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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葛仁鑫 摄影报道）
一个优秀的校长，不仅影响一批老师、

一个学校，还能影响一个地区，尤其在

贫困地区，青年校长的作用显得更加

重要。

11 月 30 日，由四川省教育厅、新

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共同

组织的“贫困山区青年校长助力工

程”首期培训班在成都开班。省委教

育工委副书记，教育厅党组成员、副

厅长崔昌宏，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何志勇出席开班仪

式。来自凉山州、甘孜州、阿坝州各

中小学的 50 名青年校长参加首期培

训。

据了解，“贫困山区青年校长助

力工程”旨在着力加强我省贫困山区

学校青年校长队伍建设，其培训共分

为 5 期，每期 50 人，计划将有 250 名青

年校长参加学习。培训设置了师德

师风建设、基础教育教学理念、寄宿

制学校管理与发展等课程模块，问题

诊断、专题讲座、导师导学等内容环

节，采取观念引导与实地观摩，经验

交流与问题共研的模式，着力更新参

训校长的思想理念，提升校长们的思

想政治素质、专业化水平和创新能

力。

开班仪式后，首批参训学员随即

进入集中培训课程。此前，主办方通

过发放调查问卷、校长提供问题清单

等方式，了解学员的培训需求，并进行

问题诊断，在接下来的一周内，他们将

根据实际有针对性地进入各个板块的

学习，共同探究问题的解决策略与方

案，提升自身办学治校素质。

旺苍县为破解贫困山区教育管理

难题，提升科学治理水平，以校长、教

师、学生、家长四方为抓手，探索实施

校长治校、教师治教、学生治学、家长

治家“四治”一体化模式，促进教育事

业健康快速发展。

强化顶层引领，助力校长治校
理顺政校关系。政府垂直领导、

线性领导逐步转变为多方参与的扁平

式治理，发挥“元治理”功能。政府依

法管理学校，学校依法自主办学，以学

校“内发发展”逐步取代“行政推动”，

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多所学校形成

“一校一品”的办学品牌。

建立校长梯级培养体系。加大年

轻校长、后备干部培养力度，实施校级

干部校际交流轮岗、机关上挂锻炼，分

层分类储备一批中青年校长骨干。实

施“三名”工程，培育名校长。

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推进学

校章程修订，完善学校内部的治理结构

和运行机制，全县学校均实现“一校一

章程”建设。强化学校领导班子建设，

对每一所学校领导班子逐一分析研判，

开展能力评价，调整人员配备，督促职

能开展。通过班子队伍的“多轮驱动”，

推动学校教育问题的系统解决，锻炼出

高效运转的现代学校治理团队。

分类制定考核办法。对不同规

模、不同学段、不同性质的学校分类考

核，尽最大可能保障公平，调动和保护

农村校长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聚焦内涵发展，推动教师治教
建强教师队伍。提高新招录教师

