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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我区全力打造教育科研工作新高地
7月 2日,山东省教科所党支

部书记邵庆林一行四人，就山东省
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来我区进行中
期检查。在分别听取了市、区两级
教科研部门的工作汇报之后，又专
门听取了东昌府区小学教研室、实
验小学、阳光小学、实验中学、聊城
二中等 5所学校中期课题研究的
工作和成果。在点评中，省教科所
专家对我区的课题研究给予了充
分肯定，认为我区教科研课题选题
务实，涵盖面广，操作性强，具有一
定的前瞻性，阶段性成果明显，已
经成为全省的教育科研高地，值得
其他县（市、区）学习。

近年来，东昌府区教育科研工
作秉承“引领教育，服务学校”的教
育科研宗旨，以构建学习型组织为
先导，以建设研究型队伍为根本，
以校本研究为依托，以课题研究为
抓手，按照“大课题引领，中课题提
升，小课题普及”的布局，整体规

划，重点突破，分层推进，典型提
升，形成了“扎扎实实、轰轰烈烈”
的教育科研局面，有力地促进了全
区教育事业又好又快发展，取得了
良好的科研效益。

聚焦课程体系建设
引领学校各美其美

近年来，东昌府区教育科研工
作以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精神
为指导，突出课程在学校教育实践
中的核心地位，引领学校加强课程
领导力建设，立足以学生发展为本
的办学思想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培
养目标，加快推进学校课程体系建
设，实现了国家和地方课程校本
化、校本课程特色化，丰富了学校
课程文化，营造了全面实施素质教
育的良好氛围。同时，围绕“育人为
本，特色发展”这一理念，通过确立
办学思想———构建顶层设计———
培育特色项目———形成学校 （办
学）特色———成为特色学校这一发

展路径，充分运用顶层设计、方法
统领的优势，叩问本质，系统规划，
整体推进，全程调控，细节优化，使
学校发展各美其美。各学校也紧紧
围绕办学思想，全面践行顶层设
计，积极进行课程（课堂）改革，特
色意识明显。学校思路清晰，目标
明确，在环境打造、活动设置、课程
开发、师资培训等方面与办学思想
一脉相承，自成体系，智慧绽放，特
色纷呈。

区域推进生本教育
让课堂焕发生命活力

以课堂教学改革为切入点，以
生本教育理念为指导，区域推进生
本教育，逐步形成生本教育的课堂
教学特色，是东昌府区教育科研工
作发展的又一引擎。走进生本课
堂，学生在学习任务单的引导和帮
助下，在独立阅读教材、自主建构
知识意义的基础上，通过与组内同
伴进行交流、面向全班讲解以及师

生对其讲解进行评析的过程，获得
对知识的深入理解、学科思想方法
的体验与感悟、学科活动经验的积
累，最终达到学会学习、学会交流、
学会思考、学会评价的教与学活
动，实现了“先学后教，以教促学；
先思后启，以启促思；先讲后评，以
评促化”的效果，教师的角色实现
了重构，教学方式得以转变，培养
了教师的学习意识和科研意识，有
效促进了教师的专业发展和学校
教育科研水平的提升；学生得以从
传统教学方式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学习方式得以改变，增强了责任意
识、竞争意识和合作意识，逐步培
养起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品质，
大面积提高了学生的学业成绩，促
进了每个学生的全面健康发展，使
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不断提升，教
育品牌愈加闪亮。

全员参与课题研究
促教师队伍专业成长

近年来，东昌府区教育科研工作在
“问题就是课题、反思就是研究、创
新就是发展、成长就是成果”的总
体思路指导下，按照“小步子、低台
阶、快节奏、求实效”的原则，要求
45岁以下的教师，针对所教年级、
所教学科，从学校实际出发，结合
个人兴趣与个性特点进行选题，进
行研究，全员参与，各个尝试。全区
教师重读书、勤研究，把小课题研
究作为自己的工作行为、思维方
式，以极大的科研激情，认真的研
究态度，投身于课题研究中去，体
会过程的快乐、收获成果的幸福，
有力地推动了教师个人的发展，每
个人的课题都有一定的成果，专业
水平都有所提高，促进了教师队伍
的整体发展。目前，东昌府区共承
担省级课题 56项、结题 41项，市
级课题 235项、结题 115项。

