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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省丹中紧紧围绕“立
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以教师专业
标准为指向，突出高水平教师团队
的建设工作，充分调动教师教书育
人、教学科研的积极性，促进教师
自主反思、自主提升、自主发展，促
进教育质量的全面提升，被镇江教
育局推荐参加“江苏省教师发展示
范基地校”的评审。

振奋精神
激发教师团队的工作热情
多年来，学校坚持“大成教育”

理念，定期开展师德专题学习、新
教师入职宣誓、青年教师主题演
讲、优秀教师报告会等活动，重视
教师办公室文化建设，秉承“爱生、
博学、善教”的优良教风，努力营造
风清气正、潜心育人的氛围，大力
弘扬团结协作、积极进取的精神，
打造“学习、研究、成长”共同体，以
引导教师热爱教育事业，模范践行
职业道德规范，不断更新教育理
念，改善自己的教育行为，做学生
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实现

“正谊明道、成德达材”的育人目
标。

全校倡导积极进取的奋斗精
神。我们从学科建设、教学科研、
学生教育管理、团队建设等多个方
面分层设立表彰项目，突出优秀团
队的评选表彰，突出立足岗位、建
功立业的优秀教师的表彰，鼓励教
师积极进取，努力奋斗。通过开展

“党员示范岗”“党员工作室”等活
动，充分发挥党员教师的模范带头
作用，积极倡导教师创优争先，在
成就学生的同时成就自身。

完善教师考核评价体系，探索
实行学校、学生、教师等多方参与
的评价办法，有机整合绩效考核、
岗位等级考核、年度考核，变结果
型评价为发展性评价。在公开、公
平、公正的前提下，对教学名师、学

科带头人、骨干教师等实行动态管
理。加大对拔尖人才履职的考核
力度，充分发挥学校教育发展促进
会基金的激励作用，突出对优秀教
师的考核与奖励，不断壮大优秀教
师群体。

积极开展有利于教师团队建
设的文体活动、竞赛活动、拓展活
动等，增进教师间的相互理解，构
建朴素和谐、团结互助、合作共享
的同事关系；提高教师对学校文化
的认同感，坚定职业信念，增强团
队凝聚力，提升教师的职业幸福
感，建设教师成长共同体。

强化研修
构筑高水平教师的培训体系
落实好以“教学五认真”为核

心的教学常规要求，进一步完善以
集备为主要载体的基础校本研修，
把集体备课与课堂教学研讨有机
结合起来，通过自主备课，轮流主
备，集中研讨，调整反思等环节有
效提高教师的教学设计能力和课
堂教学水平。定期邀请专家开设
教育教学主题讲座，定期开展教学
研讨活动，组织好每学年的对外公
开教学活动，深度推进“同课异构”

“一课多模”课堂教学实践。
指导教师制定个人专业发展

规划，丰富教师阅览室的教育教学
期刊种类，购置中国知网、人大复
印资料数据库、泛在微讲堂等数字
资源，为教师的自主研修创造条
件。结合学校创建省“智慧校园”，
创新教师研修形式，积极推动互联
网+教师研修，建设“菜单式、自主
性、开放式”的选学服务平台,满足
教师个性化需求，实行线上与线下
相结合的混合式研修。启动教师

“悦读、悦写”工程，组织各层次读
书分享活动，按季度开设“读书分
享会”“读书札记展评”，让读书成
为每位教师专业发展的自我需要
和自觉行为。

建好教师研修平台，开展“推
磨”听评课、“新秀·名师擂台赛”、
教科研沙龙等活动，利用好名师工
作室、“三校创新人才培养联盟”

“六校联盟”等学习共同体，为教师
提供多种学习、研讨、展示的机会
和平台，提高教师参与校本研修的
主动性和积极性。

凝心聚力
提升教师团队的工作成效
德育工作团队。强化全员育

人意识，提高教师德育能力。积极
完善班主任双向选择制度，通过专
家讲座、外出进修、岗位实践等多
种方式，帮助任课教师掌握实施学
科德育建设的方法和技能，不断提
高教师实施学科德育的能力。

