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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凤实小：
突出“龙文化”特色 以传统文化立德树人
本报记者 唐菀滢 文/摄

本报讯（通讯员 韩杏芳）3
月27日上午，河阳幼儿园举行了
镇江市生态项目共同体观摩交
流活动。

首先，来自河阳幼儿园、扬
中市西来桥中心幼儿园和丹徒
区三山中心幼儿园的三位老师

展示了科学活动；随后，由四
位教师分别讲述了微主题为
《遇见蚯蚓》《奇妙的影子》《我
和南瓜的故事》《翻滚吧，足
球！》的四个探索故事，老师们
在活动中感受惊喜，孩子们在
活动中收获成长。

荆林学校承办片级初三化学大集备活动

镇江生态项目共同体观摩交流活动在
河幼举行

本报讯（通讯员 荆校宣）3
月27日，荆林建山片初三化学大
集备活动在荆林学校举行。

据悉，本次活动重点为开展
“同课异构”课堂教学研讨与交
流工作。活动中，荆林学校邱小
芳老师和新桥中学的夏萍老师

分别上了《酸碱盐的化学性质》
研讨课；华南学校谢丹敏老师和
八中戴俊老师结合自己的教学
经验分别为参会人员作了《中考
化学复习的策略安排》和《2019
年中考化学复习的思考与建议》
的讲座。

左手拾时光 右手种芳华
——记实验学校王金芳语文工作室
通讯员 徐林鹏

王金芳语文工作室成立两年
来，始终围绕实验学校“三自”办
学理念，以课程改革为方向，以培
植学生语文素养、促进教师专业
成长为目标，通过组织研讨、专题
研究、公开课讲评等形式，提高工
作室成员教育教学能力和教学研
究素质。

专业阅读提素养。工作室导
师王金芳深切地意识到，阅读是
语文教师成长最好的助推器。工
作室定期向成员推荐一些专业理
论书籍，定期召开校级读书交流
会、读书沙龙，并与丹阳市第二届
语文名师班联合举行市级读书交
流活动，让老师们带着自己的思
考去读书，交流读书心得，带来智
慧的分享和思维的碰撞。两年
来，工作室成员通过个人阅读、共
读活动，拓宽了教育视野，提升了
专业素养。

课题研究练真功。工作室围
绕“古诗词诗意化教学”这一课
题，从培养中学生在三自课堂理
念下古诗词鉴赏能力的教学策略
方面展开研究，分析当前中学生
古诗词鉴赏教学程式化现状，结
合教学中的实践案例，贯彻新课
程理念，以学生为本，重视诗歌诗
意化内涵，实现教师的教与学生
的学相得益彰。王金芳老师的镇
江市专项课题《古诗词诗意化教
学在“三自”课堂中的策略研究》
顺利结题，论文《诗意化教学在古
诗词课堂中的应用》在全省基础
教育教学研究论文评比中获得一
等奖，《让诗意在古诗词课堂中浸
润》在江苏省蓝天杯论文评比中
获得一等奖。

教学研讨展才情。工作室
依据学校“三自课堂”范式要求，
经常性开展三自课例研讨活动。
围绕“古诗词诗意化教学”研究主
题，在“聚焦古诗 探究学法”上做

足功课。导师率先进行课堂展
示，确定“读诗韵——品诗意——
悟诗情——比较阅读”四个教学
环节，同时邀请资深专家进行评
课，其他老师各抒己见，形成古诗
词教学模式，用问题串导学体现
自然，用伙伴式助学体现自主，用
表现型展学体现自在，让诗词教
学精彩而富有效果。依托市级语
文教研员、中学语文特级教师等
专家引领，通过承办丹阳市初二
语文大集备等活动，让成员们上
展示课，聆听专家讲座，潜心研
究，大胆实践，切实提高语文教学
质量。