（通讯员 李令涛 于海涛）

东昌府区
举行小学美文诵读比赛

本报讯 近日，东昌府区小学
语文美文诵读比赛在建设路小学
举行。在比赛中，每个选手都准备
充分，在他们声情并茂的美文诵读
中，加入了古筝、小提琴唯美的背
景演奏和婀娜多姿的舞蹈演绎，使

整个比赛变得丰富多彩、有声有
色，赢得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据悉，该次比赛共有 22个单
位参加，其中建设路小学表现出
色，取得了集体和个人项目特等奖
的优异成绩。 （通讯员 王金峰）

育红小学
举行安保人员技防培训

本报讯 为进一步做好暑期校园安全工作，近日，育红
小学举行了安保人员技防培训。邀请新区派出所李警官就
钢叉、橡胶棒、木棍、铁锨等安保器材的使用进行了详细讲
解，并对保安人员进行了实战演练培训。 （通讯员 李艳）

沙镇联校
举办“传承国学”书法比赛

沙镇讯 为丰富校园文化生
活，培养学生规范书写汉字的习惯
和技能，近日，沙镇联校举行了以

“传承国学、墨香校园”为主题的书
法比赛。

赛场上洋溢着笔墨之香、向上
之风，孩子们专心致志、一丝不苟
地在纸上勾勒出横竖撇捺，在起笔
收笔之间颇有节奏，足见他们平时

坚持苦练汉字书写的扎实功底。评
委认真评出优秀书法作品,并对这
些作品进行了展览、公示。

据了解，该活动以年级为单
位，分两个步骤进行,首先在每个
学区进行选拔赛，每个班级选拔出
2名优秀选手，然后统一参加联校
组织的总决赛，比赛历时 3天。
（通讯员 刘学奎 朱振燕 王贵国）

侯营中学
四举措做好暑期学生工作

侯营讯 为使学生度过一个安
全、愉快、有意义的暑假，近日，侯
营中学对学生的假期教育工作进
行了早安排、早部署。

开展安全教育活动。该校通过
召开班会和发放《致家长的一封公
开信》等形式向学生和家长进行交
通安全、防火、防盗、防溺水、防触
电、防雷暴等方面的安全教育；开

展假期读好书活动。要求学生在假
期中自选一本中外名著，制定阅读
计划，做好读书笔记，写好读书心
得；开展家务劳动活动。引导学生
开展劳动教育活动，让孩子们通过
每天为父母做一些家务，干一些农
活等方式感恩父母，并在劳动中体
会父母操持家务的辛劳和不易。

（通讯员 张建峰）

道口铺中学
未雨绸缪做好暑假安全工作

道口铺讯 道口铺中学严把暑
期安全关，居安思危，警钟长鸣，把
安全作为暑期前的重点工作来抓，
做到了防患于未然。

自检自查。对学校食堂、宿舍、
围墙、校门及消防设施等重点校舍
设备进行检查。通过大课间、班会、
国旗下讲话等方式对学生进行暑

期安全教育，提高学生防溺水、防
火、防盗、防煤气中毒、防骗等人身
安全的各项自我保护和应变能力；
建立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
的安全防范网络。通过校报、飞信
及暑期安全告家长书，着重对防溺
水、防触电、自救、交通等方面进行
教育。 （通讯员 武佃锋 李燕）

明德成人 知能并举
———振兴路小学特色办学侧记

近年来，振兴路小学坚持“明
德成人，知能并举”的办学理念，
确立“德育为先、教学为主、特长
明显、身心健康、后劲充足”的培
养目标，坚持“传规律，教方法；轻
负担，高质量”的教学原则，积极
实施“以研促教，以教兴研”的教
科研一体化策略，积极推进“学校
管理精细化、师资队伍优质化、素
质教育特色化”的管理方法，使学
校在办大、办强、办出特色的过程
中，不断迈出坚实的步伐。

搭建学习平台
优化教师群体素质

加大投入搭建信 息 共 享 平
台。2012年，该校筹资百万余元，
搭建了网络化、数字化有机结合
的新型教育、学习、交流和研究的
学校信息平台。如今，教师的备
课、论文、教研都实现了电子化，
可以在校园平台上及时交流教研
成果，教师可以互相学习借鉴教
学中的经验做法，达到资源共享
的目的。同时，每个教室的“电子
眼”可以让学校领导或值班人员
随时观察教师教学情况，增加了
管理层与教师间的透明度。

