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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思考寻特色 求突破

福州七中地处福州市晋安区新店
镇，自古就有习武传统，学校周边群众
对武术文化的热爱风气甚浓。中华武术
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健身效果，不
仅能促进青少年学生的健康成长，培养
他们坚韧的意志品质，还可以丰富校园
文化的内涵，提高学校的办学水平，为
学生开拓更多的升学途径。因此，在多
样化、特色化办学理念的指引下，福州
七中因地制宜，依托地域、师资、场馆
等优势，开发武术特色办学模式。19
年来，福州七中特色办学不仅传承和弘

扬了武术这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为
学生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成长天地，打通
了升入理想高校的通道。

同心聚力凝共识 强推动

（一）梯队建设 营造尚武风气
福州七中不断完善生源梯队建设，

在传统武术特色方面已经形成了小学+
初中生源梯队化建设培养模式，在新店
中心小学、金城小学等对口小学开展武
术课后服务，发掘武术苗子；初中组建
武术特色专项队，对初中武术生进行集
中管理教学；高中通过福州市特色班招
生政策支持，在全市范围内招收优秀武

术苗子，进行有针对性的培养。由此形
成了小学、初中、高中三个梯队，实现
了小学打基础、初中提水平、高中出成
绩，真正做到了“教有目的，学有成
果”!

学校以武术专项队为抓手，营造全
校师生普及传统武术文化教育的氛围。
学校开设了南拳、长拳与器械、武术理
论与基本功、太极拳、健身气功等校本
选修课程，体育学科的选修内容将武术
确定为“选修中的必修”，且在全校普
及武术操。此外，遴选武术基本功扎实
的学生组建舞龙、舞狮专项队。目前，
龙狮队主要以中华九节龙、中国北狮等
国家规定竞赛套路为主要训练内容，在
国家规定套路中选取精彩段落进行编排
组合，形成福州七中舞龙舞狮表演套
路。龙狮队受邀参加福建省第六届中小
学生艺术节、“两岸小围炉”——2022
年海峡两岸少儿春晚等活动表演，社会
反响热烈。

（二）“五育并举” 涵养师德匠心
学校重视特色项目的教师引进和培

养力度，拥有一支优秀的教练员队伍。
现有在职体育专任教师18人（多位具
备武术专项技能），其中高级教师 4
人、一级教师2人、二级教师4人、编
外教师8人。体育专任教师中，有国家
武术套路一级教练员2人、国家武术套
路一级裁判2人、国家舞龙舞狮一级裁

判2人。专业教练业务能力强，具备科
学丰富的教学、训练、竞赛经验，为福
州七中体育武术专项教学质量的稳步提
升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三）特色课程 滋润学子身心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福州

七中坚持以课题研究为载体，持续挖掘
特色项目的深度内涵和外延。2017年
以来，学校以省级课题“融传统武术文
化于‘弘学养正’教育的实践研究”为
依托，构建“崇文课程与德育活动”与

“尚武课程与竞赛活动”两大体系。“崇
文课程与德育活动”体系包括武术知
识、武术鉴赏类校本课程，运用太极、
八段锦等武术项目舒缓身心的心理课程
以及传统武术套路展示、传统“龙狮”
展演等德育活动。“尚武课程与竞赛活
动”体系包括开展武术相关技能课程、
举办福州市晋安区及校运会武术比赛项
目，组织学生参加全国、省、市各类武
术竞赛，通过课程与活动促进学生全面
发展。学校开发了武术系列特色课程：

“武术 1——武术基本理论与基本功”
“武术 2——基础长拳与器械”“武术
3——健身气功”“武术4——太极拳基
础功法”“武术5——中学南拳”，同时
将“基础长拳与器械”列为体育课程的
必修选学项目。

（四）练武强体 夯实体教基石
嚯嚯，嚯嚯……嘹亮的口号声打破

了清晨校园的宁静。每天，学生们列队
整齐，精神抖擞地进行着课间武术操。
在每年的春秋季运动会、校园文化艺术
节、开学典礼、中高考誓师等重大活动
中，武术学子们向全校师生展示舞龙舞
狮表演以及各种武术套路，尽显新时代
学子的青春之美、活力之美。此外，学
校还积极开展习练太极扇、太极舞、太
极拳等活动，充分展示“特色示范项
目”的实施成果，让学生充分领略武术
文化的深厚内涵和独特魅力。