专题研究重方法。工作室在
专题研究上努力迈开新的步伐。
积极参与我市“中小语文教学衔
接研究”的主题研讨活动。通过
观摩课堂、聆听专题讲座，成员们
结合教学实际畅谈体会，针对学
生特点，采取科学合理的评价，提
高教学成效；在深化“活力课堂”，
实施“高效教学”的过程中，工作
室联合市教师发展中心举行了语
文数字化课堂观察技能实训操
练；为充分发挥语文教材优势，进
行德育渗透，让德育与知识、技能
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工作室还联
合学校王红雨班主任工作室，共
同开展了“德育在语文学科中的
渗透”研究活动。导师王金芳、王
红雨先后就德育在语文学科教学
中的重要作用、语文教学中德育
渗透的有关个案及效果研究等方
面进行专题研讨，大家畅所欲言，
积极探讨，促使中小学衔接向深
度广度迈进。

教学展示硕果香。两年来，
工作室全体成员勤奋学习，锐意
进取，克难奋进，个人专业成长迈
出了坚实步伐。工作室成员 10
人次在“三自课堂”教学节中上展
示课，毛丽娟老师获丹阳市教师
基本功竞赛一等奖，在丹阳市初
中语文优质课评比中获二等奖，
在丹徒区教师发展中心举办的教
学节中上展示课。杭冬仙老师在
江苏省名初中创造性文化联盟中
荣获优质课奖。石玉琴老师在一
师一优课中获省级优质课奖。

聚焦名师工作室焦名师工作室

每周五下午，都是丹凤实
小各年级学生“自由活动”的时
间，舞蹈、绘画、网络等社团热
闹非凡，同学们都根据自己的
兴趣爱好参加心仪的社团，沉
浸在其中，感受其魅力。在乱
针绣坊，记者看到，学生们个个
手拿针线，仔仔细细、一针一
线，有的在绣腾飞的巨龙，有的
在绣建国 70周年图腾，还有的
在绣山山水水；在烙画坊，每个
学生都有自己的“工作台”，在
已经打磨成型的龙形图案上，
小心翼翼地进行着烙画，无论
是腾云还是龙鳞都栩栩如生；
在儿童画社团，同学们根据老
师提供的祥龙、青花瓷等图案
进行自由创作、色彩搭配，在这
里不难发现五颜六色的龙、清
素淡雅的青花瓷和形状各异的
器物画作，都能体现出学生心
中灵动的世界……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
丹凤实小围绕艺术教育进行教
育研究，在办学中逐步形成了

“艺术教育”这一大传统特色，
学校先后成为江苏省艺术教育
传统学校、镇江市中小学德育
研究实践基地，镇江市民间文
化特色学校，镇江市全民艺术
普及示范学校，2018年，学校的
传统文化建设被市教育局评为
内涵创新优秀奖。“近年来，我
校着力打造传统文化与现代教
育相结合的新教学模式，将中
华龙文化与社团紧密结合。”据
丹凤实小偶小玲老师介绍，学
校确定了校级的‘龙飞’社团，
涵盖烙铁画龙、乱针绣龙、面塑
捏龙、龙人剪纸、龙人布贴、龙

人筝鸣等；同时增设了龙人剧
团、小龙人合唱、小龙人演说团
等集体项目，规范开展龙飞社
团活动，既保证了社团的正常
开展，同时做到人人参与，涵盖
了所有的学科。

其实，社团活动仅是丹凤
实小自去年以来打造“中华龙
文化浸润儿童‘三自’品格项
目”建设的一个缩影。为了更
好落实“至诚至精，创新图强”
的丹阳精神，去年，丹凤实小以

“中华龙文化”为载体，依托文
化自信，选择丹阳非遗文化和
国家课程中的中华龙文化等资
源，通过搭建龙腾平台、建构龙
品教师、形成龙乐评价，让学生
乐学、勤学、善学，形成自信、自
强、自立的品质；引导教师悦
读、悦历、悦心，形成一支乐教、
勤教、善教的教师队伍。从而
以“龙”的舞动带动丹凤全体师
生更加和谐、灵动地发展。

与阵地为营。以主题班
会、国旗下演讲、书法比赛活动
等为阵地,弘扬文明、诚信、守
纪、感恩等传统美德。每学期
学校举行“龙文化学习周”“龙
文化展示月”，每年举办一次

