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堰书院”是张堰中学的校史

馆。展示区域总面积为 200 平方米，

是上海基础教育领域具有特色的博物

馆式的校史教育场馆。校史馆以时间

顺序为轴，以史叙事，以物系人，分为

“峥嵘岁月”、“盛世华章”、“开启未

来”三个展示单元，记录了学校八十余

年的发展变迁历程。

地址：张堰镇留溪路128号

联系人：江丹英

联系电话：13472599284

金山区教育党建服务中心坚持“开

放式、集约化、共享性、枢纽型”理念，以

“常规党务”“便民服务”“党群活动”等

项目为抓手，通过誓词教育、党课教育、

党员政治生日、青少年“全链条式”仪式

教育、党群志愿服务等活动，服务师生、

服务家长、服务社会，着力建成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平

台、基础性支撑平台、区域化党建平台、

网格化服务平台。

地址：石化四村416甲

联系人：俞淳欢

联系电话：18017131648

枫泾中学人文体验中心以图文并

茂的形式展示古今中外历史名人、金

山名人、枫泾名人和枫泾中学优秀校

友等，以“回首瞻仰双子星，抬头走好

长征路”为主题，介绍中国工会领导

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朱学范

以及曾在枫泾中学任职的一位深藏功

名的老革命老前辈黄中一与枫泾中学

的渊源之情。

地址：枫泾镇白牛路188号

联系人：沈华

联系电话：13661756783

金山区教育党建服务中心党群服务阵地

华东师大附属枫泾中学人文体验中心

上海石化工业学校校史馆借助照

片、教材、讲义、获奖证书等珍贵资料，

通过历史沿革、办学特色、杰出人才、未

来展望四大板块，记述了学校自 1978年

建校以来锐意进取、辛勤耕耘、教书育

人的整个历程，反映了一大批杰出校友

在各条战线上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所作出的突出贡献，是折射我国石油与

化工产业从起步到腾飞的一个缩影。

地址：学府路52号

联系人：张海霞

联系电话：13818562688

上海市张堰中学张堰书院

上海石化工业学校校史馆

百年廊小校园布局五园三区、一

阁一馆、30 景，雕塑大师何鄂雕塑馆

展出图片作品 80 余件，实物作品 21

件，其中作品《黄河母亲》享誉海内外；

校史馆“斗姥阁”珍藏几百件教育史料

和文物；校园内陈列何朱两先生铜像、

杰出校友方正之铜像和张鲜军铜

像。

地址：漕廊公路7955号

联系人：吴岱红

联系电话：15821413476

创建于 2003 年的朱泾小学雷锋

家园体验馆是沪上首个校园“雷锋

精神体验馆”。作为区域传承红色

文化的窗口，馆内陈列了大量雷锋

生平事迹、珍贵照片、书籍史料，展

现了雷锋平凡而光辉的一生。馆内

的小小讲解员团队为来访者讲红色

故事，播撒革命种子，展现当代雷锋

少年的风采。

地址：朱泾镇健康南路 555 号

联系人：李静

联系电话：13611751152

金山区朱泾小学雷锋家园体验馆

金山区廊下小学何鄂雕塑馆

在有着桑蚕之乡美誉的朱行，扎染

有着显著的地域特征,扎染蕴含着技艺

者精益求精、在传承中不断创新的匠人

精神。朱行中学“韵染坊”扎染文化体

验馆通过打造“扎染”非遗文化来传承

优秀本土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激发师

生热爱家乡、热爱金山之情。

地址：金山工业区朱林路128号

联系人：胡丹英

联系电话：13661859980

干巷学校银杏文化体验基地

被评为金山区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金山区市民修身基地、金山区

青少年社会实践活动教育基地。

银杏文化景观园被评为“上海市

十佳校园新景观”,园中的“长廊读

史”记载了“九一八”“八一三”“日

贼倭寇爬上金山卫海滩之时”干

巷师生满怀爱国之心英勇抗日的

故事。

地址：吕巷镇干巷新溪街35号

联系人：张海霞

联系电话：13818562688

上海市干巷学校银杏文化体验基地

上海市朱行中学“韵染坊”非遗文化体验馆

金山区教育系统“四史”学习教育基地
金山区教育工作党委创新“四史”学习教育方式，挖掘学校丰富的本土人文、革命历史资源，形成教育系统“四史”学习教育基地，组织引导

党员干部、教职员工、青少年学生利用资源、传承历史、发扬传统，激发广大师生爱党、爱国、爱家乡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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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9周年，区教育工作党委在区委的坚强领导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

重要讲话等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强化宗旨

观念，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带头写好“优质均衡”“融合育人”两篇文章，齐心协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巩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

区教育工作党委坚持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统揽协调推进教育综合改革发展。通过“百千万”党建工程、“四史”学习教育基地、“党

支部建设示范点”和“思政领航”等党建载体建设，积极创新基层党建工作，激发广大党员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

