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线:（028）86110843
邮箱: jydbxw@163.com2

JYDB

2020年11月12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 殷樱 美编 李静 新闻
关注教育一线 传递基层声音

“要得，我去。”听到校长安排她

去秦场村小教英语，刘文婷毫不犹豫

地答应了。

秦场村小隶属于雅安市名山区

中峰镇中心小学，距离中心校10公里

左右，学校有 5 名老师，学生二三十

名。村级小学缺老师是农村教育面

临的普遍困境，没有英语教师更影响

着乡村教学点的教育质量。

刘文婷2014年毕业并入党，翌年

进入中峰小学任英语老师。2018 年

春季学期，接到去村小兼课的任务，

她每周都要去秦场小学一两次，每次

上两三节课。

近年来，雅安市在全市学校大力

推动党建工作，号召党员充分发挥先

锋模范作用，面对困难，冲锋在前。

中峰小学校长王涛介绍，学校13名党

员，在学校工作分工方面，党员首先

挑难的、重的；在教育考核方面，党员

必须达到区教育局相关要求；在评优

评先进方面，党员主动让群众。

为了提升教师水平，中峰小学采

取党员教师带骨干教师、骨干教师带

一般教师的方式。对于困难学生，党

员教师采取结对方式，每人负责两名

学生，资助并辅导其完成学业。

刘文婷就是学校党员先锋中的代

表。通常，她一大早赶去秦场村小上

课，中午又赶回来给中心校学生上课。

有教英语的新老师来，秦场小学

的孩子们非常兴奋。刘文婷给三四

年级学生放英语动画片，她又自制卡

片，画一些简笔画，通过图画、视频等

方式，让学生更易接近英语。

乡村学校留守儿童多，家长辅导

家庭作业有一定难度。秦场小学班

上人少，刘文婷就在课上评讲完作

业，留的作业也是一对一辅导。

在党员教师的带动下，中峰小学

已经形成了支教工作模式，每学期开

学都要制作一份兼课安排表。同时，

村小教师也有机会到中心校交流或

固定听课学习。

距离中心校5公里左右的甘河村

小，因为人少，放学后，校园显得异常

空寂。学校除了幼儿园，二三年级总

共就 27 名学生。年轻教师杨龙是甘

河村小负责人，他去年才参加工作，

现在教英语，每周要去中心校听课一

次。

“村小的教学不能因为人少就松

了啊。”王涛说，一旦缺老师，党员就

要顶上。去年，甘河村小的科学课老

师到中心校交流学习，于是，中心校

党支部副书记卢述明便顶了上去。

四川省应急管理学会校园安
全专业委员会在蓉成立

本报讯（蔡京君）为提高应急教育与校园

安全管理理论研究水平与防范化解校园安全

风险实践工作能力，日前，在四川省应急管理

学会2020年年会上，校园安全专业委员会正式

揭牌成立。四川省应急管理学会会长为校园

安全专业委员会授牌和颁发证书。来自四川

省委党校、四川大学、西南交通大学、西华大

学、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等数十家单位的近百

名应急管理领域专家学者和实践工作者齐聚

蓉城，针对新时代的应急教育与校园安全两个

专题开展了深入的交流和学术研讨。

根据大会推选，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与