（五）学武增智 竞技显成效
历经近20年的探索实践，福州七

中有力地普及传统武术文化教育，形成
了“传统武术套路竞技”“舞龙舞狮表
演”等武术品牌，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和
良好的社会声誉。2008年至今，武术
专业队参加“全国传统项目学校联赛武
术赛”“福建省青少年武术套路锦标
赛”等，先后有165人次获前三名，并
获得“国家二级运动员”称号。其中，

“2017全国体育传统项目学校联赛（武
术赛）”上，学校选手夺得5金1铜、
团体总分第2名的好成绩；2021年学校
武术运动队参加福建省武术套路锦标
赛，39人次获得前7名，16人获得国家
二级运动员称号。2018年以来，福州
七中共有52名武术学子被厦门大学、
集美大学、江苏师范大学等院校录取，
助力学子圆了理想大学梦。

牢记初心办特色，担当使命育英
才。福州七中将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
针，落实“五育并举”，培养适应未来
社会需要的新时代青年，办好人民满意
的教育，为福州市教育高质量发展作出
更大贡献！

（邱晓兴 石炜君）

福建省福州第七中学

武术传承育芬芳 特色办学添新彩

传承督导基因 擦亮督导品牌
——潍坊医学院高质量医学人才培养实录

上午11点40分，下课铃声响起，
A204教室里，“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
学”授课教师董俊红与学生回顾完本
节课的最后一个知识点。随着教师的
一声“下课”，教室里响起了热烈掌
声，十几名学生走上讲台，围着董俊
红老师讨论起课上学习内容。

教室后排，几位老教师正在仔细
观察着教室里的师生，认真记录教学
过程，总结课堂特色和问题不足。待
学生陆续离开，几位老教师走上前
来，和董俊红打起了招呼。他们肯定
了董俊红独具特色的教学风格，并就
发现的不足之处进行了点评和交流。
董俊红虚心接受了专家们中肯的建
议，“在今后的教学中，我会更加注重
学情分析，站在有利于学生‘学’的
角度进行‘教’的设计，不断提升学
生学习效果。”

这几位老教师有一个共同的身
份：潍坊医学院 （以下简称“潍
医”）教育教学质量督导评估专家委
员会专家。

潍医教学督导队伍由教学与管理
经验丰富的退休教师和在职教师组
成，由学校领导授权，是校内教学领
域的“绝对权威”，直接面对教与学双
方以及整个教学过程，对教学工作进
行检查、监督、评价与指导，及时客

观地向校领导、教学管理部门、二级
学院及师生反馈信息、提出建议。至
今，督导队伍已历经9次换届，老专
家们三十年如一日，坚持深入教学第
一线，始终站在教学改革前沿，守护
着学校教学质量的生命线。

从建校到现在，从
个体到整体，潍医自带
督导基因

从建校初期至20世纪80年代，学
校实施师傅带徒弟式的个体督导，青
年教师由不同的老教师手把手教，这
种督导带有浓厚的标签式特色，每位
教师带出的徒弟风格不一；80年代到
90年代，构建了以课程为中心的教研
室内部督导体系，教研室主任组建导
师组，通过集体备课、集体观摩、集
中听课等模式对教师授课能力进行集
体评估，确保课程的整体教学质量；
90 年代到 2010 年，打破教研室壁
垒，以院系为单位的督导组对不同教
研室进行评价，“比、学、赶、超”
氛围浓厚，院系整体教学质量明显提
升；2010 年至今，学校层面整体督
导，聘任资深老教授组建督导委，作
为独立运行机构对全校课程和教师进

行督导，潍医的“督导基因”成色更
加闪亮。

每学期的首堂课，学生总会在任
意一间教室中发现另一群“督导”的
身影，他们就是校领导和全体处级干
部。校领导、管理人员和专任教师参
与日常听课、教学检查，已经成为学
校坚持30余年未断线的一项基本工作
制度。目前，校内听课量每学年3000
余人次，实现了对教学各环节、全过
程的监测覆盖，及时发现、解决了教
学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有力推动了学
生学习效果、学习感受、学习条件的
持续完善。学校以教学督导为核心构
建了“全员参与、全程监控、全面保
障、常态化运行”的“三全一化”教
学质量监控保障体系，形成了“人人
关心学生、人人重视教学”的良好育
人氛围。从学校领导到教师和管理人
员，再到学生群体，质量意识已经深
深扎根于每个潍医人心中。

