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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基层新闻
■基层速递

今年秋季，从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海
拔 3000 多米的西营镇三沟村搬迁至荣华
高新产业区的赵世恒一家，住上了 90 多
平方米的楼房，生活从此有了新变化。

“以前住在大山沟里，孩子的上学是
个难题。现在我们住进了‘新农村’，最重
要的是孩子能在家门口上好学了。”提及
此，赵世恒一脸自豪。

令赵世恒一家欣喜的变化，是凉州区
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一个缩影。近年
来，该区在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基础上，按照
提质量、扩资源、促均衡、抓队伍、重内涵、
保安全的“六大任务”，全力推进教育教学
质量提升、教育资源扩大、义务教育高位均
衡发展，不断提升教育品质，彰显教育特
色，有力地推动了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城区扩容 乡村补差

初秋时节，武威市凉州区荣华高新产
业区的东部青顶白墙的新小区，整齐划
一、格外醒目。小区中间，一幢现代化的
教学楼巍然屹立。这是凉州区高起点规
划、高标准建设，于今年春季投入使用的
一所九年寄宿制学校——武威第二十四
中学，可容纳学生1080人。

“建校之初，学校周边仅有一个居民
区，不存在入学压力，如今陆续有张义、南
营、西营等地移民搬迁，学校班容量随之
水涨船高。”校长范军介绍说，新校落成不
仅让贫困群众搬得出、稳得住，也从根源
上解决了教育公平，让更多的贫困家庭享
受到了教育福利。

凉州区地处甘肃省西北部，河西走廊
东端、祁连山北麓，是该省人口最多的县
区，总人口达103.5万人。近些年，随着城
镇化进程加快和生态移民工程的实施，凉

州区城区人口已超过 38 万，现有学校难
以满足居民的入学需求。

为缓解不断升温的“大班额”问题，保
障现有居民、移民及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平
等接受义务教育，凉州区加强顶层设计，
依据城区发展规划对城区学校进行扩
容。近 5 年来，共划拨教育用地 16 宗共
788.6 亩，在城区中小学累计投入资金 3.1
亿元，新建改扩建中小学 8 所，新建校舍
7.46万平方米，新增学位9750个。

在城区实施扩容工程的同时，凉州区
在乡村实施的“全面改薄”工程也在为农
村弱校增添着活力。

据统计，2014 年以来，该区以“全面
改薄”为契机，累计投入资金 7.3 亿元，新
建校舍19.8万平方米，新建室外运动场地
27.7 万平方米，新增学位 8000 多个，并对
全区中小学食堂、操场、旱厕等进行改造
升级。

“学校的改善一方面保证了师生的生
活和学习，另一方面也倒逼学校内涵式发
展，使得农村学校教学质量大幅提升，既
留住了学生，也解放了家长。”武威第十七
中学校长郭永清说。

资源整合 抱团发展

相比前几年，凉州区教育局教研室主
任冯亚瑾的底气和自信足了很多。

“过去，凉州区中小学教育发展极不
平衡，特别是农村学校普遍存在布局分
散、规模较小、缺乏学科领军力量、教研资
源不足等现状。这样的结果显而易见，城
区学校越强，而农村学校越弱。”冯亚瑾无
奈地说。

为有效破解农村学校发展的这些难
题，近年来，凉州区教育局按照“就近划

片、区域互动、资源共享”的原则，根据区
域内各学校教学质量发展情况，将全区各
学校划分为10个城区联片组、13个农村
联片组、6 个城乡联片大组。具体实践
中，各联片教研组通过现场交流、示范
观摩、网络互通等方式，积极组织开展
大组备课、案例教研、同课异构、问题
会诊和校本课程开发等活动，打造教育
发展共同体，实现了区域内各学校资源
共享、共同发展。

“联片教研活动中，成员校不断总结
推行好经验、好做法，形成了相互学习、相
互促进的梯次发展局面。各联片组牵头
学校通过线上课堂共享、集体备课、课例
研讨等形式，进一步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
辐射作用，实现了以强带弱、抱团发展。”
武威十中副校长曹生财说。

