乐教师活动——

最美的微笑给学生
特约通讯员 闫锁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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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义乌市教育局与
义乌市消防救援支队联合
开展“学以致用，习以为常”
消防进校园开学第一课活
动。全市 25 万名师生通过
网络直播平台同步收看。
活动以讲解与演练相结合
的方式，学习防灭火知识，
认识常用灭火器材及消防
装备，观看应急救援演练。
师生还进行了应急疏散逃
生演练，体验了穿戴战斗
服、使用手提式灭火器灭火
等项目。

龚琴娟 王井均 摄

25万师生
同上消防课

▲消防指战员向师生展示
消防器材装备的使用方法。

◀学生体验消防绳结打法。

■看基层

■基层实践

特别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