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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县安昌镇中学

校园“和谐榜”记录师生善举

本报讯(记者 朱振岳 通讯

员 李宝福)“我们单老师每天接送

受伤体训生上下学的事情， 刊登在

校园‘和谐榜’里啦！”近日，在浙江

省绍兴县安昌镇中学三（2）班教室

里， 学生们争相传阅学校刊印的校

园“和谐榜”第四期师德师风专版。

今年年初， 浙江省绍兴县安昌

镇中学创新载体， 定期刊出“和谐

榜”。“‘和谐榜’记录的是师生点滴善

举，汇集的却是学校育人工作的正能

量。”绍兴县教体局局长蒋国洪表示。

该校的“和谐榜” 设有“喜

事、 好事、 疑事、 难事” 四个栏

目， 刊登了学校从各办公室、 各年

级、 各班级收集来的典型小事。“施

尘余老师乐于开顺风车， 带同事上

下班； 潘慧敏老师和单洁琼老师指

导学生在学校小农场培育花苗，送

给全校师生， 美化教室和办公室。”

这些教师们的点滴善举均被记录在

“好事”栏中，成为全校美谈。而一则

家庭喜讯“顾心萍老师喜得千金”经

办公室同事推荐，被写入了“喜事”

栏，全校师生一起分享喜悦。

记者看到， 在其中一期“和谐

榜” 的“疑事” 栏里有一则问答。

问： “食堂筷子头部破损， 担心感

冒病菌等感染到别人， 希望学校能

及时更新。” 学校后勤答复： “食

堂将定期新购和更换筷子， 且所有

筷子每次都是高温消毒的， 若仍有

担心， 我们也倡导自带筷子， 这样

更绿色环保。” 老师们表示， 通过

这样的公开问答解决师生关注的问

题， 既体现了对师生的尊重， 也有

助于改进学校的管理和服务。

该校校长劳建洪说： “你有所

喜， 我有所贺； 你有所好， 我有所

学； 你有所疑， 我有所答； 你有所

难， 我有所助， 这便是我们推出

‘和谐榜’ 的初衷。”