质量，近三年招录教师289名，引进和培

养名师后备人才140名。成立旺苍县教

师培训中心，搭建教师专业成长平台。

抓实“三名”工程，构建“选拔、指导、服

务、考评、应用”五位一体的管理体系。

打造“双师型”教师队伍，县内高技能人

才引进指标向中职学校倾斜。

深化教学改革。大力推行“新教

育实验”，加盟全国“新教育实验区”，

实施新教育“十大行动”，以新教育构

筑理想课堂，深化教学改革，提升教学

效率，促进教师专业成长。

更新教学模式。整合智慧教育平

台，分类推进专递课堂、名师课堂、名

校课堂建设；推进教育信息化 2.0 建

设，完善县域大数据平台，开展信息教

学和微课“大比武”，探索基于小组合

作下的智慧课堂教学变革。

提升教研能力。建立全县“教育

学科专家库”，遴选出20名优秀学科教

师，集成教学研究成果，广泛开展结对

共研。开展城乡学校结对帮扶工程、

“手拉手”学科共研行动，小微学校结

成区域教研联盟 4 个。发挥名师工作

室带动效应。

突出全面育人，深化学生治学
实施德育思政示范工程。加强德

育基础能力建设，推进德育工作主题

化、课程化、全科化，培养思政课教师

队伍，定期开展德育论坛。

实施健康教育示范工程。开齐开

足体育课程，保障运动场地和体育器

材。成立旺苍县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

协会，开展教师健康体检，实施“教师

体质增强”计划，确保师生健康成长。

实施劳动与创造示范工程。开展

好劳动实践课程，将人工智能、创客教

育、机器人大赛纳入活动课程。成立

了旺苍县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开发

红城、绿谷、茶乡、古道文化资源，建设

“教育+研学旅行”实践基地，着力培养

学生劳动与创造能力。

实施艺术特色示范工程。整合艺

术教育资源，加强艺术社团工作指导，

开展中小学生艺术素质测评，提升学

生艺术素养。

构建共育战线，强化家长治家
完善制度建设。建立基于学校章

程下的家校合作制度，从班级层面、学

校层面上保证家校合作制度的制定、

落实与创新。完善家长委员会构建制

度，通过家长民主选举，建成班级、年

级、学校三级家长委员会，家长参与学

校监督管理，促进家校合作。

办好新父母学校。学校定期举办

家庭教育讲座、专家讲座、家长论坛，

加强家长培训。改革家长会形式，多

媒体形象展示学生在校表现，师生、家

长共同参与学生综合评价、交流经验，

定期表彰优秀家长。挖掘培养家庭教

育本土人才，将优秀家长、班主任、心

理健康教师吸纳入家教师资队伍。

畅通交流渠道。编制发放《家校

手册》，向家长传达家校育人共识与育

人方法。举行家长开放日活动，全面

实施“开放办学”。

本报讯（杨婧岚）日前，“第二届新

时代财经高校大学生劳动教育论坛”

