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改风采04 2022年7月26日 星期二 广告电话：010-82296888 82296879

社址：北京海淀区文慧园北路10号 邮政编码：100082 电话中继线：82296688 发行单位：北京市报刊发行局 发行方式：邮发 京海市监广登字20170213号 印刷：人民日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定价：每月30.00元 零售每份：1.80元

福建省石狮市教师进修学校成立于1989 年，以“进德修业 逐梦领
航”为办学理念，以建设服务型、创新型、智慧型区域教科研训中心为办
学目标，秉承“为教师、为教学、为教育”的办学宗旨，以示范性标准化
创建为抓手，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办学水平、服务能力、综合实力不断提
升，高品质服务石狮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助力逐梦“家门口”的优质教
育。

目前，石狮市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合作创建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区，
推进课程课堂等改革；获评福建省首批“教育工作先进市”“教育强市”

“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市”，入选省级基础教育改革发展实验区，有力提
升了人民群众的教育幸福指数。

多年来，石狮市教师进修学校立足区域教育发展实际，准确把握各时
期发展机遇，以“六个聚焦、六个强化”为工作抓手，逐步探索形成高质
量服务区域教育发展的“石狮经验”，即基于地方重视、部门协同，着力
打造高水平的服务型、创新型、智慧型区域教科研训中心。

山东省临沂第二十一中学

践行“卓越教育”起航出彩人生

烟台职业学院

产教深度融合构筑协同育人共同体

“融通+融合”
产业专业同频共振

今年 6 月，按照国家“双高计
划”中期绩效评价要求，山东省组织
专家组到烟台职业学院开展绩效评

价，学校和专业群层面共形成标志性
成果 579 项，包括国家成果 163 项、
省级416项。学校深化产教融合方
面的经验做法获得专家组的充分
肯定。

作为国家“双高计划”重
点专业群建设学校，烟台职业

学院以模具设计与制造国家高水
平专业群建设为引领，围绕山东

省新旧动能转换和“两区”建设，
构建与区域产业发展高度对接的专业
体系，增设了新能源汽车技术、工业
机器人技术、无人机应用技术等新兴
专业，形成了以智能制造业和现代服
务业为主要服务方向、涵盖烟台主要
产业和产品集群的专业体系，将专业
群建在产业链上，19个专业入选国家
重点建设专业，24个专业入选省级品
牌专业、示范专业和特色专业。

在产业专业深度融合的过程中，

学校打通专业建设、人才培养、科
学研究、社会服务等多个环节，按
照专业群与产业链对接、教学内容
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
过程对接的“三对接”发展思路建
设专业群。学校智能制造专业群获批
山东省品牌专业群、高水平专业群，
国家优质校、“双高计划”重点建设
专业群。专业群结合人工智能、物联
网等新技术应用，革新传统学科教学
体系，以项目化生产活动为教学单
元，构建了纵向进阶、横向融通的专
业群课程体系；面向智能制造产业
链，按“设计—生产—运行—维护”
流程，结合群内专业间技术共通性，
分解典型工作任务，形成了可互选的
岗位方向课程模块，提升学生跨岗位
知识迁移能力；面向产业交叉岗位能
力需求，建成了拓展课程模块，提高
了学生多岗位适应性。

“转化+创造”
校企合作共建共赢

烟台职业学院“全面开花”引入
企业、行业资源参与校企协同育人。
今年6月，烟台职业学院接连举行了三
个校企战略合作仪式——与烟建集团
有限公司校企共建“烟建班”启动暨
签约、与山东丰金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政校企共建，新零售共赢”校企战略
合作签约暨授牌、烟台工业互联网产
业学院正式揭牌落户烟台职业学院。

学校构建适应产教深度融合的体制
机制，打造校企育人共同体，推进校企
协同育人。校企双方在理论教学、实习
实践、课程改革、教材建设、创新创业
等领域广泛合作，逐步推进，提升“订
单式”人才培养实效。2019年，学校与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

议，在应用化工技术专业设立“万华
班”，为企业量身定制“高端化工产
业”领域专业人才。与西门子（中国）
有限公司共建“西门子-烟台职业学院
智能制造先进技术联合示范实训中
心”，与烟台泰利等企业联合探索基于