■一线透视

■基层行动

高校政府中小学合作 职前职后一体化 跨时空异地交流

烟台“三位一体”培养教师

本报讯 （记者 魏海政） 先是当地

名校毓璜顶小学的优秀数学教师衣海莹

在本校教室里讲授 《小数与分数》， 然

后珠玑小学的一位青年教师通过网络视

频“现场” 提问， 只楚小学的一位青年

教师提出改进意见， 并通过网络共享系

统修改教案， 接着， 鲁东大学的专家点

评整个过程， 最后， 衣老师将刚才讨论

改进后的教案重新发到网络教研平台

上， 让大家共享。

这令人耳目一新的“微教研” 过

程， 是记者近日在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

“仿真教研室” 看到的一幕， 也是烟台

市借助“智慧网络教研系统”， 组织高

校专家、 教研员和中小学教师共同参与

的日常网络教研和中小学教师培训活动

之一。

“随着我国三级师范向两级师范、

一级师范过渡， 以及市级教育学院并入

职业学院或师范院校， 旧的中小学教师

培养模式已不能完全满足当前中小学教

育发展的要求。 如何构建新的教师教育

培训体系， 是当前开展中小学教师培养

培训的当务之急。” 烟台市教育局局长

刘连基说。

基于此， 烟台市政府先后三次与鲁

东大学签订校地合作协议， 在师范生培

养、 小学教师培养以及中小学教师培训

等方面积极合作， 大力推动高校、 地方

政府 （教育行政部门） 和中小学三方合

作育人， 校地合作构建职前职后一体化

教师教育新模式。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我们按照

‘小实体、 多功能、 大服务’ 的定位，

上挂高校， 下联中小学， 努力把教师进

修学校建成县级教师教育基地和现代教

师学习资源中心。” 烟台市芝罘区教师

进修学校校长于跃军说。

芝罘区依托“班班通” 和网络教研

平台的实时直播及在线交流技术， 一方

面， 组织鲁东大学专家、 学科教研员和

中小学教师三方开展即时“微教研”，

另一方面， 组织开展远程观课、 评课、

研课和教师培训， 建起了三方合作的立

体教研培训网络平台， 年均组织开展网

络听课、 评课、 研讨、 培训900多次。

“借助这一平台的视频直播和在线

交流技术， 三方均可在自己的教室里跨

时空进行即时的异地教研和培训， 有效

解决了专家、 教研员和中小学教师培训

学习、 合作教研外出不便等问题。” 于

跃军说。

“校地合作建立三方合作育人新模

式， 打破了以往封闭性、 单独式的师范

生培养模式， 推动了高校与地方、 中小

学的资源共享、 互利双赢。” 鲁东大学

校长李清山说。 该校借助校地合作机

制， 整合校内外资源， 组建了独立的教

师教育学院， 聘请了378名中小学名校

长、 教学名师担任兼职教师， 并建立了

“名师名校长工作坊”。 2012年， 该校

启动“卓越教师培养计划” 后， 为每5

名学生聘请一位中小学教学名师作为校

外导师， 侧重训练学生的教育教学技能

和教学实践能力， 有效提高师范生培养

质量。

与此同时， 鲁东大学还与烟台市合

作， 整合烟台市莱阳师范和蓬莱师范两

所中师学校资源， 共同规划建设单独的

初等教育学院 ， 率先开展初中起点

“2+4” 本科层次小学教师培养。 烟台

市除投入3亿元建设经费外， 还资助每

生每年1950元， 毕业生就业时同等条

件优先录用。

“这一培养模式针对初中生可塑性

强的特点， 提前选拔乐教、 适教学生进

行全科综合培养， 有利于提高小学教师

的培养质量。” 李清山说， 2012年， 他

们首次招生， 报名和录取比例超过

10∶1， 大幅提高了生源质量。

烟台市还与鲁东大学合作开展顶岗

实习、 置换培训， 每年安排师范生到

139个教育实习基地学校顶岗实习， 由

高校教师和中小学优秀教师共同指导，

置换出的中小学教师分期分批到鲁东大

学接受免费培训。 近年来， 双方已安排

顶岗实习学生10540名， 置换培训教师

292名， 有效解决了学生实习难和教师

脱岗培训难的问题。

“2012年， 我校开始与鲁东大学共

建‘教师专业发展学校’， 不仅针对教

师专业成长的实际需求提出培训目标，

制定培训方案， 进行订餐式培训， 还与

鲁东大学合作开发了 《数学建模》 、

《创造学》、 《生涯规划课程》 等特色校

本课程， 并聘请鲁东大学教师为学生开

设了日语、 法语、 韩语选修课， 丰富了

高中课程资源。” 烟台三中校长郭宏成

说。

“改变以往关门办师范教育的模式，

充分发挥高校、 地方政府和中小学的积

极性， ‘三位一体’ 合作培养师范生，

构建职前职后一体化的教师教育新模

式， 有效提高了教师培养培训质量， 实

现了互利共赢。” 刘连基说。

据悉， 烟台“校地联合构建职前职

后一体化教师教育模式” 的探索实践荣

获了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孕育道德成长的“基因”

——江苏省泗洪县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纪实

■通讯员 姜广志 张守信

每逢节假日， 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

最繁华的泗州大街多个十字路口， 都活

跃着一群戴着执勤袖章的特别“小交

警”。 在交警的指导下，他们一板一眼指

挥着现场的交通。 这些“小交警”是来自

泗洪县各学校的学生。 这项活动是泗洪

县开展的“未成年人假日道德成长体验”

系列活动之一。

泗洪是一片孕育英雄的土地。 彭雪

枫、 江上青等3000多位烈士长眠于此。

革命前辈用热血和青春谱写的壮丽爱国

诗篇， 为泗洪人民留下了最为宝贵的精

神财富。

自1993年以来， 泗洪县被市级以上

相关部门认定的见义勇为英雄达80多位。

经过长期积淀，见义勇为、助人为乐、诚实

守信、孝老爱亲等优秀品德正汇聚成一股

力量，形成了泗洪厚德文化的品牌。

泗洪县县委书记徐德说：“‘厚德泗

洪’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丰富的内涵，它

浸润着一代代青少年的生命成长， 是一

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已成为孕育10多万

名泗洪学子道德成长的‘基因’。 ”

