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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访
□通讯员 卢旻筱
8 日下午 5 点 40 分，夜幕初临，春寒料
峭。
市外国语学校门口，悄然出现了几辆车
子。车门打开，一位气质儒雅的中年男子走
向传达室。“我们是市教育局的，前来检查
工作。
”
“请做好来访登记，同时请与相关老
师电话联系，经同意我们才能放行。”保安
按照工作规定告知该中年男子。
不一会儿，校长韦红斌匆匆走来：“顾
局长，欢迎您前来检查工作！”原来，这位
不速之客正是市教育局局长顾在响。这天，
他带着局工作人员走访了多所学校，最后来
到市外国语学校检查该校开学情况。
正是晚读时间，顾在响一层楼一层楼地
走，查看每间教室，非常仔细。教室里书声
琅琅，学生们正读得起劲。有的教室里，老
师正在抽查学生的背书情况；有的教室里，
老师正在和学生个别交流。他不时走进教
室，和教师、学生亲切交流。在初一 （9）
班教室，顾在响看到墙上贴着有老师和学生
共同签名的班级誓言，墙角布置着绿意葱茏
的小植物，课桌摆放整齐有序。因为老师的
匠心，教室的每一个角落都充分发挥着育人
的作用，他不禁称赞教室布置有家的感觉。
他还向该班老师刘飞燕了解英语晚读内容，
询问学生的学习情况。
晚读结束后，晚自习开始，顾在响又查
看了学生参加晚自习的情况。看到有的班级
没有教师坐岗，他好奇地询问。韦红斌说，
市外国语学校提倡学生自主管理，每两个班
由一位教师负责管理学生安全。因此教师不
在的教室也是静悄悄的，学生安静自习，自
主有序。
顾在响将该校 4 栋教学楼 60 间教室全
部走了一遍，对该校开学的各项工作给予充
分肯定，对学生的学习氛围赞不绝口；认为
老师敬业、管理非常到位，每间教室都有特
色文化，能充分发挥育人功能，“缔造完美
教室”成果显著，并为该校提出了许多建设
性的意见。

横店镇教育处

师德教育第一课
□通讯员 杜一平

本报讯 近日，横店镇教育处组织开展
开学师德第一课活动，800 余名中小学、幼
儿园教师参加。
据悉，横店教育处组织此次活动，旨在
唤醒教师新学期的使命意识、学习意识、教
育意识、优秀意识，号召大家做一位有境界
的老师。吴碧老师应邀作主题讲座，一场
《做一位有境界的教师》 主题讲座激起了全
体教师的共鸣。
吴碧从一代师表霍懋征的 “四没有 ”
（没有对学生发过火，没有请过家长，没有
惩罚过学生，没有让孩子掉队） 入手，结合
自己的教育经历，结合横店一中优秀教师沈
小英的事迹，情真意切谈到教师应该做到
“ 三 要 ”“ 五 守 ”， 最 终 达 到 “ 四 个 境
界”——做一个让学生瞧得起、让自己心
安、让学校荣耀、让历史铭记的老师。
横店镇教育处主任杜俊杰向全体教师提
出 4 点要求：明确重点，凝心聚力；牢记使
命，潜心育人；健康向上，虚心学习；甘于
淡泊，静心教书。鼓励广大教师以新学期新
起点为契机，立足本职岗位，锐意进取、埋
头苦干，一步一个脚印稳步前进，写好教育
奋进之笔，共筑横店教育发展之路。

开学第一周 校长三聚焦
□通讯员 金丽丹
“嗨，校长好！你来我们教室干什么呀？
”“同学，你好！我来和你们一起听课。
”
6 日上午 9 时，吴宁一校校长陈红亮一手拿着听课笔记本，一手提着板凳，走进了二 （5） 班教室。与之一起的，是分管教学
的副校长王宇燕和各教研组长。这一周，他们变身“学生”，走进青年教师的课堂，推门听课。

心手相应做好少年
□通讯员 徐云龙 马佳丽
本报讯 9 日上午，吴宁五校 2018 年春
季开学典礼在操场上隆重举行，新任校长葛
敏辉带领全校 1600 多名学子，面对国旗庄
严宣誓。
升旗仪式后，校领导致辞，希望孩子们
以新学期为新起点，以饱满的精神和坚定的
信心来迎接新学期的挑战，做明理守节、求
真向上的好少年。
葛敏辉对新学期提出了新愿景，希望学
生们都能拥有一颗有理想的心，一个肯钻研
的脑，一双爱努力的手，超越昨天的自己，
拥有属于自己的“贵族”气质。

节。王宇燕结合学校省级课题 《小学语
文 三 味 课 堂 的 实 践 研 究》 作 了 重 点 点
评：“从‘三味语文’的角度出发，语味
突出扎实，但是学味和情味目标落实还
不够到位。”……在评课的基础上，语文
老师王娜斯写了评课反思，师傅冯淑芬
对这节课提交了诊断报告，师徒两人再
一次细致地修改教学设计。
“不要推着孩子走，要吸引孩子融进
来……”陈红亮听了新教师贾李航的音乐
课后说，“我们在备课时，要多从孩子的
角度去思考问题，关注学生的核心素养，
将‘教学’升华为‘教育’。”
“运用新的思维导图来指导美术课
堂。”“将思维导图融入科学课堂教学，
提 高 学 生 的科学素养。”……在技课组
制 定 的 本 学 期 教 研 计 划 中 ，“ 思 维 导
图”成为高频词，这是因为科学教师马
靖 《基于思维导图的小学科学课堂教学
的 实 践 研 究》 申 报 金 华 市 级 2018 年 度
国家基础教育改革课题并成功立项。于
是，本学期的技课课堂教学就围绕着课
题做好教学研究。
2018 年度吴宁一校共有 7 个立项课
题，其中省级 1 个，金华市级 2 个，东
阳市级 4 个。开学前，各学科教研组长
围绕学校计划，结合学科立项课题，制