品牌学科教师团队。按照“立
足基础，发挥优势，打造特色，形成
品牌”的策略，认真实施《省丹中品
牌学科建设实施方案》，使我校一
批教师学科达到省市级优秀教师
团队的水平。充分发挥备课组在
教学研究中的主体作用，跨年级组
建学科中心组，围绕“提高新授课
教学有效性”“如何上好试卷讲评
课”“如何上好复习课”等主题，就
如何设计教学流程和教学结构、如
何把学生的学习需要和学习特点
作为基本的关照点等问题，通过
提前研究、率先实验的方式，推
动全组教师教育教学能力的提
升。

年级教师团队。加强年级

文化建设，通过共同的愿景，来
建立年级教师命运共同体；准确
定位行政管理人员、班主任、备
课组长的责权利，深入开展以年
段工作为特点的校本教研，提升
教师年级工作的业务水平；强化
团队意识,实施捆绑式的评价与
奖励。

行政管理团队。以“德高、
业精、善管，勇于担当，具有向心
力、凝聚力和执行力”为目标，建
设好学校管理团队。加强青年
干部培养工作。一是强化对青
年教师的思想政治教育，使其树
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
观；二是注重对青年干部的实践
锻炼，为他们提供更多机会，使
其在困难中历练、在实践中成
长；三是加强对青年干部的教育
培训，增强青年干部对工作岗位
的适应能力。

教育科研团队。我校以教
改项目和研究课题为核心，组建
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跨学科的
教育科研团队。每个学科都有
大市级以上课题，教研组成员人
人参与或主持课题研究。各个
教育科研团队要有相对稳定的
主攻方向，要积极参与省市规划
办的研究活动，承担本校课题研
究、指导、交流等工作任务。鼓
励大胆探索，凝聚研究力量，整
合校内外教育资源，积极争取高
校和科研机构的支持，使教科研
团队成为教师的学习共同体、研
究共同体和成长共同体。

服务保障团队。积极筛选
符合后勤工作特点并能胜任岗
位工作的后勤管理人员，形成学
校廉洁、高效的服务保障队伍。

加强管理和培训，努力使后勤管
理人员既有精深的专业知识，又
有宽广的知识面，成为一专多能
的新型人才。

任务驱动
推进教师发展的梯队建设
分层推进青年教师培养工

作，使广大青年教师完成“1 年”
成长(成为合格教师),“3年”胜任
(成为学生和家长满意的教师),“5
年”成为校级骨干(在校内各学科
中业绩优秀),“8 年”成为市级骨
干(成为市级教学能手或骨干教
师)。

遴选各学科教师组建拔尖
人才培养梯队，采用“任务驱动
式”培养模式，通过聘请专家团
队，进行有计划、有针对性的指
导，提升教师专业发展水平。以
重一线、重实践、重业绩、有影
响、能示范为标准，帮助教师提
炼教学风格，总结教育教学经验
形成成果，开辟教育高层次人才
选聘及新时期教育家成长“绿色
通道”，力争每门学科培养1~2名
具有较大影响力的高水平教师。

根据创新人才培养的需要，
鼓励教师参与提升跨学科素养
的相关学习，支持教师参加大学
选修课程辅导培训，帮助教师拓
展相邻、相关学科知识，帮助教
师由单一学科型教师转变为符
合学校课程创新需求、具备跨学
科素养和课程开发与实施能力
的多能型教师。每年派出教师
参加高校选修课程辅导培训，使
一批教师能成为一专多能的创
新型教师。

推动紧缺型师资培养。通
过与高校或社会机构合作，加大
校本课程教师和社团指导教师
相关能力的培养，提升专项工作
的教师指导水平。每学年组织
创新实验、高端奥赛辅导、高校
自主招生辅导、劳动技术、3D打
印、智能机器人等项目教师外出
培训。

什么是情怀？在我从教 30
年的生涯中，我对情怀的理解
是：和初入学的孩子们在一起，
步步是景、点点皆情。

开学了，我们又迎来了一
批一年级的小朋友。记得第一
天带着孩子们在食堂用餐，一
个孩子与众不同的吃饭动作引
起了我的注意：小唐正在用手
抓饭吃呢！许多孩子也停止了
用餐，用怪异的眼光看着他。
我走到他面前，问他：“小唐，你
的调羹呢？”他用手指指放在一
旁的调羹，继续若无其事地抓
饭吃。“你为啥不用调羹呢？”