政法学院雷叙川教授担任四川省应急管理学

会校园安全专业委员会主任。他表示，校园安

全专业委员会将致力于加强校园安全的应急

管理理论研究、推进校园安全的应急管理学科

建设、防范化解校园安全风险、积极推进四川

省高校、中小学、幼儿园以及教育管理部门等

与校园安全有关的企事业单位和科研院所开

展交流与合作，做好涉及校园安全的应急管理

科研、决策咨询、教学培训与科普宣教活动，推

进公共安全科技在校园安全领域的应用与发

展。

该校园安全专业委员会的成立，搭建了我

省校园安全领域的应急管理理论与实践交流

平台，通过凝聚各方力量，必将成为推动全省

校园安全领域创新发展的强大动力。

本报讯（叶强平 陶军 摄影报道）
“陶老师，不好意思，我现在在宁波打

工，不能回来参加第三期普通话培训

了，对不起啊！”11月10日，第一、二期

普通话优秀学员、理塘县村戈乡芒康

村民当真尼玛在得知四川电大在芒

康村开展第三期普通话培训时，通过

微信向脱贫帮扶工作组特此请假。

“陶老师，通过普通话培训，我现

在的汉语水平大大提高了，增强了我

外出打工的勇气和信心。如今，我在

浙江省宁波市拓普汽车配件厂打工，

一个月工资5000多元呢！”在聊天中，

当真尼玛高兴地告诉陶老师，并专门

发来几张他在厂里工作时的照片。

近日，四川电大定点帮扶芒康村

第三期普通话培训在芒康村活动中

心举行。在开班典礼仪式上，四川电

大党委书记谭文劲对芒康村民积极

认真学习普通话的热情感到非常高

兴，他鼓励大家继续学好普通话，以

便更好地了解外部世界，与外界加强

交流与沟通，努力创造属于自己的幸

福美好生活。

在几天的培训时间里，来自电大

培训学院的张璐艳和卫星两位老师

克服高原反应带来的严重不适，积极

投身于普通话教学中，认真撰写教

案、精心设计教学活动，积极与村民

开展互动教学；芒康村民也非常积极

和配合，认真地跟随老师练习日常对

话。

在结业典礼上，驻村队员当场公

布了经驻村工作队与普通话专业老

师共同商定的优秀学员和积极进步

的村民名单。

在定点帮扶芒康村的具体举措

中，四川电大充分利用成人高校培训

及专业教师的优势，在芒康村张贴推

普攻坚资料，加大宣传力度，使“学好

普通话、走遍天下都不怕”的理念深

入村民心中；今年共开展三期，每期

一周的普通话培训，累计培训 150 人

次，并设立专项帮扶资金奖励普通话

水平较高和有进步的村民，使村民的

学习积极性不断提高；电大的专业教

师在芒康村民的微信群中每天坚持

教一句普通话，让村民随时随地都能

进行自我学习，进一步提高了他们的

普通话水平。

泸渝毗邻地区教师教育协同
发展交流活动举行

本报讯（李庆祥）日前，泸渝毗邻地区教师

教育协同发展交流活动在泸县教师进修学校

进行。交流活动围绕如何进一步发挥各地优

势，对教师教育课程研发、五育融合培训、名师

工作室的建设、乡村教育联盟、乡村教育专家

培养等方面进行深入的交流和研讨。

来自重庆江津、永川两地的教育领导参与

了“2020年渝西川南协同创新新教师培训项目

泸县启动会”，并为泸县 2020 年新教师入职培

训作了专题讲座。

据悉，渝西川南地区为深入贯彻落实推动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教师教育协同创新发展