“大智云”的混合式国家现代学徒制人
才培养模式创新。学校还与谷歌、一汽
大众、烟台张裕等知名企业紧密合作，
校企共建10个专业，切实发挥校企深
度融合育人的“压舱石”作用，让学生
搭上“就业直通车”。

“资源+平台”
培养人才服务地方

学校产教融合实训中心重点建设
了现代制造技术、智能控制技术、汽
车维修、信息技术等专业群实训基地
和创新创业成果孵化基地，以西门子

智能制造全生命周期生产线实训室、
工业4.0智能制造示范平台、大众丰
田通用主流品牌汽车等为平台，实现
产学研用创协同、人才培养与社会服
务并举、实训资源多方共享、职教资
源聚集等功能，成为产教融合示范基
地和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匠谷”。

学校还耦合政行企校多方资源，
创新建设了“两园”（烟职京航科技
园和大学生创业园）、“两院”（产业
学院和烟台工匠学院）育人载体，以
政府部门统筹、分管共用的方式落实
多载体协同育人，实现资源共建、人
才共育、成果共享。优化了资源配
置，建成了纵向进阶、横向融通的专
业群课程体系，形成了“产教同频，
院园协同”的智能制造专业群复合型
人才培养模式，提升了人才培养目标
与产业岗位职业能力的契合度。学生
共斩获全国职业技能大赛奖项32项、
山东省职业技能大赛奖项73项，78人
被确定为山东齐鲁工匠后备人才，3
人获评全国技术能手，8人获评山东
省技术能手。依托烟台工匠学院，组
织协调15个市、区成立烟台工匠学院
分院和30所重点企业分院，与30家基
地共建烟台工匠孵化联盟。

（宫珮珊 孙梦佳）

日前，烟台职业学
院的教学成果“产教同

频、园院协同：智能制造专
业群培养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创

新与实践”荣获2022 年度山东省职
业教育教学成果奖特等奖，展现了学校
在现代职业教育探索中结出的硕果——

对接产业发展，优化专业体系，形
成动态调整的专业群结构，深化

校企协同育人机制，改革人
才培养模式，实现产教深

度融合。

福建省石狮市教师进修学校

高质量服务区域教育发展的石狮探索

聚焦功能定位 强化资源整合

（一）高标准建设，履行“修业
领航”

石狮市高标准建设教师进修学
校，将新校区设在市城北片区，建设

“泉（泉州东海片区）、晋（晋江南片
区）、石（石狮北片区）”融合的教育
高地，实现石狮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新校区按照“三校一区”进行总体规
划，即以教师进修学校为总龙头，在
城北片区建设小学、幼儿园各一所，
成为教师专业发展、教育教学研究、
教育信息化发展的重要基地。

（二）高要求定位，建设“五个
中心”

石狮市教师进修学校是石狮市中小
学（含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教育教
学研究、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指导服务与
组织管理机构，承担本区域教师培训和
专业发展的有关组织协调、指导示范、
研究咨询、管理服务等工作，为石狮市
教师干部培训中心、教科研指导中心、
教育教学评价与质量监控中心、信息资
源中心、网络教育中心。

（三）高质量整合，做好“上引
下联”

在“上引”方面，与中国教育科
学研究院合作共建教育综合改革实验

区，全面实施六大改革项目，学校牵
头推进其中的“课程课堂改革、教师
专业成长”项目。与福建师范大学网
络教育学院、福建教育学院、闽南理
工学院等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在“下
联”方面，确立12所实验基地校，构
建“学校—片区—市级活动”“三级一
体”、多元互动的教研平台。

聚焦组织领导 强化统筹发展

（一）地方高度重视，政策落实到位
石狮市始终把加强教师进修学校

建设作为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
内容之一，作为加强中小学教师队伍
建设的重要举措，将教师进修学校的
发展纳入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石狮市“十三五”教育发展专项规
划》《石狮市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
规划纲要（2011—2020年）》将教师
进修学校建设纳入“教育强市”“教
育优质均衡发展”重大工程，《石狮
市 教 育 质 量 提 升 三 年 行 动 计 划
（2018—2020年）》中将教师进修学
校建设列为专项项目。