“我不会，没人教我用调羹吃
饭。”没办法，我只能放下手中
的饭盆，用调羹先喂他吃饭。
但当他张开嘴的那一刹那，我
惊呆了：一口的烂牙赫然出现
在我面前。我的心倏地一疼。

开学后的几天，接二连三，

收到了小朋友的小报告：“老
师，小唐故意在我面前擤鼻涕，
满脸都是，太恶心了。”随之，也
收到了其他任课老师的告状：

“小唐上课发言不举手，总是插
嘴，或无缘无故大叫。”看来，这
是个问题生。我随即与家长取
得了沟通。

从与家长的沟通中我了解
到：他生活在一个外来务工家
庭，父母因忙于上班挣钱，从牙
牙学语开始，就给了孩子太多
的“自主”。孩子还不会吃饭
时，家长因过于忙碌，就把饭放
在孩子面前，让孩子自己吃。
久而久之，孩子的习惯越来越
差，也就导致了开学第一天那
一幕的出现。平时，父母上班，
就把孩子一个人扔在家里，只
要不哭不闹就行，电视成了他
幼时最好的“玩伴”。想笑时，
没人和他分享快乐；遇到困难
时，没人帮助他。时间一长，小
唐就变得越来越不合群，在同
学、老师面前出现那一系列怪
异的行为也就不难理解了。

尽管小唐行为怪异，但智
商却很高。我想：小唐今天的

行为，不是遗传的，而是后天生
活环境造成的。他缺失的是关
心和爱护，是好习惯的培养。
于是，我尝试对他进行行为矫
正训练。

让孩子真实地和同伴在一
起。座位安排，和大家一起；整
队吃饭，和同学在一起；学习游
戏，和大家在一起。尽管惹出
了许多的麻烦，但至少让小唐
感受到自己在老师的心目中，
和大家是一样的。

对孩子进行反复的行为纠
正。坏习惯一旦养成，要想纠
正过来，是有一定难度的。这
不，下课了，他又追着其他孩子
跑了。我一边时刻盯着他，一
边派几个小朋友阻止他。时时
和他讲道理，“小唐，不能跑，摔
坏了，脸就不好看了”，“小唐，
不能闹，小朋友受伤了，就有麻
烦了”等等。上课时，我让他向
榜样学习，“小唐，你看，旁边的
小马发言能举手，你也会，是
吗？来，试试看！”吃饭时，我坐
在他对面，手把手地教他用调
羹吃饭。

给孩子掌声和激励。有了

掌声，孩子才会自信，有了激
励，孩子才会有进步，所以，我
没有放过他的点滴优点：因为
反应快，上课发言正确率高，因
为多次训练有了成效，行为不
间断地有了改进，我在晨会和
班会上当着全班小朋友的面表
扬他，也让全班小朋友为他找
进步和优点，给他提希望。

经过一个多学期的磨合、
训练，小唐感受到了在家中所
不能体会到的来自同伴的友好
和帮助，来自老师的关爱——
小唐变了，爱讲卫生了，能管好
自己的手脚了，还能督促别的
小朋友了，上课也能举手发言
了。瞧，有些花，虽会迟开，但
只要有耐心，他们一样也会灿
烂。

就是像这样一个个鲜活的
教育小故事，填满了我三十年
的教育生涯。我找不到伟大的
教育词汇，眼里只有平淡、平
静、平和。这就是我，也将一路
开怀，继续在“一花一世界，一
娃一风情”的教育路上，坚守着
我的教育情怀！