依托联片教研中涌现的各学科名师，
凉州区成立了覆盖中小学各学段、各学科
的32个名师工作室，在名师工作室的带动
下，一大批青年教师成功地实现了专业成
长的新飞跃，逐渐成长为学校、区域名师。

四坝镇九年制学校教师赵子茜就是
联片教研的受益者。她说：“教育局为乡
村教师的专业成长搭建了广阔的平台，每
一次观摩城里优秀教师的课堂，我都受益
匪浅。在专家的指导下，不但学到了丰富
的教学理论知识、先进的教学理念，更是
让我摆脱了‘闭门造车’的窘境。”

据统计，近五年来，凉州区共有近
300 名教师获得陇原名师、甘肃省青年教
学能手、甘肃省骨干教师等荣誉称号，有
近 500 名教师在全国、全省教学技能大
赛、“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评选活动
中获奖；在 2018 年甘肃省基础教育教学
成果奖评选中 6 项成果分获一、二等奖，
获奖数量在全省各县区名列前茅。

一校一品 人人有专长

童趣的动漫卡通猪猪侠、栩栩如生
的人物形象、惟妙惟肖的城堡⋯⋯走进
凉州区共和街小学的微沙雕艺术实践工
作坊，一件件用细碎沙子“刻画”的奇
妙世界格外引人注目，仿佛走进了童话
世界。

凉州区地处腾格里沙漠边缘，生于
斯长于斯的孩子们对沙漠有着难以割舍
的情感。因此，共和街小学学生艺术实
践工作坊在进行学生美术实践时，紧扣
沙漠题材，开展了以微沙雕为主要艺术
形式的创作与探究，并以沙贴画、塑版
画、水墨画、线描画等多种创意形式凸
显西部沙漠特色，受到了师生的欢迎。

近年来，凉州区以构建凉州特色教
育品牌为目标，着力打造一批教育理念
先进、管理模式科学、教师素质优良、
学生全面发展的国家和省市区级特色学
校。目前，大部分学校形成了“学生有特
长、教师有发展、学校有特色”和“校校有
品牌，校校有特色”的良好局面。

书法、绘画、民乐、舞蹈、剪纸、
经典阅读等，都成为凉州区各中小学的
校本课程，进而成为各校的办学特色，
推动了学校内涵式发展。

“特色学校建设已成为凉州区推动学
校发展、促进素质教育实施、提高教育教
学质量的重要引擎，这既是广大人民群众
的外在需求，也是我们努力前行的内在动
力。”凉州区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杨发寿
说，“我们要继续强力推动全区教育事业
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教育品质，让城乡
孩子同样享受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助
推人口大区向教育强区的跨越。”

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特色成为学校发展“新引擎”
本报记者 尹晓军 特约通讯员 叶祥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隆隆的雷声里
诞生⋯⋯”浙江传媒学院“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诗会上，师生深情朗诵现
代诗《我们最伟大的节日》，在广大师生心
中引发强烈共鸣。

类似的精彩正在浙江传媒学院不断
上演。近年来，该校发挥传媒艺术类学科
专业特色，采取多项举措加强思想政治教
育，唱响思政教育“合奏曲”，擦亮了学生
青春底色。

思政课程教学“有法”

“古圣和先贤，在这里建家园⋯⋯”在
该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上传
来了歌声，一位老师领着学生唱到“古圣”

“先贤”时，双手伸直，竖起大拇指——这
是该校思政教师何仁富教授的课堂，他
用教唱手语歌的方法让学生理解中华文
化，激发爱国情怀。

思政教学如何得法？这考问着每一
位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思政教师。“我们是
传媒艺术类学校，学生对传播的形式和内
容都有较高的要求，枯燥的思政课很难引
起他们的兴趣。”何仁富说。

浙江传媒学院总结出一套“四联四进

法”，要求每一位思政教师讲课联系实际、
科研联系教学、教师联系社团、思想联系
前沿，同时专题讲座进课堂、专家学者进
课堂、实践成果进课堂、浙江精神进课
堂，并以此凝练出了主题思考、名家示范、
一线实践、文化浸润等“思政八法”。

陶婷老师被学生誉为“浙江通”，她的
课堂上经常运用“最多跑一次”“杭州互联
网法院”等许多浙江改革实践经验方面的
生动事例，把思政小课堂和社会大课堂结
合起来，让这群“00后”大学生大呼过瘾。