在西南财经大学举行。当天，西南财

经大学组织 24 所财经高校，共同成立

“新时代财经高校大学生劳动教育联

盟”，联合探索契合财经高校特质的劳

动教育模式。

本次论坛设有“财经高校大学生劳

动教育工作分论坛”“劳动价值论与劳

动教育分论坛”“劳动素养与青年发展

分论坛”三个分论坛，代表们对新时代高

校劳动教育的重要价值、劳动教育的时

代内涵、劳动教育的创新、高校劳动教育

的实施体系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

在“劳动素养与青年发展”分论坛

上，来自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南财经

政法大学、四川大学等15所高校的专家

和40余名大学生代表围绕劳动实践怎

样助力学生提升劳动素养、团学组织在

劳动教育中如何更好发挥效能等问题

展开深入探讨交流，从青年学生视角出

发的思考让与会专家眼前一亮。

与会青年学子激烈讨论、充分交

流。“将社会劳动大课堂与思政小课堂

深度融合，在志愿服务文化建设中引

领青年学子认同劳动文化，引导青年

学子依据学科特长开展专业志愿服

务。”“要以生活劳动引导青年学子‘会

劳动’、以专业实践锻炼青年学子‘能

劳动’、以文化浸润激励青年学子‘爱

劳动’。”大家普遍认为，劳动实践活动

一方面要做到“有力”；另一方面要做

到“有趣”。

论坛期间，与会代表共同参观了

西南财经大学劳动教育基地、校史馆

和货币博物馆，现场观摩烹饪技能大

赛，就新时代大学生劳动教育主题开

展深度交流。

此次论坛上成立的“新时代财经

高校大学生劳动教育联盟”，坚持“资

源共享、协同创新、共谋发展”理念，通

过在理论研究、课程建设、实践平台等

方面加强合作，构建起新时代财经院

校劳动教育共同体、交流合作大平

台。西南财经大学将以此为契机，把

握育人导向，创新体制机制，遵循教育

规律，强化综合实施，持续打造西财特

色“5+4+4”大学生劳动教育品牌。

“蓉城创响”创新创业大
讲堂秋季第三场开讲

本报讯（张朝云）为加强创新创业

教育，深入创新创业理念，提高人才培

养质量，日前，由成都市教育局主办的

“蓉城创响”创新创业大讲堂在成都工

贸职业技术学院举行。

本次大讲堂受邀嘉宾是中国马兰

花创业培训 SYB、IYB 培训师代庆。大

讲堂现场，代庆以“创新创业教育与学

生核心素养培养”为主题，围绕“大学生

创业四要素”和“大学生创业七建议”两

个方面，为大家分享了大学生创业要勇

于克服困难、不断提升创业素质能力、

抓住关键机遇、顺应市场需求等内容。

创业讲究天时地利人和，大学生创

业会遇到怎样的问题？代庆认为，创业

首先要明确自己的动机能否是未来坚

持下去的动力。各行各业都有许多专

业的人才，应届大学毕业生想在某一个

方向有所作为，除了要有这方面的知识

储备之外，还要在创业过程中不断打磨

自己，做到内心强大、善于沟通、不轻言

放弃，不断提升自己的创新发现能力、

组织领导能力等。

据悉，本次活动已经是2020年秋季

学期第三场“蓉城创响”创新创业大讲

堂。为进一步推进全市教育系统创新

创业工作，早在 2017 年，成都市教育局

就举办了首场“蓉城创响”创新创业大

讲堂。“蓉城创响”创新创业大讲堂作为

全市教育系统持续性活动，按学年予以

实施，每学年举办 6 期，旨在普及知识、

传递理念、开阔视野，进一步营造创新

创业的良好氛围。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成立首个海外学院

本报讯（李一楠）日前，成都纺织高

等专科学校与老挝琅南塔师范学院合

作建立的嫘祖学院正式挂牌。成都纺

专校长夏平、老挝琅南塔师范学院院长

康苏·董刚分别在线致辞，成都纺专代

表陈富强和康苏·董刚在琅南塔师范学

院会场共同完成嫘祖学院挂牌。

“嫘祖学院”建立在成都纺专与老

挝琅南塔省教育厅长期良好合作的背

景下。为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落

实教育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

动》方案，切实打造四川教育海外品牌，

成都纺专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挑战下，克

服多方困难，终于在今年 8 月与老挝琅

南塔师范学院成功共建嫘祖学院。该

学院旨在以“1+2”3 年学制联合招收与

培养老挝学生，即学生第一年在老挝琅

南塔师范学院嫘祖学院就读，随后两年

在成都纺专学习。

乐山市沙湾区举行书香
校园建设经典诵读活动

本报讯（李荣富）日前，以“传承中

华文脉，弘扬沫若文化”为主题的乐山

市沙湾区第二届书香校园建设经典诵

读活动举行。来自全区 15 所学校的师

