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WUJIANGJIAOYU

吴江教育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2018年12月6日 星期四 06吴江区教育局
吴江日报社

联合主办

责编：易 彧

排版：程国英

校对：徐伟华

“今后，我会与老教师加强沟
通，更多地从他们身上汲取养分，多
学习、多进步，尽快提升自身素质，
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今年，
是思贤实验小学党员教师孙艺从教的
第四个年头。近日，孙艺又多了一个
身份，她是吴江区教育系统教师素质
提升党支部的成员之一，在这一身份
的影响下，孙艺的干劲儿更足了。

近日，区教育局围绕打造“八大
标杆”，紧扣“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全
面提高教育质量三年行动计划”重点
任务，在教育投入体制改革、办学体
制改革、教师管理体制改革、人才培
养体制改革、加强中小学校党建等工
作领域建立行动党支部。坚持以问题

为导向，以改革事项为突破口，有效
发挥行动党支部的政治核心作用，以
及广大党员教师、基层党组织在推动
教育改革和教育现代化建设中的模范
带头、示范引领作用。

本次成立的六个行动支部分别为
教育资源保障党支部、办学体制改革
党支部、教师素质提升党支部、教育
质量提升党支部、教育先锋引领党支
部和“决胜高考”冲锋党支部。

具体而言，教育资源保障党支部
主要由财审科牵头，普教科、教研
室、勤装办、吴江实验小学教育集
团、区实验初中、吴江中学等为成
员，围绕“深化教育投入体制改
革”，重点在优化教育规划布局，推

进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创新教
育政务的网上服务，实现教育管理的
智能化集成化，建设高度信息化、智
能化、个性化的未来学习中心等方面
设置行动支部；办学体制改革党支部
主要由普教科牵头，民办科、教研
室、教科室、吴江实验小学教育集
团、鲈乡实验小学教育集团、盛泽实
验小学教育集团、菀坪学校、金家坝学
校、横扇学校、八都学校等为成员，围
绕“深化办学体制改革”，重点在推进
集团化办学，探索不同形式的学校治
理模式，鼓励发展优质民办教育，推进
合格外来工子弟学校提档升级，推进
全区公办学前教育机构独立设置、提
升办学活力等方面设置行动支部。

教师素质提升党支部主要由人师
科牵头，教师发展中心、组织科、财审
科、教研室、教科室、区实验初中、思贤
实验小学等为成员，围绕“深化教师
管理体制改革”，重点在完善师德师
风建设长效机制，全面加强教师队伍
学风、教风、作风建设，均衡配置师资
力量、加强校长队伍建设、提高教师专
业素质等方面设置行动支部；教育质
量提升党支部主要由教研室牵头，普
教科、招生办、教科室、职社科等为成
员，围绕“深化人才培养体制改革”，重
点在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加强学科德
育渗透，实施课程教学改革，强化教
研科研创新，优化教育评价，推进考
试招生制度改革，完善职技人才培养

机制等方面设置行动支部。
教育先锋引领党支部主要由组织

科牵头，人师科、教师发展中心、震
泽中学、吴江中学、高级中学、吴江
中专、区实验初中、吴江实验小学教
育集团、鲈乡实验小学教育集团等为
成员，围绕“加强中小学校党建工
作”，重点在发挥中小学校党组织政
治核作用，健全完善中小学校党建工
作管理体制，全面提升中小学校党组
织建设水平，抓好学生德育和教职工
思想政治工作等方面设置行动支部；

“决胜高考”冲锋党支部，主要由震
泽中学、吴江中学、吴江高级中学、
盛泽中学、平望中学、汾湖高中等为
成员，围绕“提升高三教育教学质

量”，重点在加强高三教师团队管理、
打造敬业精业勤业的教师队伍，细化
和优化对学生的管理、激发学生学习
内驱力，加强高考研究、提高教育管
理实效方面设置行动支部。

接下来，6个行动支部将贯彻“两
个稳定、五个有利于”原则，即保持有效
开展组织生活的支部稳定、有效发挥作
用的支部稳定，有利于加强党的领导、
有利于开展党的组织生活、有利于党员
教育管理监督、有利于密切联系群众、
有利于推动事业发展，科学设置组织，
推动“行动支部”工作法在教育系统形
成体系、发挥作用，为加快推进教育现
代化、建设教育名区，办好人民满意的
教育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