除了教学得法，老师们还有很多“小
心思”。陶婷不论给哪个班上课，第一堂
课她就能叫出每名学生的姓名，在她家里
至今还存放着几十本“心灵沟通本”，记满
了历届学生写给她的知心话、小秘密。

课程思政育人“有味”

2018 级播音主持艺术专业魏之惠同
学的手上，是学校精心编印的《播音主持
艺术专业学生练声读本》，里面选取的主
要是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的内
容。一呼一吸间，诵读和播报中，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入脑入心。

“我们编印‘练声读本’，就是要把专

业教育与思政教育结合起来，让学生在每
日练声中不仅掌握发音要领和科学发声
方法，还能启迪思想、陶冶情操、提升品
位。目前来看，同学们反响都比较好。”
播音主持艺术学院李贞老师说道。

据了解，浙江传媒学院确立了几十
门课程思政的试点课程和培育课程。如

“新闻采访与写作”课堂里，教师焦俊波
通过新闻采访情景再现，培养学生正确
的价值观和新闻理想。教师李炫鑫的

“游戏策划与关卡设计”课更是充满“魔
性”，他会与学生们来一段“甩头舞”，
甚至穿着搞怪的玩偶服现身教室，欢声
笑语间思政教学悄然发生。

因为有了传媒艺术类专业的“加持”，
该校的课程思政好看又好玩，被学生追成
了“网红”。据统计，该校的课程思政直播
课，观看人数累计达200万人次。

思政文创传播“有力”

“红船，你是一部经典，阅读你深深
眷恋；红船，你是一首颂歌，唱着你心
潮翻卷⋯⋯”这是学校与嘉兴市委宣传
部联合打造的国家艺术基金重大资助项
目原创音乐剧 《红船往事》。

该剧紧紧围绕“不忘初心、不懈追寻”
的思想理念，以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真
实、生动地在舞台上再现了具有坚定信念
的革命先驱，冒着生命危险，冲破重重阻
挠，开天辟地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历
程，歌颂了革命先辈的爱国情怀与丰功伟
绩。有近 100 位师生参与创作演出，曾在
32 天内完成 21 场高质量的演出。剧组还
成立了临时党支部，在这期间有 7 名学生
加入中国共产党，真正体现了“心中有信
仰，脚下有力量”。

据悉，浙江传媒学院专门成立了中国
梦文艺研创中心，承担中组部党员教育电
视系列片制作，为全国党员干部教育作出
积极贡献，先后获得中组部全国党员教育
电视片特别奖、二等奖。师生主创的《五
月槐花香》《孝女曹娥》《圩堡枪声》《小鸡
彩虹》等一大批原创的影视作品荣获金鸡
奖、星光奖、飞天奖、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
奖等国内外重要奖项。

“我们就是要跳出思政‘课’的框架
去建设思政课。通过有效运用‘互联
网+’‘技术+’‘艺术+’等形式，让思
政课百花齐放、春风化雨。”该校党委书
记杨立平说。

浙江传媒学院：思政教育点亮“美丽人生”
本报记者 蒋亦丰 通讯员 潘红霞 杨圣琼

本报讯 （特约通讯员 翁
涛） 近日，湖北省荆门市召开
全市教育大会，部署未来一段
时期荆门教育改革发展工作。
未来，荆门市将重点加强学校
思政建设、补齐教育发展短
板、深化教育改革创新、配强
建优师资队伍，坚持发展规
划、经费保障、资源配置“三
优先”和教育投入“两提高、
三增长”机制，以教育现代化
支撑荆门现代化。

据介绍，“十三五”以来，荆
门市共投入 124.83 亿元发展教
育：实施学校建设工程，完成全
市310所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全
面改薄”，新建、改扩建普惠性幼
儿园 200 多所，新建、改扩建城

区学校 20 多所，全市义务教育
各学段起始年级 66 人以上超大
班额全部消除；实施教育信息化
建设工程，全市“校校通、班班
通、人人通”覆盖率达到 95%以
上，荆门市被确定为全国教育信
息化项目试点地区；实施特殊群
体学生关爱工程，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资助全覆盖，残疾学生教育
全免费，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入学
零障碍，人民群众的教育满意度
持续增强。