生通过丰富多彩的经典诵读表演，为现

场观众带来了一场美好的视听盛宴。

“正衣冠，朱砂开智，击鼓鸣志，启

蒙授书……”由凤凰学校带来的诵读表

演《文脉传承》拉开活动序幕，孩子们响

亮的朗诵声久久回荡；“关关雎鸠，在河

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踏水小学

带来诗朗诵《诗经·关雎》；“东临碣石，

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

随着豪迈、雄浑的音乐声响起，由龚嘴

学校带来的表演诗朗诵《观沧海》一下

子把观众带回到东汉末年群雄纷争的

年代。

接着，《魏晋风华》《将进酒》《茅屋

为秋风所破歌》《沁园春·雪》《天上的街

市》《凤凰涅槃》等节目依次登场……各

校师生以配乐诗朗诵、情景剧、相声、表

演诵等形式多样的表演，将一篇篇脍炙

人口的经典之作演绎得动人心弦，赢得

了现场观众阵阵掌声。

表演结束后，专家评委、乐山师范

学院教授李康云对所有的节目作了点

评。经过专家评委现场评分，活动评选

出经典诵读表演一等奖 4 个，二等奖 6
个，三等奖7个。

举办此次经典诵读活动，旨在掀起

读书热潮，营造人人多读书、读好书的

良好氛围，让阅读成为全区校园的一道

亮丽风景。希望全区师生以此次诵读

活动为契机，多读经典好书，让阅读成

为习惯，让书香飘溢校园，让沫若文化

永放异彩。

“贫困山区青年校长助力工程”首期培训班开班

旺苍县:“四治”模式激发教育新活力
■ 田小平

新时代财经高校大学生劳动教育联盟成立

（上接1版）

为了解决农村学校艺体教师紧缺

的问题，叙永镇中心校配备专职艺体

教师，建立音体美考核制度，帮助同一

联盟的其他学校开齐开足课程，保证

教学质量。

今年47岁的朱远奇是赤水中心校

的音乐教师，加入研修联盟后，他明显

感受到教研活动增多了，教师交流氛

围更浓厚了。“以前上音乐课就是唱唱

歌，现在学习到多种教学方式，课堂内

容也丰富多了。”

在古蔺县，“共享课堂”的构建也

帮助村小解决了教学资源紧缺的难

题。

如今，观文中心校的教师在学校

上课，村小及教学点的学生可以通过

多媒体同步听课，教师还能在线提问，

保证学生听课质量。

“村小学生大多缺乏与外界的交

流，通过‘共享课堂’，实现了课堂同

步、资源共享，可以带给孩子们不同的

视野。”观文中心校校长罗宇说，如今

村小的孩子们在课堂上回答问题更积

极了，教师上课也更有热情。

不仅是区域内的学校互助提升，

泸州还积极借力东西部扶贫协作这一

“东风”，把东部城市优秀的教育理念

引进，提升自身教育水平。

2020年9月，常山—古蔺东西部两

地教学教研工作交流会在古蔺县东区

实验学校举行。来自浙江省常山县育

才小学和二都桥中心小学校组成的名

师团队为古蔺老师们带来了展示课，

并开展了专题讲座，充分发挥了名校

长、名师的示范引领作用。

“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的协作交

流模式，能够为教师提供更多专业发展

的机会，并为学校管理、教育教学提供

样本，让教职工直观感受到东西部的差

距，促进理念的更新、方法的转变。”古

蔺县东区实验学校校长傅涛说。

挖掘特色 打造校园文化

家访，对于文化小学的学生来说，

并不陌生。学校留守儿童多，许多孩

子性格内向、不爱交流。为了帮助这

些孩子成长，文化小学的教师每天放

学都会深入学生家中，与他们聊天、谈

心。

“家访主要是看看学生在家学习

的情况，及时帮他们排忧解难。”闫佳

利说，通过家访，孩子们能真切感受到

老师的关心，不少孩子在学习上都积

极主动了，师生之间的距离拉近了。

学校还以家访为切入口，建立了“诚

信、感恩”的校园文化，让学生在日常

小事中诚信做人，学会感恩。

在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升教学

质量的基础上，泸州的农村学校也积

极挖掘自身特色，打造校园文化，帮助

学生成长、成才。

距文化小学50公里的古蔺实验学

校，学校挖掘古蔺本土文化，用兰花的

君子、儒雅的形象浸润学生向上向善

的品质。

在叙永县叙永镇中心校，学校结

合叙永“鱼凫关”的地理文化特色，构

建了“锁钥文化”，让学生学会解决问

题的方法，找到打开人生大门的一把

钥匙正是学校的办学理念。

农村教育的美好不仅体现在学校

硬件的完善上，近年来，由于泸州市通

过实施本土定向培养村小教师等举

措，村小有了留得住、教得好的教师；

教育信息化的普及助力解决农村学校

师资薄弱、资源紧缺等问题；研修联

盟、东西交流协作帮助教学质量明显

提升。……这种种举措，让农村教育

重新焕发生机，让学生有了更多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