建设的重要精神，将进一步深入合作研究，加

快推进泸渝毗邻地区教师教育协同创新发展

建设各项任务落地见效。

学科强基，创师生圆梦的课堂
今年教师节前夕的清晨，锦江实验

学校校长晁宁像往常一样站在校门口和

学生一一问好。忽然，一位家长走到面

前递来两封感谢信，一封给校长晁宁，一

封给班主任老师胡玉玲。信中，这位二

年级家长写道：本来家人打算孩子上完

一年级就让孩子转学，但晁宁校长“不管

风吹雨打，每天早上面带笑容地站在校

门口，迎接每一个到校的孩子”的举动，

以及孩子这一年多的变化，让他们打消

了转学的念头。家长最欣喜的是，孩子

本来特别害羞，现在落落大方，不仅学习

好，也爱与人交流了。

锦江实验的学生自信、爱表达，来源

于课堂上充分的肯定和充足的表达机

会。锦江实验探索“以学为主”的好课

堂，以学生为主体，以学情为基础，以学

习活动为主导，以学力提升为目标。课

堂内容有分量，思维有质量，练习有数量

（减量提质，注重反馈），并且注重趣味

性，体现在尊重、分享和冲突三个核心

词。尊重学生的人格和想法，分享师生

的智慧，并且把元认知和新认知的冲突、

学生间认知的冲突、师生间认知的冲突作

为教育的契机，课堂更有效，也更精彩。

集体研讨制度，扎实有效的教学督

导，以及每年的教师“创改赛”，激活了教

师专业发展的氛围。锦江实验教师依托

现代化的教育教学设施创新课堂教学，成

效颇丰。近年来，学校有7位老师参加了

全国 NOC 大赛，分获国家级一二三等

奖；学校课堂变革与实践研究活动还通过

网络平台向锦江实验学校托管的简阳市

五星乡九年义务教育学校、结对的甘孜州

炉霍县下罗科马乡小学校进行直播，让锦

江区优质教育资源不断辐射输出。

阅读润色，建学生喜爱的学校
走进锦江实验学校，随意和学生攀

谈几句，就能发现他们共同的特质：善于

表达，不仅说话条理清晰、要素齐全，还不

时闪现独立思想的光芒。这背后是学校

“哥哥姐姐讲故事”特色阅读活动，数年如

一日，对学生思维和演讲能力的训练。

学校每天都有“闪亮十分钟”的故事

时间，高年级的哥哥姐姐轮流到低年级

弟弟妹妹班上讲故事，为了吸引“粉丝”，

他们在课余进行大量阅读，不断更新故

事内容，还要反复推敲语言、表情、手势。

今年 6 月，学校第五届“金话筒”故

事大王比赛如期举行。同学们把医务工

作者在一线英勇抗疫、抗战时期儿童爱

国之举等故事搬上了舞台，用绘声绘色

的讲述、惟妙惟肖的表演，赢得观众连连

喝彩。

“哥哥姐姐讲故事”特色阅读项目带

动校园阅读活动向纵深发展，形成了锦江

实验学校德育领域独有的“大带小”的混

龄教育模式：哥哥姐姐带我去实践、哥哥

姐姐带我去运动、哥哥姐姐带我去劳动、

哥哥姐姐带我体验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等

课程。弟弟妹妹有学习的榜样和动力，哥

哥姐姐内生出责任、爱心和自我约束力，

成为和谐温馨校园的一道亮丽风景。

体育见长，办家长满意的教育
10月 23日，随着比赛结束的哨音响

起，锦江代表队锁定胜局，赢得“爱成

都·迎大运”2020 年成都市第五届小学

生综合运动会篮球赛女子组冠军。锦江

队由锦江实验学校体育老师、四川省优

秀体育教练员余锐担任总教练，百分之

八十以上队员是锦江实验学生。

锦江实验是成都市篮球传统项目

学校、成都市阳光体育示范学校。校体

育馆的一面墙上，记录着篮球队的光鲜

履历：“锦江杯”篮球比赛冠军、成都市

第十四届运动会青少年篮球赛冠军、成

都市篮球传统校比赛冠军、成都市中小

学生篮球锦标赛冠军、2019 年中国小篮

球联赛四川省决赛U12女子组冠军……

仅从 2018 年算起，三年来，学校女子篮

球队代表学校或者锦江区，在各级官方

组织的小学生篮球赛中已经夺得 10 个

冠军奖杯。

金牌的背后是全体学生身体素质的

增强。学校以“3+1+1”模式每天开设一

节体育课，即每周 3 节国家体育课程、1
节特色体育课程、1节校本体育课程。特

色体育课程为篮球，全员必修；另一节校

本体育课，不同年段的学生分别学习跳

绳、田径和足球等运动。

更为可贵的是，快乐运动的观念深

入了学生内心。晁宁是马拉松运动爱好

者，校园里时常有他运动的身影。通过

体育课程及教师的言传身教，锦江实验

的学子对运动有特殊的感情，家长再不

担心孩子不爱运动了，学生在各项赛事

及体质测评中名列前茅。

劳动育人，育勇担责任的好少年
10月 30日，锦江区中小学德育负责

人齐聚锦江实验学校“三趣园”，探讨德

育和劳动教育在中小学如何开展。成都

市公办小学中最大的智慧农场令人眼前

一亮；学生介绍蔬菜种植过程，热情摆摊

叫卖的场景，让来宾感慨万分。

成果的背后，是学校对劳动教育多