（徐英萍）

教育路上的风情
里庄中心幼儿园
新园破土动工

本报讯（通讯员 里幼宣）
26日上午，里庄中心幼儿园新园
开工奠基仪式隆重举行。

据了解，新园竣工启用后，
将会进一步改善里庄幼儿园的办
学条件，提升幼儿园的办学品质，
满足居民对优质学前教育的需
求，逐步实现教育的均衡发展。

云幼组织家长
线下读书

本报讯 （记者 张吴 通讯
员 沈瑾）27日上午，云阳幼儿
园大（1）班的家长们在班主任
的带领下举行本学年第一次线
下读书活动。家长们齐聚一堂，
品读家庭教育文章《关于儿童性
教育的思考》，围绕儿童性教育
尤其是男孩性教育，提问、交流、
探讨，话题严肃，气氛活泼。

省丹中校长 朱禾勤

省丹中笔架山

我的初心我的初心
我的梦想我的梦想

““校本研训校本研训””
在行动在行动

幼教天地教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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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赴党员教育实践基地开展主题教育活动

9月25日下午，教育局赴党员教育实践基地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现场活动。教
育局领导班子所有成员、科室（部门）负责人及党委基层组织书记参加活动。在教育基地讲解员的
带领下，大家参观了党史走廊、党建品牌展示厅，深入学习了“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长征精神”，
进一步认识到越是在困难时刻，越是要牢记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用实际行动彰显共产党员的先锋
模范作用，为党旗添辉增色。 （通讯员 袁军辉 陈超 摄）

本报讯 （通讯员 朱明慧）
9月21日，我市初中工作会议在
实验学校报告厅召开。全市初中
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初中学科研
训员和初三全体教师参加了会

议。会议由教育局副局长谢春华
主持。

市委教育工委书记、教育局
党委书记、局长张文华从学校管
理漏洞、课堂教学效率、教学质量
差距等三个方面分析了当前初中
教育存在的问题，强调初中教育
要注重细节、提升学校管理的精
度，要立足学生、强化教学研究的
深度，要明确责任、优化教师工作
的态度，认清面临的形势，积极面

对当前机遇和挑战，不断培养更
全面的优质学生，不断提升更优
秀的教学质量，力争我市中考在
全大市能跨档进位。

谢春华强调了初中教育，尤
其是初三教育的重要性，提出要
树立高度的质量意识和危机意
识，杜绝集备形式化、上课随意
化、作业现成化等问题，以更饱满
的热情、更昂扬的斗志、更务实的
作风，主动作为，积极担当，不断

提升教育教学质量。
会上，教师发展中心副主任

苏哲对 2019届中考作了全面的
质量分析。荆林学校、行宫中学、
华南实验学校、九中相关代表就

“抓校本研训、促质量提升”分别
进行了交流发言。会上还对
2018-2019学年度“丹阳市初三
优秀备课组”“丹阳市初三工作先
进个人”进行了表彰。

培养更全面的优质学生 书写初中教育的奋进之笔

我市召开初中工作会议

正则小学开展“五个
一”活动庆“十一”

本报讯 （通讯员 教宣 蒯
裕华）在国庆节即将来临之际，正
则小学党总支通过开展一次党
课、一次宣教、一次宣誓、一曲赞
歌、一篇征文这“五个一”活动，向
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

60名新任校长、园长
进行岗前培训

本报讯（通讯员 袁军辉 刘
晓峰）近日，市教育系统60名新任
正副校长（园长）在教师发展中心
参加了为期一天的岗前培训。

活动中，教育局人事科、安保
科、财务科和资产管理中心负责人
分别就人事政策、校园安保、财务
制度和“阳光食堂”操作事项进行
了专项培训，希望通过此次培训能
帮助各位新上任的正副校长（园
长）“知敬畏、会归零”，懂人事，会
用人会管人，做管好物、创阳光食
堂的阳光校长；做理好财、既明白
又清白的校长；做重安全、能做事
但不出事的校长。

参培的校园长则纷纷表示，这
次培训紧扣学校管理的关键节点，
迎合当前学校发展的需求，为以后
的学校管理提供了很好的抓手，他
们将在新的起点、新的岗位上尽职
尽责，以全新的精神面貌和工作姿
态，做出新的贡献。

陵中邀请战斗英雄
进行事迹宣讲

本报讯（通讯员 陵中宣）在
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陵口中学
邀请了95岁高龄的抗战老兵郦锁
法、83岁的战斗功臣司马耀进行了
一场“我和我的祖国”主题教育宣
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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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把脉 有效指导 助转
岗再提高