的作风，办人民满意的金山教育，为落实金山“两区一堡”战略定位、加快打造“三区”“五地”、全面建设“三个金山”作出新贡献！

学“四史”淬党性 强堡垒惠民心 奋力谱写立德树人新篇章

2019 年，在喜迎新中国七十华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98 周年之际，区教育工作党委立足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深入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在全系统

启动“百名书记讲党课、千名党员示范课、建强堡垒惠万

家”（“百千万”）党建工程，切实推动党的建设与教育事

业发展深度融合，着力提升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促

进党建提质增效，顺应人民对高质量教育的需求。

一年来，各级党组织书记以理论武装为先导，以工作实

际为切入，理论联系实际，为党员、教师积极上党课，强化理

念引领，激发投身教育改革发展潜能；党员教师立足本职，

大力探索教育教学方法创新，切实提升学生核心素养和关

键能力；各级党组织坚持党建引领，有效创设党建活动载

体，深入开展主题实践和志愿服务活动，服务学生、服务家

长、服务社会，努力提升人民群众满意度。特别是今年初新

冠肺炎疫情突发后，各基层党组织统揽协调，团结一心抓疫

情防控工作，上下一致保学生身心健康，为教育系统疫情防

控的阶段性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

百名书记讲党课
讲政治高度、讲党性修养

2019 年 6 月 28 日，区教育工作党委书记顾宏伟以“‘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做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合格党员”为题,
向教育系统基层学校（单位）党政领导上了一节生动的党

课，自此拉开了教育系统“百名书记讲党课”的序幕。

各级党组织书记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主题，在深

入学习理论、扎实开展调研和整理讲课资料的基础上精心备

课，形成讲稿、制作PPT。书记们结合党章、“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十九大精神”“疫情防控背后的中国

力量”“中国共产党党史、国史”“新时代教师行为准则”等主

题，把“大道理”讲小、“远道理”拉近，起到了提高党员党性修

养、提升师德师风、增强政治定力和爱党爱国情怀的效果。

截至日前，142 名各级党组织书记共讲党课 238 节，

听课人数 5700 多人次，受到党员群众的点赞和好评。书

记们的党课主题鲜明，学做结合，讲出了见地，讲出了效

果。区教育工作党委组织专家评选出 10 个优秀党课课

例、8 个优胜党课课例，汇编成《金山区教育系统百名书

记精品党课集》，作为基层党组织党性教育学习材料。

千名党员示范课
示范专业品质、示范育德能力

各学校党组织把“千名党员示范课”作为基层党建工作

的重要抓手，努力让每一名党员教师政治过硬、业务过硬、

能力过硬，成为学生成长道路上重要的引路人，成为师德建

设中的领航者，成为教师队伍中的标杆。

各校党员教师积极响应“千名党员示范课”活动，踊跃报

名、精心准备、集体研磨、科学设计，带头践行融合育人理念，引

领教育综合改革前沿。示范课中，党员教师以党性铸师魂，以

党风带教风，凸显党员魅力，促进业务“精英型”党员队伍的建

设，勇做教育综合改革排头兵。同时，党员示范课引导全体教

师关注教改、聚焦课堂、追求实效，以自己的课堂教学来践行自

己入党时在党旗下对党组织的庄严誓言，展现了金山教育在课

程改革实践中的成果。

自活动开展以来，全区 1470 名专任党员教师累计开设

了1186节示范课，充分诠释了“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的

庄严承诺。通过网上晒课、专家评课，最终评选出 100节精

品示范课，供学习分享。

建强堡垒惠万家
惠民生、惠民心

一个支部一座堡垒，哪里有需要，堡垒就建在哪里。全

系统各基层党组织以“打造坚强组织堡垒、办好人民满意教

育”为主题，广泛开展服务学生、服务家长、服务社会活动，

努力提高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满意度。

各基层党组织坚持以“立足岗位 践行初心和使命”为

主题，多形式开展主题实践和志愿服务活动，各基层党组

织党团员，深入师生家庭、结对单位、社区村居等服务对

象，倾听社会各界心声，探讨育人策略。尤其在疫情期间

“停课不停学”阶段，全系统党团员 1698 人参与志愿服务

5119 人次。同时，在关心学生的身体和心理健康的前提

下，利用休息时间积极开展线上助学活动，通过开展公益

讲座，提供课业义务辅导，来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学习需

要，切实让自己的专业特长更好地服务学生及家长，惠及

80 万金山人民。

一年来，各基层党组织开展各类主题实践活动 3350次，

形成案例174个,100个上报参评优秀案例，其中30个案例被

评为优秀活动案例。这一个个感人的活动，把志愿服务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贯穿于学生学习和生活中，贯穿于社

会公益活动的方方面面，弘扬正能量，引领新风尚，让越来越

多的家长、百姓有获得感，切实享受到教育综合改革发展的

成果，真正做到了惠民生更惠民心。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

标的决胜之年，是“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区教育工作党

委将以中国共产党成立 99 周年为新起点，继续坚持党对

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以“四史”学习教

育为推动，践行德智体美劳融合育人教育理念，深化“百名

书记讲党课、千名党员示范课、建强堡垒惠万家”党建工

程，让基层党建工作全面进步全面过硬，推进全区教育高

质量发展，在办金山人民满意的教育征程中再创辉煌，以

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金山区教育局机关党支部现有党员 59 名，设

有 5 个党小组。近年来，机关党支部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认真组织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以发挥党支部战