党建引领吴江教育改革
6个行动支部助力办人民满意教育

本报记者 史韫倩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
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
11月3日，汾湖高级中学党支部
组织全体党员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在庄严的入党誓词声中，党员活动
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但党员们的坚
定信仰和不懈追求还在持续升温。

为了提高骨干青年教师的专业
化水平，促进骨干教师又好又快地
成长，汾湖高级中学采取集中组织
培训的模式，特邀各领域的教授专
家给骨干教师做讲座，通过各类讲
座，帮助骨干教师增强对新教育教
学理念的理解、掌握和应用，为改
进教育教学行为提供有益借鉴。

除了发挥骨干教师的带头示范
作用，作为“决胜高考”冲锋党支

部的一员，汾湖高级中学高三年级党
员班的班主任还经常召开分析会。

在期中考试质量分析会上，高三
年级党员班班主任介绍了班级考试情
况，对学生进行逐一分析，任课老师
交流了教育和教学心得。班主任与任
课教师就期中考试中暴露出的问题讨
论出了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而在期中
考试质量分析家长会上，高三年级党员
班班主任就本学期开学以来的学校工
作、班级活动及学生在校表现，向家长
做了详细的汇报，并分析了期中考试的
成绩、学生在学习中存在的问题，给予
了家长有针对性的家庭教育建议。在面
对面的交流中，进一步加强家校联
系、凝聚家校教育合力，帮助学生取
得高考复习阶段的更大进步。

汾湖高中：

一次次分析会 一步步迎高考
本报记者 史韫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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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区教育局教研室成立
“行动支部”，通过深入一线，服务
学校、指导教师，助力高考。

在“行动支部”带动下，本学
期教研室完成了七所普通高中和三
所中专的所有教学专项调研工作，
对八都学校、金家坝学校两所九年
一贯制学校的初中、小学部，以及
平望二中、黎里中学、开发区实验
中学、平望实验小学、开发区山湖
花园小学进行了教学专项调研，突
出课堂和“名师研学案”的两次备课
两个方面，同时利用各片“金秋开
课”和集团化办学课改展示活动，
走进课堂，辅导教师，为参加各级

业务竞赛的教师磨课，成效显著。
10月20日，由吴江各校名优教

师主讲的面向初中三个年级的周末
“空中课堂”开播，精彩的课程吸引了
学生，教学质量明显提升。据悉，这
是教研室的推出初中“名师研学案”
中的一项活动，该研学案集本区名师
智慧，助力薄弱教师提升教学质量。

此外，教研室加强对全区高中学校
教学质量的监控，组织高中进行各学科
新课程培训；针对课堂教学和有效训练
方面，加强对高中教学的调研和指导，
以及教育质量的监控，特别是对高三期
初摸底考试和期中测试进行质量分析，
力求快速提高教学质量，决胜高考。

区教育局教研室：

冲刺一线 助力高考
本报记者 张婷

近日，盛泽中学举行了高三期
中考试学情分析会，“决胜高考”
冲刺党支部成员与班主任、其他任
课教师一起分析每一位同学的学
习、心理和生活情况，制定并调整
符合班情学情的教育教学计划。

自上月，盛泽中学“决胜高
考”冲刺党支部成立以来，全体成
员在党支部的领导下，统一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统领教育工作，紧紧围绕
提升本校高三教育教学质量为中
心，亮出身份，接受群众监督，发
挥先锋模范作用。

全体行动支部成员在做好本职工
作的同时，带领其他高三教师研究学
生，研究高考，努力提高教学成绩。
班主任党员，紧抓班级管理，时刻关
注学生思想动态。行政党员做好高三
教师团队管理，努力打造敬业精业勤
业的教师队伍。

“决胜高考”冲刺党支部成员积极
响应学校安排，晚自修值班延长20分
钟、到校参加周末辅导、上好党员示范
课等，发挥好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党
支部成员还与家长保持交流，形成家校
合力，帮助学生制订并及时完善适合学
生本人实际情况的学习方案。

盛泽中学：

调整教学计划 全力冲刺高考
本报记者 俞佳佳

近日，平望中学成立“赢在当
下 赢得未来”高三行动支部，通
过筑牢支部阵地，力争打赢2019
年高考攻坚战。

据悉，平望中学2019届高三
学生总人数少、底子薄，相比今年
高考较好的成绩，2019年高考再
创新高困难重重。在此基础上，平
望中学成立高三行动支部，目前已
开始行动。