“龙文化艺术节”。同时，学校
和中华龙凤研究中心、丹阳市
水晶山民俗馆、丹阳市凤美龙
狮表演协会、延陵柳茹传统文
化街密切联系，拓展龙文化的
资源，带领学生去参观、去体
验，亲近龙的传人，在行走中感
悟，在实践中成长。

与节庆相伴。学校利用元
宵、清明、端午、中秋、重阳、元
旦、春节等节日,开展传统文化

和人文教育,开学礼、舞龙赛、种
幸福激情飞扬；利用学雷锋日、
劳动节、教师节、国庆节等,开展
主题实践和美德教育，让学生
在传统节日中切身体会龙文化
之魅力。

与活动相携。学校组织教
师将有关龙的故事、龙的美丽
传说、龙的成语、古诗、龙的传
人等内容收集进《小龙人》活
动，形成长案，引导学生自主参
与听龙、读龙、说龙、画龙、唱
龙、演龙、舞龙、做龙、颂龙等活
动，使每个学生能有一个完整
的“中华龙文化”主题活动体验
过程，让学生在参与体验中创
造丰富的资源，完善个性化的
成长案，提升学生的品格，做到
学生有自信，文化有信仰。

一个学校的课程设置,体现
了学校的教育智慧和发展信
条。在现有的活动基础上，学
校还把龙文化渗透到语文、数
学、音乐、体育、美术等诸多学
科，做到从课内向课外延伸，从
校内向校外衔接，让每个学生
都能浸润在“中华龙文化”的氛
围中，从而提升学生的品格素
养。同时，建成“中华龙文化民
俗馆”和“中华龙文化长廊”两
大展示场馆，让学生通过看、听
以及触摸式一体机的体验，了
解学校的龙文化，学校还建立
了龙艺体验中心、龙体体验中
心、VR体验中心、龙狮广场，让
学生置身于此，交流展示龙文
化，让每个孩子都有机会，通过
平台的展示，实现自我，提升自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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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准问题 精准发力 争创佳绩

我市召开高三苏南一模质量分析会

本报讯（通讯员 教宣 彭永
俊）日前，我市召开高三苏南一模
质量分析会，总结交流全市高三
备考经验，提高备考效果，解决备
考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明确下
阶段备考重点与操作路径。市领

导金夕龙、贺云华出席会议。
就高三苏南一模情况评析，

市委教育工委书记、教育局党委
书记、局长张文华在会上要求，各
学校高三管理团队要努力做到

“五个一”，即每周研究一次高三
教育教学工作；每周蹲点参加
1-2 个高三备课组集体备课活
动；每周调研1-2个高三班级，了
解班级状态；每周约谈 3-5名高
三任课教师，了解教师状态；每
周与 3-5名高三学生交流，了解

学生状态。他强调，校长是教育
教学质量的主要负责人，学校要
拿出扎实的措施，统一思想，抓管
理、抓落实，把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干出实效。

会上，教师发展中心王先进副
主任作了题为《找准问题 精准发
力 争创辉煌》的苏南一模质量分
析报告，他从考试分析、问题建议、
工作要求三个方面细致分析了苏
南一模考试数据，结合日常调研指
出各学校课堂教学和训练存在的

问题，结合高考复习的阶段特征提
出了二模前高三教育教学工作的
建议。全市五所高中学校校长围
绕苏南一模考试暴露的问题、原因
及对策和苏南二模前高三教育教
学工作安排计划两个主题作了交
流发言。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金夕
龙出席会议，他充分肯定了 2018
年丹阳高考取得的优异成绩，并
对老师们在 2019 年高三一模中
所付出的努力表示感谢。他希望

2019 届全体高三老师要进一步
提高精气神、咬紧目标、用好数
据、精准分析、找到问题、持续发
力，争取 2019年丹阳高考取得更
好的成绩。

副市长贺云华在会上做具体
工作要求。

教育聚焦育聚焦

《教育周刊》投稿邮箱：
1132713237@QQ.COM
联系电话：15896391166

“我市各校始终坚持把引导
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努力构建学
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育
人模式！”日前，丹阳市教育局局
长张文华在“蒲公英”少年警校
成立仪式上表示，将进一步拓展
了实践基地的育人功能，使其成
为全市广大青少年圆梦警营的