荆门市委书记张爱国在会
上提出，要以更加务实、更加
有力、更加接地气的改革举
措，着力提升教育发展水平和
公平程度，加快建设教育强
市，奋力推进荆门教育现代化。

湖北荆门

以教育现代化支撑现代化实现

本报讯（记者 方梦宇 特
约通讯员 李强）有能力的老师
就可以当校长！如今，这句话在
安徽临泉已成为现实。近日，安
徽临泉县教育局联合县组织、人
社、编办等部门，按照学校内设
机构和管理干部职数设置标准
及全县中小学正副校长岗位空
缺情况，在全县教育系统内公开
竞聘 40 名中小学校校长，其中
高中副校长 3 名，乡镇中心学校
校长 3 名、副校长 14 名，乡镇中
心小学副校长20名。

目前，40 名中小学正副校
长已走上新的工作岗位，原杨小
街市级名师、学校教科室主任、
少先大队辅导员常坦便是这 40
名竞选者中的一员。经过笔试、
面试、民主测评、考察等环节，常
坦在 15 位竞聘者中脱颖而出，
成为了黄岭中心学校校长。

“这次竞聘改写了我整个职

业生涯规划，为我的个人发展按
下了加速键，真幸运，赶上了这
么好的用人机制。”常坦说。

据了解，临泉县此次公开选
聘采取个人自荐或组织推荐报
名的方式进行。竞聘上岗范围
为全县在编在岗教师，自竞聘公
告发出后，临泉县教育局共收到
359 份报考申请。经过审核，共
有 357 名人员符合竞聘上岗资
格，其中竞聘高中副校长岗位
45 人、竞聘中心校校长职位 29
人、竞聘中心（县直）学校副校长
职位 142 人、竞聘中心完小（城
区学校）副校长职位141人。

“我们的目的就是在全县范
围内选拔出优秀教育管理人
才，充分发挥他们的引领带动
作用，提高全县教育教学管理
水平，推进全县教育事业整体
发展。”该县教育局党委书记、
局长柳洪明说。

安徽临泉

教师竞聘当校长

本报讯 （通讯员 刘芝平 舒越） 当
以校训命名的“知”字班、“行”字班、

“合”字班、“一”字班的班主任们走上
台，接受聘书的那一刻，掌声雷动。“从
今天开始，我们这支有着 26 年光荣历史
的军训教官兼班级管理员队伍正式成为了

‘正规军’，开始接受全方位系统性的培
养。”“知”字班学员、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高明阳同学如是说。

这是南昌航空大学“知行”实践班的
开班现场，112名男生、57名女生整齐的
着装、黝黑的脸庞、响亮的口号，构成了

“超燃”的画面。党委书记郭杰忠指出，
学校成立“知行”实践班，就是要通过创
新人才培养模式，对学生中存在的知而不
行、不知不行等问题采取实际行动，实现
大学生认知由感性向理性转化，行为养成
由明纪知规向知行合一转化，学思践悟成
果由自发向自觉转化，切实解决大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中知易行难的问题。

据了解，“知行”实践班班级建制为
三年，每班 40 人左右，分为“教育引
导”和“实践磨砺”两大模块。三年间，
学员在完成所在专业教学计划的同时，需
要完成 270 学时的实践班课程与实践任
务，而这些理论教学及实践性环节分别纳
入通识教育选修课学分要求和课外实践活
动学分管理规定。

南昌航空大学

开办“知行”实践班

本报讯 （记者 潘玉娇）
前不久，全国第六届中小学生
艺术展演在苏州举行，江苏省
南京市溧水区白马中心小学和
溧水区实验小学共同选送的蚕
文化艺术实践工作坊，从众多
参赛队伍中脱颖而出，荣获一
等奖。

南京市溧水区有着悠久的
养蚕史。2010年前后，江苏提
倡开发校本课程，看着学生们
在科学课上学习养蚕，白马小
学美术老师尹白玲灵机一动，
试着将这一本土资源融入美术
学科。时任校长冯生对此非常
支持，将学校后的空地开辟成
桑田基地。随着一棵棵桑树苗
拔地而起，该校的蚕文化校本
课程开发也逐渐完善。