（二）强化经费保障，资金落实到位
一是建设经费保障有力。2018

年，石狮市划拨专门用地给教师进
修学校；2019 年，将教师进修学校

改造建设项目列为 2019—2020 年市
重点建设项目，总投资 2000 万元；
2021 年追加 1200 万元添置办公设备
等。二是学校经费及时足额拨付。
2020—2022 年，市财政拨付教师进
修学校培训专项经费 2263.88 万元，
达 全 市 总 教 师 培 训 专 项 经 费 的
60.45％。

聚焦基础条件 强化内外兼修

（一）基础设施完善，办学条件优良
学校有独立校园校舍，校园环境

优美，占地面积17.72亩，校舍建筑面
积10657.25平方米，培训设施功能齐
全，校舍能同时容纳1173人以上培训。

（二）抓好网络建设，资源配置丰富
校园网络设施设备完备，构建了

基于云计算的泛在学习环境，支持移
动学习、移动办公等应用。学校建有
独立网站，建设了教育资源云平台及
研训、课题评审系统，建成了具有地
方特色的教研资源库。

（三）抓好基地建设，发挥引领作用
2017年，宝盖镇第三中心小学升

格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小学。2019
年，12所中小学被确定为教师进修学
校基地校。目前，有9所学校被确认
为福建省、泉州市基础教育学科教学
研究基地学校（园）。其中，蚶江中学
校本课程“灯谜”获2020年泉州市基
础教育教学成果奖，组队参加“新加
坡国际学生灯谜观摩赛”勇夺三连
冠，被确定为中华灯谜教学示范校。

聚焦队伍建设 强化引领服务

（一）增加教师数量，优化结构比例
石狮市多次增加教师进修学校编

制数量，现扩编至60人。现有正高级
教师2人、特级教师1人、福建省教学
名师1人、泉州市教学名师2人，各级
学科教学带头人、名优教师占比为
26.67%，泉州市级骨干教师及以上17
人，占比为40%。教师全部为中、高

级职称，其中高级教师占60%。
（二）加强内部管理，运转规范有序
学校制定培养和配备特级教师与

学科带头人计划，将专任教师管理纳
入中小学教师管理序列，建立有效交
流机制。近3年，专任教师人均有不
少于一个学期的时间到中小学挂职。
聘请兼职教师50人，实行动态管理。

（三）重视自我发展，发挥引领作用
制定教师个人专业发展规划，鼓

励教师开展课题研究、撰写论文。近
3年，学校教师发表CN论文50篇，出
版教育专著2部，主持市级及以上课
题研究23项，开设市级以上专题讲座
47场次、市级以上公开课17节，获得
省教师教学大赛二等奖1项、泉州市
教学成果奖2项。

聚焦工作绩效 强化质量提升

（一）注重规范创新，强化培训效能
制定并组织实施《石狮市教师进

修学校教师培训五年规划》等系列规
章制度，创新培训平台和培训模式，
实现培训全员化、科学化。师德师风
培训，采用“线上+线下”和“引领+
分享”相结合的方式。“校长行动”培
养计划，首批遴选中小学30名正职校
长和30名后备校长作为培养对象。新
教师培养，建立“岗前培训、名校跟
岗、跟踪培养”的培养机制。中小学
教师信息技术2.0培训，全市教师全员
参与，全部合格。全员培训，多种培
训方式结合。近3年，举办中小学班
主任培训等培训项目近20个，累计培
训36892人次。5年来，全市通过“跟
岗学习”“异地培训”“委托培训”等
方式，共选派校长、中层干部1109人
次参加培训学习。

（二）坚持科研先导，增强科研成效
制定中小学教师教育科研工作五

年规划和年度实施计划，制定出台
《石狮市教育科研课题管理办法》。组
建石狮市教育科研项目评审专家库，
聘请专家93名。2018年以来，立项各
级各类课题共469项，其中省级课题

44项，已结题28项。2020年、2022
年组织、指导教师参加福建省、泉州
市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评选，石狮市
共有10个项目获奖。

（三）优化教研网络，实现共同成长
制定出台《石狮市中小学校本研

修指导意见》《石狮市教师进修学校
专任教师联系挂钩基层学校实施方
案》《石狮市小学教研片区设置方
案》等文件，构建全市小学六大教研
片区和幼儿园七大教研共同体，形成