“大舞台”、磨砺成长的“训练
场”。

近年来，江苏省镇江未成年
人社会实践基地秉承“尚新勉
行，怡情育能”的办学理念，以高
度的荣誉感、责任感、使命感，用
智慧和汗水，打造了一所管理严
格、课程体系全、特色明显、创新
精神强的省级基地，先后被评为

“江苏省第六批省级法治文化建
设示范点”“镇江市依法治校示
范校”，承办了江苏省基地协作
会中心教研组及理事会议，丹阳
电视台和《镇江日报》《丹阳日
报》先后报道了基地开展的各类
活动，基地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断
提高。

文化建设，不断提升实践活
动品位。为更好地实施实践活
动课程，基地加强具有地方特色
和实践特色的基地文化建设，在
景观灯上布置了丹阳古诗词和
齐梁文化，活动室走廊上布置了
丹阳非遗传统文化，在拓展区布
置了拓展文化，在基地每个角落
都布置了廉政标语，这些都蕴涵
着丰富的综合实践教育资源，让
学生进入基地就沉浸在浓郁的
文化氛围中，育人于无声之中。

活动多元，不断彰显实践活
动特色。基地一直承担实践和
军训常规活动，2018年，圆满完
成全市中小学 16000余名学生
综合实践活动和5000余名高一
新生军训活动。此外，组织开展
了“七彩的夏日”——“爱国 爱
家”主题实践活动，特教中心学
生一日社会实践活动，接待了扬
州邗江瓜洲中学 600余名高一
新生军训，接待了幼儿园教师、
社会团体及企业共9批600余名
人员的拓展活动。同时不断创
新优化课程设置，研发、开设了
四大领域100多门课程，2018年
新开发了《雪糕棒DIY制作》和
《扎染工艺》活动项目，依托节水
馆资源，开发了节水教育课程，
力求体现地方特色。

专业研修，不断培养实践活
动队伍。一是进行校本研修，先
后开展 12次各类校内培训，提
高教师对新项目的教学能力、活
动课堂的驾驭能力和组织能力；
二是依托全国基地课程联盟平
台，先后组织教师参加了五期全
国基地教师研修计划培训班，让
教师汲取先进的综合实践课程
教学理念和方法；三是依托省基
地协作会平台，先后选派教师和
行政参加了省基地骨干教师培
训班、中层干部培训、校级领导
干部培训班和优秀教师团队培
训班，并组织教师参加了四次基
地协作会中心教研组教研活
动。多途径式的教师培训，有效
提升了教师业务水平。

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我市“蒲公英”少年警校成立侧记
通讯员 教宣 张明辉

把握好“县管校聘”工作的“力”和“度”
——浙江金华市考察学习“县管校聘”工作有感
荆林学校 束双林

赴浙江金华市浦江县、绍兴
市嵊州市考察学习“县管校聘”工
作的三天匆匆而过，听汇报、看现
场、作交流，行程紧张而又忙碌，
感慨颇多。

思想动员是先导。通过宣传
发动，使广大教师认识到“县管校
聘”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举
措、是大势所趋、是从中央到省
市的重大战略部署，同时也是解
决教育发展当前面临的矛盾和困
难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动员广
大教师要认清形势，顺应党和政
府的决策要求，积极支持并主动
投身这项教育改革之中。

当然在宣传时也要进一步明
确“县管校聘”改革工作的目的
意义。一是推进丹阳教育高质量
发展的需要；二是科学合理地调
整教师队伍的结构不合理、编制
不均衡的需要；三是规范学校内
部管理，激发学校潜能和活力，
提升学校教育质量的需要。

归根到底“县管校聘”改革
虽然使教师的身份由“学校人”
转变为“系统人”，并不是要打
破教师的“铁饭碗”，而是要让
学校发展更均衡、更科学、更公
平。

实施方案是保证。无论浦江
县的模式还是嵊州市的模式，虽
然他们的工作侧重点有所不同，
但他们能顺利推进“县管校聘”
工作，并取得成功的共同原因
是，都有经过深思熟虑、反复推
演后形成的科学合理公正的实施
方案。