年的深耕。自十多年前搬迁入新校区

时，学校就将教学楼背后的空地规划为

劳技用地，全校每个班级都分到一块自

留地。学校逐渐构建起“悦体验 越闪

亮”劳动教育课程，包含校园日常劳动、

家庭生活劳动、社会公益劳动、农耕生产

劳动和学习创造劳动。学校劳动教育已

经形成课程构建系统化、劳动体验多样

化、基地实践生活化、科技创新现代化、

评价助力成长化等特色。

基于物联网技术，学校“三趣园”智

慧农场开展农耕劳动教育是学校在劳动

教育的一大特色。师生只需通过手机或

者电脑就可以对农作物生长环境数据情

况进行远程察看和进行灌溉操作等管

理。该应用获得了全国第三届中小学教

育装备新技术应用创新案例一等奖。

除校内的“三趣园”外，学校还在校

外建学生实践基地。每年学校组织毕业

生到校外基地收割稻谷；和社区合作开

展“小河长来巡河”体验活动；到医院、餐

饮店等地参加职业角色体验。在劳动

中，学生成为懂得用劳动创造价值、服务

他人、服务社会的有担当的人。

“锦江实验的教育理念‘人人闪亮，

天天精彩’八个字听起来简单，实则蕴含

大智慧。”晁宁说，它着眼并关注教育中

的人物、时间和空间，“人人”包括教师和

学生在内的教育中的每一个人，“闪亮”

则是激励每个人找到自己的价值和发展

空间；“天天精彩”是让我们珍惜时间，让

校园里每一天、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有

价值和意义。

学科强基、阅读润色、体育见长、劳

动育人都是帮助师生实现“人人闪亮 天

天精彩”的途径。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

在锦江实验就是为学生提供多元的展示

发展平台，帮助学生找到自己最闪亮的

一面，实现家长优质教育的获得感，学生

校园生活的幸福感，教师教书育人的成

就感。 （顾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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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

务教育质量的意见》印发，《意见》明确要坚持“五育”

并举，着力解决素质教育落实不到位的问题。2020年

10月，《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印发，《方

案》明确要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培养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五育”如何“并举”？“五育并举”与学校的办学理

念如何融合？这是摆在中小学校管理者面前的课题。

“未来优质学校一定是将五育‘并举’起来的学校。”近

日，成都市锦江区教育局把中小学德育暨劳动教育工

作会开到了成都市锦江实验学校校内劳动实践基地

“三趣园”，会上，锦江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这样表示。

“五育并举”正是成都市锦江实验学校（以下简称

“锦江实验”）从普通社区公办学校向“老百姓心中好

学校”蝶变的秘诀。锦江实验学校坐落在成都东三环

内侧的蝶花街，200米的小街整整一面都是美丽的校

园。蝶花并无其花，而是人们对蝴蝶翩翩起舞、各美

其美的向往，就着这种天然的联系，学校提出“人人闪

亮 天天精彩”的办学理念，培养具有闪亮个性与多元

发展基础的闪亮学子。近年来，学校潜心搭建德智体

美劳五育并举的成长平台，逐步形成“学科强基，阅读

润色，体育见长，劳动育人”办学特色。每一个办学特

色都历经多年办学积淀，为“五育并举”如何在学校落

地提供了绝佳的样本。

校园里随处可见学生阅读的身影（图片由学校提供）

——成都市锦江实验学校“五育并举”助推优质办学

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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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小缺老师，中心校党员上！
■ 本报记者 何文鑫

理塘牧民：“普通话培训让我沿海打上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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