“中小学（幼儿园）—片区—市教师
进修学校”“三级一体”的教研网
络。近3年，学校举办石狮市级教学
公开课研讨活动842节，开设专题讲
座 262 场次，组织 17 所学校的 10 场

“教学公开周”。
“双减”政策实施以来，召开作业

设计、命题指导等培训活动 240 余
场，覆盖教师1.2万余人次；举办6场
以“落实‘双减’政策，优化作业设
计”为主题的研讨交流活动，参与教
师达2300余人次。近3年，指导中小
学教师获泉州市级以上各类教师教学
比赛奖项684人次。

（四）利用数字赋能，开展多维研讨
通过直录播室、市教育资源云平

台等，举办线上教研及“一师一优
课”、微课评优等活动。试点推行小学

“名优校+”同步课堂，采用“1+N”
形式 （“1”为名优校，“N”为若干
所乡村学校），利用信息技术建设3个
优质公办小学教育共同体。

（五）强化教学视导，发挥视导效应
建立常态化教学视导制度，聚焦

九个主要视导项目，采用“2+N”形
式（“2”为必选项目“课堂教学”与

“作业管理”，“N”为基于学校实际确
定的若干选择项目） 进行全学科视
导，形成各学科教学视导报告。

（六）加强调查研究，破解发展难题
组织开展区域内教育教学改革与

发展相关专题调研，为教育改革发展
提供决策与咨询，近年有5项调研成
果和建议性报告被采纳。

（七）加强质量监控，完善评价管理
制定 《石狮市高初中毕业班教

学质量综合评估和奖励办法》 等方
案，高中主要以“高考质量”开展
评价，初中主要以“增值评价”作
为评价方式，小学实行教育教学综
合评估。加大对教育质量监控的研
究力度，加强学科命题探究和培
训。

聚焦改革创新 强化特色品牌

（一）聚焦差异提质促发展
学校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联合

推进“差异教学”课程课堂教学改革
实验。确定5所农村学校作为改革实验
校，组建覆盖石狮全市域的学校教研
联盟（联合体），形成“点—线—面”
的格局。构建“1+N+1+4”教科研团队
模型（“1”为理论专家，“N”为学科
教研员，“1”为“龙头校”学科名优
教师，“4”为成员校学科教师），通过
专家引领、跟岗研学、区域联动、共
享差异，促进专业水平和教育质量的
提升，树立了课程课堂教学改革标
杆。在 2019 年全国差异教学研讨会
上，5所实验校作差异教学成果展示，
教师进修学校黄雅芳作专题汇报。

（二）聚焦家校社协同共成长
作为全国家长学校建设实践基地，

石狮市教师进修学校基于“双减”探
索、实践“12345”家校社协同育人教
育新态。“1”即“一个目标”：家校社
协同育人。“2”即“两大策略”：构建
家校社共同体，引领家长育人能力提
升；设计系列家长课程，构建可操作的
特色课程体系。“3”即“三大任务”：
着力促进家长提升，着力促进家庭建
设，着力促进个体发展。“4”即“四个
保障”：组织领导，队伍建构，制度建
设，评价机制。“5”即五大转变：由监
督式向沟通式转变，由闭门式向协同式
转变，由说教式向互动式转变，由单一
式向多元式转变，由零散式向融合式转
变。2021年，石狮市获评全国“家校
（园）共育”数字化项目示范区。

（福建省石狮市教师进修学校校长
王昆仑）

山东省临沂第二十一中学始建于
1949年2月，包含幼儿园、小学、初中
三个学段。学校秉承“卓尔不群，超越
自我”的“卓越”办学理念，围绕“创
卓越名校，塑卓越教师，育卓越学子”
的办学目标，倡导文化治校，从理念、
课程、课堂、育人、评价、管理入手，
开展了研、学、教、育、评、管6个方
面的工作。

理念文化——卓越“研”

其基本策略是引领、实效、共
享。引领就是抓专家、名师引领，
实效就是要求问题课题化、课题实
用化，共享指资源共享、优势互
补。卓越“研”的基本形式是“三
抓”：一抓活动，二抓学习，三抓集
体备课。