请进送出提升教 师 业 务 水

平。该校先后邀请市小学教研室
主任冯明才、区小学教研室主任
叶剑岚、区教科所所长邱子华等
专家来校作报告，促进了教师的
专业成长。同时，把优秀教师送到
北京、南京、杭州、济南、青岛、泰
安、北戴河等地参加专业培训，聆
听专家指导。2013年，该校又选派
4位名教师到杭州参加“千课万
人”活动，亲身体验国家级名师的
精品课，回来后通过作报告和课
堂教学的方式，把教学理念和经
验传播给其他老师。

“青蓝工程”促交流。依托“青
蓝工程”这一传统模式，实施对青
年教师的培养和指导。将青年教
师的先进教学理念和老教师的丰
富教学经验有机结合，真正地做
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目前，该
校共有 20余位教师获市区级教学
能手或优质课一等奖等称号。

以生为本
创建和谐生本课堂

该校本着一切从学生需要出
发、一切从课堂需要出发、一切从
家长需要出发的思想，积极开展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系列实践活
动，大力推进教育教学质量的提

升。教师在吃透课程标准、熟悉教
材、研究学生、摸清学生学习情况
的前提下，按照教学规律，进行课
堂教学的创造性设计。在生本教
育理念的基础上，探索实施“先学
后教，当堂训练”的“生本课堂”课
堂教学模式，让学生思维在课堂
上活起来。改变传统教学单向灌
输模式，教学真正实现互动。在评
价上注重以学定教，关注每一个
学生和学生的全面发展。

彰显学校特色
推进素质教育

为落实“明德成人，知能并
举”的教育理念提供了丰富的践
行场所，学校开展了丰富多彩的
课外活动。该校在抓好德育工作
的同时，让每个学生的个性充分
得以张扬。在上好每一节艺体课
的基础上，扎实规范的开展了兴
趣小组活动，成立了合唱、乐器、
舞蹈、手工、国画和纸版画、武术、
书法、围棋等兴趣小组。每周五下
午，各兴趣小组和社团的学生们
都会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开展活
动。2013年，学校被评为聊城市艺
术教育示范学校。

（通讯员 张广利 张颖）

河东小学
给老师布置“暑假作业”
本报讯 暑假期间，河东小学给全体教师布置了“暑假

作业”,要求每位一线教师在暑假期间观看名师教学视频，
写出心得体会；通读教师读书活动集萃《点亮心灯》，在每
篇文章后写出读书感悟。“暑假作业”的布置，让每位教师
感到提高自身素质的重要性，有效提升了教师的业务水
平。 （通讯员 赵秀芹）

北顺小学
暑假作业求实创新

本报讯 为让孩子们的暑假生活美好而又充实，北顺
小学积极探索作业布置改革的新形式。读书，详细拟定各
年级必读和推荐书目，引导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
书”的良好阅读风气；日记，鼓励题材丰富多样，尝试儿童
诗、童话、寓言、小说等新颖体裁；体验，鼓励孩子们在假
期投身多姿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开展主题调查，增强社
会责任，培养创新能力，提高生活技能。（通讯员 杨文波）

工业学校
勤工助学蔚然成风

本报讯 近日，工业学校百余
名学生前往苏州嘉彰科技公司开
始了近两个月的勤工助学活动。

在学校和企业的密切协调下，
该校参加勤工助学活动的信息、机
电、学前教育等专业学生全都被安
排到相应的岗位，很快适应了生产

线上的工作，体验着“累并快乐成
长着”的社会实践活动。该校选派
带队老师驻厂跟班全程管理学生，
配合企业处理学生勤工助学期间
所发生的一切问题，同时保障学生
勤工助学期间的一切权益。

(通讯员 井海云)

暑假来临，我区广大中小学生纷纷走进公
园和书店，进行强身健体、“充电”学习，以各种
喜闻乐见的形式欢度长假。瞧，这位东昌娃在
公园内练起地书来多带劲！

特约记者 李学贵 摄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