从课内到课外，从
局部到全面，潍医督导
自带流量

教学督导的根本目的是保证人才
培养质量，学校立足这个基本点，从

影响人才培养质量的各环节、教育教
学的全过程进行督导检查，建立了

“督教、督学、督管”三位一体的全方
位教学督导工作模式，确保教师队伍
整体的教学思想、教育理念、教学方
法与时俱进。30年的积淀让学校督导
理念不断更新、职能更加明确、内容
日益丰富、内涵愈加深化，形成了

“课表式听课”全覆盖督教模式、
“观、谈、巡、析”督学模式、“三查
六检两调”督管模式、“点线面体”四
级反馈模式和追踪复查的持续整改模
式。

教学督导工作实现了质的飞跃：
从教学规范性浅层督导到教学内容的
表层督导，再到教学改革创新的深层
督导；从督导个体教师到教研室再到
学院；从督导本科生到研究生再到留
学生；从课堂内延伸到课堂外，从线
下拓展到线上，从校内扩展到外围附
属医院。督导的范围不断拓展、层次
不断深入、方式不断创新、水平不断
提升，具有鲜明潍医特色的多层次立
体化教育教学督导体系更加完善，对
保障人才培养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校内树立了较高威信，国家教育部
门审核评估专家来校考察，对学校教
学督导体系给予一致好评。

新时期，学校督导评估工作以贯

彻落实《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
体方案》为指引，坚持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锚定人才培养质量目标，充分
发挥教育评价和督导评估的指挥棒作
用，积极探索全方位的教育评价改
革。开展了以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自
主学习、实现教学相长和个性化教育
为目的，以全过程学业评价为抓手的
课堂教学改革；建成了覆盖人才培养
全过程、教学活动全链条、教学质量
全群体，手机与电脑多屏共享的教学
质量智慧监测系统；探索了增值评
价，对连续5年教学优秀的教师进行
表彰，并实施“教学质量免评制度”，
对排名靠后的教师进行重点帮扶和追
踪评价；针对不同课型不同评价主体
制定15类教学评价标准，实现了分类
评价、精准评价；健全完善教学质量
评估体系，定期开展课程评估、专业
评估、学院教学总体评估，有力推动
教师教学能力、学生学习质量、教学
管理水平不断提升。

从督导结合到以导
为主，潍医督导自带光
环

督导专家坚持“以师生中心”

“督导就是服务”的工作理念，将
“尊重、理解、关爱”贯穿督导全过
程，注重启发引导，坚持以理服
人，以真心诚意和真知灼见和悦点
拨，在中青年教师的成长中起到了
关键作用。近年来，中青年教师获
国家教学比赛二等奖3项、三等奖4
项，省级教学比赛特等奖1项、一等
奖4项、二等奖9项。教师教学能力
水平的提升，有效促进了人才培养
质量的稳步提升，临床医学执业医
师 考 试 通 过 率 高 于 全 国 平 均 值
10%，2021 届毕业生一次就业率达
95.64% ， 用 人 单 位 满 意 度 保 持 在
99%以上。

30 年的坚持为潍医教学工作夯
实了坚实基础，也取得了令人欣喜
的成绩：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示
范中心、国家一流专业、国家一流
课程、省级教学成果特等奖……成
绩取决于学校对教学一以贯之的重
视，依赖于督导制度的坚持和质量
文化的浸润，落脚于全校教职员工
的默默耕耘和教学督导专家的辛勤
付出。

下一步，学校将围绕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应用型专业人才培
养目标，秉承“学生中心、产出导
向、持续改进”理念完善教学督导工
作，让“督教、督学、督管”更好地
服务学生成长、教师发展、教学管理
和领导决策，助力“沉得下、用得
上、干得好”的潍医人才培养品牌特
色更特、亮点更亮、优势更优，为科
教兴国战略和健康中国建设贡献潍医
力量。