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重点，深入推进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开展。

注重加强机关自身建设，不断推动机关党建“懂

全局、走在前、作表率”。定期开展落实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自查，研究制订机关精神文明建设方案。

积极参与区域化党建，深入开展双百结对，发挥

教育优势，帮助金山卫镇八字村和廊下镇中联村建

立“八字学堂”和“中联学堂”，获得“公益活力奖”。

开展“打造优化营商环境‘六最’金字招牌大讨论大

实践”活动，1 篇案例被评为金山区区级机关优化营

商环境十佳经典案例。

上海食品科技学校党总支下设三个党支部，

共有党员 51 人，占教职工人数的 35.2%，其中，35
周岁以下青年党员 16 人，硕士学历 12 人，高级职

称 13 人，市、区教学名师 15 人，是一支具有高学

历、高职称、高技能、富有年轻活力的党员队伍。

学校党总支以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党组织

建设为目标，以创建特色党支部为抓手，积极发挥

党建引领作用，先后与朱泾镇机关党支部、金山区

民建第七支部等结对共建，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

补、共同进步。

在党组织引领下，学校建成上海高技能人才培

养基地，引入英国 IMI职业资格证书体系，实施现代

学徒制等人才培养改革试点，中本贯通改革试点被

上海市教委评定为优秀。荣获金山区先进基层党组

织、上海市首届文明校园等荣誉称号。

干巷学校党支部坚持围绕“四

个落实”指数，充分发挥党组织战

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坚持服务师生、服务家长、服务社

会，做实做细党员“三联系三示范”

活动。坚持开展“百名教师访千

家”暨“百名教师结对百个家庭”活

动，不断完善“双百”行动模式，建

立了“校长书记带头、党员班子垂

范、班主任引领、教师全面参与”的

家访机制，通过建立承诺、月公示

等制度，把党员干部参与的“双百”

家访活动落到实处。

八年来，全体教师积极参与家

访活动，尤其是对家庭困难学生、行为不良学

生、单亲家庭学生、留守儿童、外来务工子女、

患病学生等特殊家庭进行走访慰问，帮助家

长解决实际问题，践行立德树人教育宗旨。

“双百结对”行动已成为干巷学校的党建品牌

项目和一项常态工作。

金山区第二实验小学党支

部目前共有党员 41 名，近年

来，党支部充分发挥党支部战

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在实践中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

的党建活动。

党建活动特色品牌——

“我的活动我设计”：在支部层

面围绕重点工作落实宣传学

习；在小组层面根据主题活动

开展公益项目；在党员层面发

挥先锋作用设计具体方案。

一项项丰富多彩的活动通过三个层面

接续展开，提升了党支部的凝聚力和

战斗力。

党建活动特色项目——“五心”志

愿服务队：全体党员把志愿服务作为

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重要载体，用恒

心、爱心、暖心、专心和初心的志愿活

动服务社会，一批批党员志愿者用责

任意识、奉献意识和荣誉意识构建起

一道道美丽的“彩虹”。

石化幼稚总园党

总支，现有幼北和幼南

2 个支部，下属 6 个分

园,在编教职工 163 人，

其中党员 51 人。党总

支不断探索集团化党

建工作新思路，充分突

显领导核心作用，集团

化党建“六个联”建设

凸显了党建工作特色。

在疫情期间，积极落实关于疫

情防控的工作要求，建立网上团队

协作联动机制，下好“云陪伴”这盘

棋。依据网格化党建的工作步伐，

建立完善工会、团支部的网格化联

络机制，熔炼了一支坚强团结的优

秀团队。

石化幼稚总园党总支坚持“以人

为本”的管理思想，优化集团化办园

的管理机制，积极营造“对幼儿和蔼，

对家长和气，对同事和睦”的“三和”

文化的育人氛围，构建可持续发展的

管理梯队，提高管理能力和实效，不

断提升校园文化内涵。

区教育局机关党支部区教育局机关党支部 食品科技学校党总支食品科技学校党总支

建“百千万”工程 顺百千万民心

编者按
近年来，金山区教育系统基层

党（总）支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

精神，在区委、教育工作党委的坚

强领导下 ，“不忘初心 、牢记使

命”，涌现了一批政治功能突出、

班子坚强有力、先锋作用凸显、工

作机制健全、群众满意认可的党

（总）支部，以排头兵的姿态和先

行者的担当，推动金山教育实现

高质量发展。其中，金山区石化

幼稚总园党总支等 5 个党（总）支

部被中共金山区委员会命名为金

山区“党支部建设示范点”。

干巷学校党支部干巷学校党支部 金山区第二实验小学党支部金山区第二实验小学党支部 石化幼稚总园党总支石化幼稚总园党总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