在制订实施方案时，我觉得

要把握好以下几个原则：首先，
必须始终以党和政府有关于“县
管校聘”工作的文件为指针，根
据文件精神来制定方案，以方案
来落实文件精神，确保方案不是
形式不是走过场。其次，必须广
泛听取和征求广大教师的意见和
建议，集思广益。第三，方案一
定要突出可操作性，并注意联系
各校实际。第四，方案一定要公
正规范，且做到分步实施。总
之，制定科学合理公正的实施方
案是顺利推进“县管校聘”的根
本保证。

“把握火候”是关键。“县
管校聘”工作的实施要取得成
功，我觉得关键还是要把握好实
施的“力”和“度”。这里的

“力”我理解就是强力推进的过
程，没有强而有力的推进力和执
行力，再好的方案也只是摆设。
所以“县管校聘”工作是一项复
杂的人事制度改革，改革原有的
观念、原有的岗位、原有的分
工，必须体现出足够的强制力。
这里的“度”我理解就是适度。

“县管校聘”是一个大的方向，
是总体的目标要求。但是具体到
不同的学校、不同的教师个体，
又有各自不同的特点，所以在实
施时就要把握一个适度原则，从
实际出发，从校情、师情出发，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县管校
聘”大的原则方向下，使每个学
校达成自己的管理目标，使每位
教师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
因此，在实施“县管校聘”方案
时，有“力”才能保证顺利推

进，有“度”才能保证平稳推
进。“力”和“度”的有机结合
才能确保“县管校聘”工作圆满
完成。

此外，实施“县管校聘”改
革的实施也需要营造一个良好的
社会氛围。尤其需要得到政府及
有关部门强有力的支持和配合，
同时在实施“县管校聘”过程
中，作为学校组织实施的第一责
任人的校长还必须经得起“人情
关、吵闹关、廉政关、平衡关”
的考验。既要有锐意改革的勇气
担当，又要有智慧严谨的工作作
风，努力把“县管校聘”这项难
事办好、好事做成。

学校动态：

导中召开“县管校
聘”动员大会

本报讯（通讯员 导中宣）为
有序开展好“县管校聘”各项工
作，日前，导墅中学于召开全体教
师“县管校聘”工作会议。

会上，教师们从“县管校聘”
的总体目标到实施原则、实施范
围、重要内容，再到实施步骤都进
行了详细的了解。动员大会的召
开，不仅从理念上对教师作出了
引导与指示，更为下一步工作的
顺利推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3 月27 日，丹阳特殊教育接
受了镇江市多部门的联合调研。

调研组一行听取了我市区
域特殊教育资源建设省级项目
2018年度建设情况汇报，实地察
看了荆林幼儿园、第三中学、丹
阳特殊教育指导中心、匡亚明小
学、访仙中心小学等特教资源建
设的现场，了解制度建设、设备
配置、人员配备、经费保障、活动
成效等方面的情况。

（通讯员 教宣 马明辉 摄）

我市召开学校（幼儿园）食品安全工
作会议

本报讯（通讯员 教宣）为
进一步加强校园食品安全管理
工作，日前，市教育局组织召开
全市学校（幼儿园）食品安全工
作会议。

会议指出，校园食品安全
事关广大师生身心健康和社会
大局稳定，各校要增强忧患意
识，聚焦食堂饮食安全、卫生、
营养的要求，落实各项规定，采
取有效措施，防患于未然；要突
出日常管理，明确学校相关负
责人的主体责任，做到管理常
态化、经常化；要重视问题整

改，全面做好校园食品安全风
险隐患排查工作，筑牢学校食
品安全防火墙，确保舌尖上的
安全。

会议还对全市春季校园食
品安全集中检查情况进行了反
馈，认真学习了《学校食品安全
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文件，要
求各校强化学校校（园）长的第
一责任意识，严格做好“明厨亮
灶”“晨检工作”，严把原材料采
购关、加工关、留样关、餐饮具
消毒关，全面提升学校食堂食
品安全管理水平。

聚焦县管校聘焦县管校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