从2010年起，泗洪县全面启动未成

年人道德素质提升计划， 每年通过一个

大主题加强思想品德教育， 先后开展了

“感知红色教育行动”、“道德阳光伴我成

长行动”、“文明礼仪教育行动”等一系列

教育行动， 不断推动青少年学生思想道

德建设上台阶。

为将道德教育根植于青少年群体

中， 泗洪县教育局积极整合县内外德育

资源，把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

中华传统美德教育和民主法制教育有机

统一。

2012年8月， 该县淮北中学组织了

“铁流千里考察队”，20名十五六岁的孩

子，历时36天，徒步行走1600公里，途径

安徽、广东、广西，最终到达海南，参加了

张云逸大将诞辰120周年纪念活动。 目

前，他们已分别实现了徒步40天到河南

郑平县（彭雪枫故乡）、40天到延安、39

天到毛泽东故乡韶山等一系列创举，在

学生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今年4月4日，泗洪县隆重举行江泽

民同志亲笔题名的淮北抗日民主根据地

纪念馆揭牌仪式。 该县教育局要求城区

学校以此为契机， 组织中小学生参观纪

念馆，学习邓子恢、彭雪枫、张爱萍等老

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淮北党政军民万

众一心、浴血奋战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我们县梅花镇、朱湖镇以及西南岗

等地的一批农村学校， 充分挖掘当地资

源，深入开展‘访农户、看农变、知农忧、

听农乐、写农事、诉农情’的‘六农’乡土

教育，让学生知家乡、爱家乡，深受学生

喜爱。 ”谈起这些学校开展的乡土教育，

泗洪县教育局局长张涛涛如数家珍。

现在，泗洪县很多校长都说，学校里

团结友爱的人多了，追逐打闹的少了；乐

于助人的人多了，损人利己的人少了；举

止文明的人多了，拖拉懒散的人少了。

上海市金山区廊下小学

学唱歌谣潜移默化学英雄

本报讯 （王理亚 记者 董少

校） 近日， 上海市金山区廊下小学

举行了“鲜军式好少年” 评选表彰

活动， 数名学生佩戴上“鲜军式好

少年” 胸章。 每月评选一次“鲜军

式好少年”， 是廊下小学推动学雷

锋常态化所举行的一项活动。

张鲜军曾就读于廊下小学，

1997年8月1日， 22岁的张鲜军勇

救落水儿童， 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10多年来， 廊下小学以身边的英

雄为榜样， 让学生在知鲜军、 忆鲜

军、 学鲜军、 寻鲜军、 做鲜军中自

觉传承中华美德。

“你拍一，我拍一，英雄鲜军传

天地；你拍二，我拍二，廊下雷锋好

样儿。”在廊下小学，随处可见学生

在玩拍手游戏、唱歌谣。将鲜军精神

巧妙融汇于学生喜欢的童谣中，是

廊下小学学习鲜军的创新做法。

“如果把学鲜军作为一个额外

任务， 单独安排时间， 打乱学生原

有活动内容， 那就起不到有效的教

育作用。 所以， 我们结合儿童特

点， 自编自创了30首拍手歌， 既

有赞美美丽校园、 崇尚文明礼仪

的， 又有讲究学习方法、 锻炼身体

的。 现在， 我们已将这些儿歌装订

出版。” 廊下小学校长朱保良说。

此外， 廊下小学还将学鲜军与少先

队活动、 家庭教育、 社区活动等相

结合， 在潜移默化中教育学生。

在山村也能绽放光彩

■王华东

3年前，我被分配到了偏远的深

山学校。

“小王，你是学什么专业的？”去

学校那天， 一位老教师骑着摩托车

带着我在夜色下穿梭。或许是风大，

或许是山路的颠簸， 我没有回答他

的问题。 摩托车大约行驶了近两个

小时，才到达学校，映入眼帘的是两

排矮矮的瓦房。

“到了，今天村里电路出了点问

题，我去小卖部帮你买根蜡烛。”