课程文化——卓越“学”

其基本策略是“三入三学”。“三
入”即入室即静、入座即学、学则入
心，“三学”即想学、会学、学会。

“学”有自学、互学、对学、组学、团
学5种学习形式。学习时借助“一图”

“二表”“三单”：“一图”指思维导图，
“二表”是学习基础和困难分析表与学
习目标表，“三单”指预学任务单、探
索学习单、自我检测单。学校构建了

“六养”课程体系，即：“养根”课程
（对应核心素养“人文底蕴”），如国
学、阅读、书法、民乐等课程；“养
性”课程 （对应核心素养“科学精
神”），如艺术大语文、皮影英语等课
程；“养智”课程（对应核心素养“学
会学习”），如名师、名生讲坛与学法

课程等；“养身”课程（对应核心素养
“健康生活”），如安全、励志、习惯培
养、运动等课程；“养德”课程（对应
核心素养“责任担当”），如社区实
践、榜样学习、家长、校长等课程；

“养慧”课程（对应核心素养“实践创
新”），如劳动、创客、微漫等课程。

课堂文化——卓越“教”

学校采取“两大行动”，一是实行长
短课时改革，二是推行“六三”教学推
进策略。长短课时改革，既有30分钟的
短课时、60分钟的长课时，还有40分钟
的标准课时。“六三”教学推进策略包
括：教学“三化”，即知识问题化、问题
主题化、主题序列化；管理“三有”，即
有要求（目标）、有指导、有流程；课程

“三联”，即联系生活、联系当下、联系

未来；过程“三抓”，即抓细节、抓落
实、抓反复；效果“三堂”，即学在当
堂、练在当堂、巩固在当堂；评估“三
重”，即重展示、重激励、重长效。

育人文化——卓越“育”

其基本策略是“三重”，即重习惯、重
活动、重素养。学校从实效德育到一体教
育，再到希望德育，层层递进，螺旋式上
升，形成了教师、学生、家庭、社会“四位
一体”的“大德育”体系。通过“两走近
（走近学生、走近家长）、两倾听（倾听学
生、倾听家长）”德育模式，实现了从“无
人到有人”、从“有人到有我”的转变。

评价文化——卓越“评”

评价教师的基本原则是多维、激

励、捆绑；基本形式是多元评价，注重
从学科核心素养、品格发展和能力体验
三个方面，实行增值性评价。其基本内
涵是内容多元化、过程动态化、形式进
阶化、主体多样化。评价内容关注学业
水平、表现性、发展性、形成性4个维
度。学校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
价，探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依
托“一单一袋三表”和“六卡三证六勋
章”，实行月评和期末评。“一单”是综
合素质报告单，“一袋”是成长记录
袋，“三表”指音乐、美术、体育学业
成绩分项等第评价表；“六卡”是“勤
学卡”“明德卡”“尚艺卡”“健体卡”

“乐读卡”和“善交卡”，“三证”是
“习惯养成证”“书写达标证”和“学科
荣誉证”，学生成长中心根据进阶规
则，将学生已有的卡和证兑换成一至
六级勋章。

管理文化——卓越“管”

其基本策略是全员、全过程、全
效率“三全”策略，基本方法是

“44333”管理策略和共同体建设。
“44333”即“四问、四有、三会、

三不、三定”。“四问”即每天问自己：
今天转了几趟分管的工作？发现了什么
问题？听到了哪些有用信息？反思了什
么问题？“四有”即有魅力、有作为、有
效果、有格局。“三会”即会换角度看问
题、会换方式处理问题、会“放管服”。

“三不”即不抱怨、不生气、不发脾气。
“三定”即定方向、定位置、定方法。

学校建设了管理、研究、成长、
培优4类共同体。目前教干、教师、
学生管理共同体和成长共同体运行良
好，导师团、首席教师团、互助团3
个研究共同体实效显著，培优共同体
成绩斐然。

山东临沂第二十一中学在“卓越教
育”理念引领下，走出了一条让学校、
教师、学生都能持续超越自我，逐步成
就卓越的素质教育之路。在特色文化的
熏陶下，学校定能在超越中进一步成就
卓越教育特色品牌。 （田树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