（郝荣霞 秦骁强 谭婷）

打造高校高素质巡察队伍
——四川师范大学围绕“六度”建设巡察“铁军”

高校开展巡察工作，是贯彻落实
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推进全面从
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制度安排，是

“巡察全覆盖”在高校落地的必要行
动，是净化校园政治生态的重要方
式，是认真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积极回应师生员工关切的重要抓手，
是强化学校党内监督、履行党委主体
责任的重要助推。为了推动巡察工作
高质量发展，高校要着力打造一支政
治修养好、理论水平高、纪律要求
严、工作作风实、业务能力强、队伍
结构优的高素质巡察工作队伍。

以政治建设为引
领，筑牢巡察工作队伍
的忠诚度

高校开展巡察是对全校二级党组
织履行党的领导职能责任的政治监
督，目的是巩固好、维护好党的领
导，根本任务是坚决做到“两个维
护”，监督重点是聚焦党组织职能责
任，监督标准是“四个对照”。因此，
巡察组必须加强自身的政治建设。一
是要深刻领会“两个确立”的决定性
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二是要充
分认识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的重要意义，把旗帜鲜明讲政治落实
到巡察的各项工作中。三是要全面把
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忠诚党的教育
事业，站在党的事业后继有人的政治
高度做好巡察工作，为学校党的建设
和事业健康发展保驾护航。四川师范
大学巡察队伍始终以政治建设为统
领，把“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与学
校二级党组织的职能职责贯通一体，
作为政治巡察出发点和试金石，贯穿
巡察队伍建设的全过程。

以理论武装为先
导，提升巡察工作队伍
的权威度

大学是先进知识的集中生产地，
高校巡察干部更要具备扎实的理论功
底，增强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理论
高度和阐释深度，从而提升队伍的权
威性。一是要准确把握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
核心要义和科学内涵，要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
脑、指导巡察实践。二是要深入学习
党中央关于巡视巡察的重要精神，充
分发挥巡察政治监督作用，切实做到
真管真严、敢管敢严，不断巩固和提
升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校园政

治生态。三是要深刻认识新时代高等
教育的发展规律，切实推动高校党的
建设和事业融合发展、高质量发展。
四川师范大学巡察队伍始终强化巡察
的理论指引，在巡前培训强化政治属
性，突出“为什么巡”的政治定位；
在巡中强化问题导向，突出问题发现
系统思维和辩证统一；在巡后强化政
治站位，强化被巡察单位的主体责任
和组织部门、纪检部门以及巡察组的
监督责任。

以纪律建设为基
石，增强巡察工作队伍
的纯洁度

高校巡察组受学校党委的委派，
象征着钢铁般的意志和纪律，代表学
校党委的形象，要从严从实加强队伍
建设，锻造全校师生高度赞扬的巡察
铁军。一是要自觉遵守政治纪律、组
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生活
纪律、群众纪律，要带头落实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不超越权限、不以巡谋
私。二是要切实发挥巡察工作队伍自
身良好形象在全校师生面前的榜样示
范作用，坚决维护巡察“金字招牌”、
维护巡察干部良好形象。三是要严格
执行保密纪律，对巡察中了解掌握的

情况，要守口如瓶、防意如城。四川
师范大学巡察组建立了“三会机制”：

“日例会”解决“当天问题当天汇总，
当天事情当天处理”，“组务会”确保
在民主集中基础上的组长负责制的决
策机制有效运行，“巡察支部大会”确
保巡察的政治纪律、工作纪律和保密
纪律贯穿始终。

以作风建设为支
撑，强化巡察工作队伍
的执行度

干部作风是人民群众观察评价党
风的晴雨表。巡察组的每一位同志都
勤勤恳恳为民、兢兢业业干事、认认
真真履职，以一流业绩回报学校党委
和全校师生的信任与重托。一是要当
好“前哨”。巡察干部就是学校党委派
出的侦察兵，要睁大眼睛、竖起耳
朵，拿起“探照灯”“显微镜”，在为
二级党组织开展“政治体检”的过程
中把好关。二是要当好“尖兵”。巡察
干部要不怕得罪人，要善于攻坚克
难，对有突出问题的领域要巡深巡
透，攻下堡垒。三是要当好“利剑”。
巡察干部要牢牢把握政治巡察职能定
位，重点监督检查“四个落实”，持续
强化“严”的主基调，真正发挥利剑