“哦。”我随口应了声。

赶了一天的路程，我放下包袱，

准备在水龙头下洗把脸。 借着夜色

寻觅许久，却未找到水龙头。这时，

老教师已经买蜡烛回来。见其归来，

我忙打听哪儿有水。

“我们这儿的水要到村下的古

井里担。”

我沉默了许久， 才想起给家里

报声平安，拿出手机，没有信号，关

机，开机，依然如此。

“我们村里手机都没信号，要打

电话， 明天到小卖部用固话打吧！”

老教师习以为常地说。

“那你们怎样和外界联系呢？”

我惊诧地问。

老教师说：“有个送报纸的，一

个星期会来两次，中心小学的文件、

通知等也是由他带过来的。”

次日，学校开始报到，花名册仅

有11名学生。 看着偌大一个教室里

放着的六张桌子， 我不知该如何实

现我的教学梦想。

在山村学校， 放学后无事可做

的我喜欢上了与村里乡亲一起打牌

消磨时间。那时的我斗志少了，理想

似乎也在大山里沉睡了。

第二学期初， 在邮递员的推荐

下， 我结识了她———《中国教育报》。

初看里面的文章，才惊觉自己是那般

渺小， 由于太久没有与外界接触，自

己的教学方法早已回到了古板教学，

而报纸上提到的那些新的教育理论

和教学方式，自己几乎一无所知。

在 《中国教育报》的陪伴下，渐

渐地， 新的教育理念在自己那小小

的班级里“生根发芽”，我和学生之

间多了沟通， 我对教学也不断有了

新的想法。终于，我懂得了，只要坚

持，在偏远的山村也能绽放光彩。

而今，《中国教育报》 早已遍布

我所在乡镇的一线教学点。 我也重

新燃起了对教学的热忱， 因为我知

道， 有 《中国教育报》 指引着自己

如何投入教学， 如何在这片天地施

展才华。 我想， 无论在哪儿从教，

只要我们有一颗善于发现的心， 坚

持自己的做法， 坚持自己的理想，

就一定能够在自己的天空翱翔。

（作者单位： 江西省南康市平

田中心小学）

宁波市江东区外国语实验小学

感恩作业坚持8年不间断

本报讯 （记者 史望颖 通讯

员 吴彦 周萍萍） “看到儿子洗

好了碗筷， 又把厨房打扫得干干净

净， 突然觉得儿子长大了。” 近日，

浙江省宁波市江东区外国语实验小

学203班学生陈鸿鸣的妈妈在家校

联系本上写下了这样的话。

给学生布置感恩作业， 是江东

区外国语实验小学的传统， 已经坚

持了 8年。 该校校长张瑶华说 ：

“为了能让学生理解父母的爱， 心

怀感恩之心， 我们从2005年起就

面向全体学生开设感恩教育， 给学

生每天布置一项或几项感恩作业。”