教师发展中心对
转岗教师进行调
研指导

本报讯 （通讯员 符文
豹）9月24日上午，教师发展中
心副主任徐田田等一行 11 人
来到丹凤实验小学，对今年县
管校聘转岗到丹凤实小工作
的 15 位中学教师开展专项调
研指导。

据了解，丹凤实验小学从
8 月底开始，就在“一家人”的
思想引领指导下，让转岗教师
较快地融入了新团队。通过
座谈会加深相互的认识融合，
通过转岗教师的经验介绍消除
他们的思想负担，通过结对子让
优秀的小学骨干教师和他们共
同研讨加速适应环境，通过行政
和他们一对一交朋友了解他们
的思想，帮助解决工作中的困
难。9月中旬，校长宗立和每一
位转岗教师分别进行了交流，倾
听他们的真实想法，解决他们的
困惑困难。

调研组专家通过听取学校
教学管理介绍，查看教学管理相
关材料，听课，查阅教师备课、学
习笔记、学生作业，和转岗教师
交流等形式，了解了转岗教师在
工作中的实际情况，同时通过调
研，对15位转岗教师的敬业精
神、工作态度、适应能力给予了
高度的认可，并就教材解读、课
标解读、习惯培养、课堂教学等
方面提出了中肯的建议。

我市组建“新教
师培养工作室”

本报讯（通讯员 教宣 陈
苏蕙）为进一步促使新教师更快
更好地成长，日前，教育局举行

“新教师培养工作室”成立仪
式。会上播放了 2019 年全市
165名新入职教师暑假封闭式
培训专题视频，解读了“新教师
培养工作室”方案、职责与考核
办法，公布了工作室领衔人、顾
问名单，并现场授牌、发放聘书。

近年来，市教育局以实施
“丹阳好老师”行动计划为抓手，
通过专业培训、师徒结对、教学
研讨等“教科研训一体化”路径，
科学有效地开展新教师培训，给
青年教师未来的专业化成长提
供了有效支持。

本报讯 （通讯员 袁军
辉 唐晓兵） 9 月 25 日~27
日，2019年我市第十四届运动
会青少部田径比赛在丹阳中等
专业学校鸣锣开赛。在为期两
天半的比赛时间里，全市68支
代表队 544 名运动员经过 4×
100米接力、跳高、跳远、铅
球等20余项比赛项目的激烈角
逐，新桥中心小学、界牌中心
小学、正则小学、实验小学、
华南实验学校小学部、实验学

校小学部、丹凤实验小学、匡
亚明小学获得田径运动会小学
部总分前八名。实验学校初中
部、云阳学校初中部、华南实
验学校初中部、新桥中学、界
牌中学、全州学校初中部、吴
塘实验学校初中部、运河中学
获得田径运动会中学部总分前
八名。教育局、文体广电和旅
游局相关负责人分别为中小学
获得团体前八名的学校颁发奖
牌，并表彰了此次比赛中的

“优秀裁判员”“优秀教练员”。
据悉，此次运动会上共

打破五项纪录，分别是初中男
子 200 米、初中男子 400 米、
初中男子掷实心球、初中男子
跳高、初中女子 4×100 米接
力。此次青少部田径比赛的成
功举办，充分展示了全市广大
中小学生良好的体育竞技水
平、健康素养和精神风貌，为
学校的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注入更多的活力。

德育协作片会议
在三中举行

本报讯（记者 张吴 通讯
员 毛红艳）23 日，市德育协作
片（中学西片）新学期第一次
会议在第三中学举行。

会上，三中副校长包敏传
达了市教育局相关文件精神，
提出下半年工作思路，片区各
成员学校结合学校实际就社
团建设、家校共育、德育飞检
等工作进行了交流与研讨。
各校本学期在互相学习、相互
借鉴中形成共识，为协作片由

“带着走”“跟着走”“学着走”
向“一起走”发展奠定了基础。

扫一扫，
关注丹阳日报教育周刊

市第14届运动会青少部田径赛鸣锣开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