2015年，在白马小学的邀请
下，溧水区实验小学携手参与到
蚕文化校本课程的探索中，并提
炼出“以蚕融趣，蕴美育人”的理
念。南京市教育局也将此确立为
南京市小学特色文化项目。“如何
让乡村孩子更好地了解传统文
化，养蚕是一个很好的抓手。另
外，拥有百年历史的溧水实小如
何发展自己的特色，白马小学的
经验值得借鉴。”谈及合作的初

衷，溧水实小校长章勇说。
有项目做支撑，有师资做

保障，蚕文化项目的发展愈加
顺利。2017 年，美术校本课程

《蚕花绽放》 荣获江苏省精品课
程；以“蚕趣”为主要研究内
容的省级“十二五”规划课题
于 2017 年 12 月圆满结束；项
目主持人尹白玲在今年 3 月也
建立了自己的工作室——蚕文
化美术教学工作室。

对蚕文化项目的实践并不
仅仅限于校园之内。为了让孩
子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当地的蚕
文化，两所学校的老师还带领
孩子们走访当地的桑蚕基地，
参观九塘蚕桑展馆、江宁织造
博物馆。孩子们还跟随着老师
走进附近的学校，一对一地教
其他孩子画蚕茧脸谱、做茧子
花。蚕文化美术教学的教育辐
射作用由此彰显，当地越来越
多的孩子对桑蚕产生了兴趣。

溧水实小五年级学生段斯
韵可以在几分钟之内做出一只
栩栩如生的蚕茧作品，也可以
将蚕文化发展的渊源娓娓道
来。“以前我觉得蚕长得有点儿
吓人，现在却很喜欢它们。”段
斯韵说。

南京溧水 校园充满“蚕之趣”

■一线实践

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门楼中心小学位于物产丰富的门楼水库旁边，得天独厚的水资源，
让学校变身为一座“水滴小镇”。学校提炼出“善、智、爱、勇、正”五种水的品性作为育
人价值趣向，并开设“水韵含香”“水馨”校本课程，将水文化的品质渗透到学校的各项教
育教学和活动之中。图为在学校刺绣坊的刺绣台前，学生穿针引线好似“行云流水”，用

“水滴石穿”的精神完成每件作品。
本报记者 鲍效农 摄

“水滴小镇”
闻“水声”

本报讯（通讯员 王维礼）
近日，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举行
市直移交场所举办中小学幼儿
园 4 个新建项目集中开工奠基
仪式。这些项目用地是临沂市
市直机关单位搬迁腾退的土地
资源，均位于中心城区，兰山区
优先用于满足教育用地。据了
解，该批项目建成启用后将增加
学位5490个。

据兰山区教育和体育局相
关同志介绍，此次集中开工的 4
个项目总占地面积 5.82 万平方
米，建筑面积 7.71 万平方米，办
学规模117个班。其中，义务教
育阶段的 3 个学校项目，建筑面
积 7.2 万平方米，规划班级 108
个。学前教育阶段的 1 个建设
项目建筑面积 0.5 万平方米，规
划幼儿班9个、学位270个。

近年来，兰山区作为全国
“商贸物流名城”临沂市的中心

城区，外来人口及入学人口均
持续增加，原有教育资源难以
满足城市发展需要。为破解这
一难题，解决优质教育资源发
展与城市扩容的矛盾，市、区
党委政府把发展教育事业作为
重大民生工程。当地坚持市区
教育一体化发展，在城区土地
资源金贵的情况下，该区协调
推进将12处市直单位腾退场所
优先用于教育发展，进一步优
化老城区教育资源布局，扩增
了全区教育资源存量，为实现
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奠定了基础。

据了解，除了新近开工的
4 个项目外，目前该区接收的
同 类 场 所 还 有 8 个 。 按 照 计
划，届时也将全部用作教育用
地，目前正在积极筹备开工。
这些项目建设启用后，将有力
推进该区义务教育大班额问题
化解和学前教育普惠性发展。

山东临沂兰山区

市直机关腾退场所新建学校

■基层创新

■基层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