该校高三行动支部由党支部书
记吴剑英任行动支部书记，分管教
学副校长姬惠光任副书记，成员由
高三全体党员教师、入党积极分子
组成。支部成立后，全体行动支部
成员开展了“赢在当下 赢得未
来”签名承诺活动，以此鼓舞斗

志，增强信心。
行动中，该支部成员深入课堂，

寻找适合的“教”与“学”的方式，
加强铺垫教学，探索深度教学；在考
试纪律方面，突出“规范”，提升考试
质量，通过外聘专家命题，开展阶段
性测试；在期中考试后，学校集中表
彰了高三优秀学生，同时展出其相关
优秀事迹激励全体高三学生。

针对高考的重点学科，该支部力
求专项突破，推陈出新，学校聘请语
文特级教师来校进行作文指导，并开
展了平望中学首届英语“百词斩”能
力竞赛。在教学研讨方面，学校致力
高效复习方式，以“低起点、小坡
度、勤反复”的方式，鼓励学生，激
励老师，决胜高考。

平望中学：

赢在当下 着眼未来
本报记者 张婷

随着冲刺高考号角的奏响，吴
江高级中学“决胜高考”行动支部
近日正式成立，成员由高三全体党
员教师组成。

每位党员教师均为学生的德育
导师，与两名学生结对，进行学法
指导及思想动态引导，同时充当班
级管理的助手，协助班主任做好常
规管理。在繁忙的教育教学工作之
余，党员教师还利用课余时间进行
家访活动，及时向家长反馈学生在
校情况，对家庭教育进行合理指
导，同时倾听家长意见和建议，形
成致力于学生成长成才的家校合
力。

高三行动支部聘请校内外心理
咨询师组成心理辅导团队，对高三
学生定期开展心理咨询和辅导，有
效缓解学生的学习压力并将之转化
为有效动力。在日常管理中，学校

提倡“入室即静入室即学”，营造良好
的学习氛围。鼓励学生利用碎片化时
间对当日知识要点进行梳理、反思，
提高学习效率。

在距离高考 200 天的特殊日子
里，高三行动支部赴苏州穹窿山开展

“决胜高考”登高励志活动。高考冲刺
之路就犹如登山之路，蜿蜒而崎岖。
行动支部的党员教师与高三学子并肩
同行、齐心作战，引领他们带着无所畏
惧的力量和登高揽胜的自信，去攀登知
识的高峰、人生的高峰。党员教师们和
学生们一起在签名板上郑重签名，签下
一份党员的责任和教师的承诺。

在新的高考形势和压力下，高三
行动支部抓教学、重管理，鼓励党员
教师讲奉献、比业务、作表率，成为
敬业精业勤业的骨干教师，实现党建
工作与教育教学工作同频共振，为
2019年高考递交满意答卷。

吴江高级中学：

厉兵秣马战高考
本报记者 易彧

11月18日，震泽中学高三年
级行动党支部全体党员在校长姚敬
华的带领下，前往位于湖州市长兴
县的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开展
了“传承红色文化，淬炼党性本
色”主题党日活动。

被誉为“江南小延安”的长兴新
四军苏浙军区革命旧址群是全国爱
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浙江省党员教
育基地和省廉政文化教育基地。老师
们认真听取了纪念馆讲解员的解说，
重温新四军在浙西奋勇抗战的历史，
并认真参观了纪念馆所陈列的珍贵
历史图片资料和革命历史文物。

活动旨在充分发挥该校高三年

级行动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教
师先锋模范作用，进一步提高教学质
量，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提供坚强
的组织保证和政治支持。在活动中，
行动党支部还举行了“重温入党誓
词，永葆党员先进性”宣誓仪式。在
鲜红党旗下，由姚敬华校长领誓，全
体党员再次郑重庄严宣誓。

通过此次活动，党员同志增强了
党性修养，树立了使命意识与担当意
识。各教师纷纷表示要在今后的高三
教学中切实发扬先辈们矢志拼搏、无
私奉献的精神，爱岗敬业，“一片丹心
为育人”，为全面夺取2019年高考胜
利、争创高品质示范高中而不懈努力。

震泽中学：

传承红色文化 淬炼党性本色
本报记者 俞佳佳

▲吴江高级中学学生在冲刺高考板上郑重签名

▲区教育局教研室请专家给老师讲课

▲汾湖高级中学主题党日活动

▲震泽中学高三行动支部

▲盛泽中学家长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