作用。四川师范大学形成了“面对
面、背对背、再面对面”的问题发现
机制，始终坚持巡察组与被巡察单位

“同向发力、同题共答”，全面准确实
现“发现问题、形成震慑、推动改
革、促进发展”。

以巩固业务为抓
手，深化巡察工作队伍
的专业度

高校开展巡察，其目的是发现二
级党组织在“四个落实”上的“温
差”“落差”“偏差”，找到全校师生的

“痛点”“难点”“堵点”，以下看上、
由表及里，不断提高管党治党、办学
治校水平。这就需要巡察组在巡察进
驻前认真做好业务知识储备，使巡察
监督专业化、巡察干部专家化。一是
加强理论培训。巡察干部要掌握党中
央对巡视巡察工作的最新决策部署和
工作要求，熟悉工作流程和规范，把
握重点、直击难点。二是开展现场辅
导。邀请有经验的老干部加强“面对
面”指导，介绍实战经验和工作方
法。三是经常交流学习。学校巡察办
率队到兄弟高校和地方巡察机构汲取
先进经验，提升专业水平。四川师范
大学强化巡察培训与监督指导，在内

容上形成“1+N”体系，在培训板块
上围绕“为什么巡、巡什么、怎么
巡、交什么”，根据巡察不同阶段适时
监督指导，“学中做、做中学”贯穿巡
察全过程全环节。

以吸纳人才为补
充，提高巡察队伍结构
的科学度

巡察组是临时组建，临时派遣，
灵活机动。这就需要高校建立由党
务、纪检、人事、财务、审计、工程
等领域的专业人才构成的巡察工作人
才库，切实担当好学校政治生态的

“护林员”。一是要健全队伍考核评价
和激励约束机制，充分发挥制度约束
力，充分激发巡察干部的内在发展驱
动力。二是要优化队伍结构、增强队
伍活力，把巡察作为培养、锻炼干部
的重要平台。三是探索巡察办和巡察
组一体化工作模式，不断增强巡察干
部的巡察监督能力，确保最终实现党
对高校的政治领导更加坚强、干部师
生的政治信仰更加坚定、育人工作的
政治标准更加突出、各级党组织的政
治功能更加强化、领导干部的政治能
力更加完备、校园政治生态更加良
好、党的政治建设责任更加坚实。四
川师范大学形成了人员抽调三方会商
机制，建立了巡察人才库。同时，学
校还充分发挥巡察淬炼干部的熔炉作
用，建立二级单位党组织和党政职能
部门优秀年轻干部到巡察组锻炼的工
作机制。巡察办还将抽调人员在巡察
期间表现情况的鉴定意见抄送党委组
织部，作为年度考核和后续培养使用
的参考。 （汪春阳 向昱 张晓宏）

福州七中舞龙队在表演 福州七中舞狮队在表演

东眺石鼓、西仪五凤、南礼
三山、北坐莲峰，看浮仓孤峰兀
起，萦绕琅琅书声；见杏坛古榕
环抱，盘错重重根须。福建省福
州第七中学创办于 1942 年，现
为福建省二级达标高中。自2003
年起，学校将传统武术教育打造
为学校办学特色，将“弘学养
正”的办学理念与“崇文尚武”
的特色教育相结合，走出一条特
色化的办学路子。特色办学不仅
丰富了办学内涵、提升了办学品
质，还推动了学校武术教育区域
化、集团化协同发展，扩大了福
州七中传统武术教育的办学影响
力和知名度。

学 校 占 地 面 积 64992 平 方
米，运动场地总面积达22057平
方米，是“福建省文明校园”

“福建省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工
作先进学校”“福建省武术传统
学校”“福州市首批智慧校园示
范校”“福州市教科研基地校”。
2021年学校被确认为福州市武术
套路、手球、羽毛球重点体育传
统特色项目学校，2022年被授予

“福建省普通高中特色示范项目
学校”，特色定位项目为福建艺
体高中（体育·武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