张瑶华告诉记者，感恩作业的

设置非常灵活， 如给父母洗头、洗

脚、捶背，帮家里洗菜等。作业完成

后，由家长在家校联系本上写评语。

该校404班班主任刘薇说，除了

要求学生每天为父母做一些力所能

及的事， 他们班还有一项长期固定

的感恩作业———每天锻炼15分钟。

“坚持锻炼， 孩子有了健康的体魄，

这就是对父母最好的报答。”她说。

“在帮父母做家务的过程中，

我感受到了父母的辛苦和父母对我

的爱。” 该校603班王若汀说。

张瑶华表示， 学校鼓励学生从

捶背、 倒垃圾等简单的事开始做

起， 重在感恩意识的培养， 从而培

养孩子们的责任心， 让感恩的种子

在学生心田萌芽。

用镜头带山区娃“行走”中国

■本报记者 龙超凡

通讯员 李琼茜 陈颖

“亲爱的小朋友， 这里是上海市

多伦路文化街， 冰心、 鲁迅等名人的

雕像随处可见， 希望你好好学习， 有

机会到这里走一走。” 近日， 写着美

好祝福的近300张明信片被整齐地装

在了信封里， 送往青海省西宁市湟中

县共和镇前营村共和学校和共和镇盘

道小学。 据了解， 这些明信片上的图

片是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师生拍摄

的， 他们希望用镜头带着山区孩子

“行走” 中国， 激励孩子们努力学习，

早日实现走出大山的梦想。

今年年初， 该校2011级广播电视

新闻学专业68名学生向全校师生征集

旅途中拍摄的照片， 筛选后统一印制成

明信片。 “拍摄者在明信片上写下这张

照片的由来、 故事以及行走的心情， 与

山区孩子一同分享。” 该校学生王淯滢

说， 受演员陈坤发起的“行走的力量”

的启发， 他们在校园里发起了“行走中

国， ‘观’ 心青海” 活动， 力争通过镜

头让山区孩子看到大山外面的世界。

王淯滢说， 她通过微博关注了一些

曾在西宁支教过的人， 最终与支教者阿

庄和伍景勋取得联系， 并通过他们联系

上了前营村共和学校和共和镇盘道小

学。

“作为在校生， 我们还没有足够的

力量带孩子走出山区， 所以， 我们希望

借用镜头定格和语言注释， 让孩子们较

真实地感受大山外缤纷多彩的世界。”

该校2011级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王双

真说， 不少学生想为山里孩子做些力所

能及的事， 所以还在明信片上附上了自

己的通讯地址， 希望小朋友收到明信片

后可以回信。

■故事汇

近日， 山东聊城大学举行2013年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招募宣传活动， 学生们纷纷咨询服务西部计划相关事

宜， 对此呈现很高的热情。 图为聊城大学音乐学院即将毕业的孪生姐妹贾若倩 （左）、 贾若楠在了解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相关

内容。 张振祥 李朋 摄

■学校亮点

送报下乡·我读《中国教育报》

东南大学医学生

进社区练本领

■本报记者 沈大雷 通讯员 许启彬

“东南大学的孩子们又来啦！” 前不

久，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百子亭后社区

热闹非凡， 来自东南大学社区健康教育

志愿团的志愿者以及东南大学附属中大

医院的专家们开展了一系列卫生主题教

育活动。 百余位闻讯赶来的居民忙着咨

询健康问题， 测量血压、 询问病情、 学

做健康操、 领取资料， 与志愿团成员进

行互动交流。

77岁的高楼门社区居民江家宏，

是东南大学社区健康教育活动的“常

客”， 他现在已是社区患者小组的组长。

说起这些大学生志愿者， 他赞不绝口：

“这些孩子很热情， 耐心解答问题， 甚

至细心呵护老人上下楼。 我们看了都

很感动。”

“每次和这些志愿者在一起，我们都

分不清哪些是医生，哪些是志愿者。他们

都很专业，认真教我们如何自我护理。我

原来对糖尿病的理解很模糊，也很恐惧，

现在已经不怕了，也放松多了。”玄武区

后宰门社区居民黄文感慨地说。

“这样的活动不止一天， 平时周末

的时候， 玄武区9个社区的居民也经常

能看到这批医学生志愿者忙碌的身影。”

东南大学医学院副院长孙子林说， 该校

的公益健康教育服务已经开展了5年，

累计已有逾500名志愿者通过授课、 座

谈、 演出、 义诊、 同伴支持互助等形式

为社区居民提供帮助。 目前， 学生们也

逐渐探索出了一条“医院-社区-患者-

志愿者” 一体化的慢病防控模式， 寓教

于乐， 化爱于行， 为居民带去了健康的

福音。

“社区就是最动人的课堂。” 孙子林

说， “一般来说， 医学生要到大五才能

进医院实习， 但是现在， 学生们在大一

大二时就开始为居民服务， 不但提升了

实践经验， 更重要的是， 培养了这些准

医生们的同情心和爱心。”

■新鲜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