聚焦课堂品质
促进青年教师成长
在吴宁一校 2018 年工作计划中，“创
新教研提升优质教学含金量，发展一校教
育品牌”被列为学校重点工作之一，第一
点就是校领导定期深入课堂，全面客观地
掌握班级教学情况，发现问题，及时解
决。因此，开学第一周，该校就聚焦课
堂，推门听课推动教师专业化发展，进而
改变课堂、改革教学。
为了提升课堂品质，吴宁一校进一步
细致明确了学校教研计划：学校领导每
周进教室听课与青年教师交流;每月开展
教育教学培训，学习先进教育教学理念;
每周开展校本教研活动，分骨干教师展
示课和青年教师比赛课，由骨干教师引
领青年教师成长，让青年教师促进老教
师观念更新，让课堂与时俱进。

聚焦新教育教研
抓好 7 个立项课题
“王老师的 《村居》 一课，给我们展
示了儿童放学归来放风筝的画面，勾画
出一幅生机勃勃的‘乐春图’，听这堂课
真是一种美的享受！”听完课，查看了教
学设计后，陈红亮等人立即进入评课环

定具体明确的课堂教学计划，保证按
时、按质、按量推出阶段性成果。

聚焦课堂效率
提高 40 分钟转化
除了常规管理外，一有空，陈红亮就
走进教室听课。他认为，校长聚焦课堂，
最重要的是起到引导作用，告诉教师要充
分提高课堂 40 分钟的转化效率，引导老
师关注课堂、潜心教学、争创品牌。“课
堂是教师的舞台，只有把课上好了，才能
体现教师的最大价值。
”
“名师模仿秀”
“每周考核制”……除
了校领导全程参与听课外，吴宁一校还邀
请了教研专家,对每位老师的课“把脉诊
断开方”
。陈红亮说,目前学校青年教师较
多,要搭建多元平台推动教师业务提升,课
堂就是最好的突破点。
“一校学生在教学研讨课中呈现出来
的灵动、大气，与平时教师扎实的课堂教
学离不开。”市教研室小学部主任何学良
在前来指导教师磨课时给予高度评价。
美好生活是一种期待，教育必须跑在
前面。接下去，吴宁一校还将深化教研模
式，以青年教师积分制提升教师课堂研究
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进教师专业成长，
推动学校内涵发展。

精准教学提升质量
□通讯员 吴伟伟

本报讯 6 日，金华市 12 校联考教学质
量分析会在东阳中学举行，来自金华市 12
所省一级特色示范高中的教学副校长及教务
主任、金华市教研室高中全学科教研员、各
县市教研室主任近 60 人参加。金华市教育
局副局长姜焜、基教处处长吕潮阳和金华市
教研室主任斯克良等与会指导。
2017 年下学期期末 12 校联考各校 3 个
年级成绩报表数据表明，东阳中学 3 个年级
教学成绩全面显著进步。高三年级有 6 门学
科平均分金华市第一，3 门学科金华市第
二，语数英总平均分金华市第一，模拟一段
上线比例达 89.19%，列金华市第一；高二
年级 4 门学科金华市第一，3 门学科金华市
第二，语数英总平均分金华市第一，模拟一
段上线比例达 88.92%；高一年级 4 门学科
金华市第一，4 门学科金华市第二。
与会人员对东阳中学联考优异成绩予以
充分肯定。斯克良指出，东阳中学多管齐
下，完善激励保障机制，推行精准高效的过
程管理，交出了亮丽的阶段性成绩。他说，
东阳中学教师的专业素养高、教学态度认
真、教学方法多样，熟练采用多媒体辅助教
学来有效提升教学效度；学生上课精神饱
满，课堂气氛活跃，师生互动高频有效。希
望东阳中学不断加强教学研究和队伍建设，
不断提升教学质量，为金华各高中学校在新
课改和新考改背景下精准高效教学管理做出
更多有益的探索。
东阳中学校长杜新阳表示，东阳中学将
顺应新课改和考改的变化，直面挑战，抓住
机遇，分层教学，精准诊断，再创新成绩。

巍山高中课堂质量受肯定
□通讯员 陈伟东

□通讯员 楼筱筱
昨日上午，市外国语小学门口热闹
非凡，小朋友们手捧着寒假期间收集的
硬纸板前来上学。没多久，各班级前的
地上都摞起了高高的纸板山。这是该校
在为“百个岘峰书吧”活动筹集梦想基
金。
看着这一张张天真无邪的笑颜，不
禁令人想到在东阳偏远山区也有这样一
群可爱的孩子，他们一样有着美好的梦
想，一样渴望天天与好书相伴，但是这
一切离他们似乎还有点遥远。校长卢雁
红受到“瑞恩的井”启发，决定开展
“百个岘峰书吧，温暖山区小娃”圆梦活
动，让学生用自己的劳动筹集善款建书
吧，让山区的娃儿也能享受书的芳香。
为此，学校发出倡议，让孩子们在寒假收
集报纸、硬纸板等可循环利用的物品，
筹集梦想基金，每学期的社团活动成果

和开心农场的农作物也将进行义卖，所
得款项用于助力书吧建设。
这次活动的金额将全部捐赠给虎鹿
镇堤莲湖小学。一 （6） 班学生徐芝涵
对妈妈说：“我们学校这次要捐赠的学
校里的孩子只有 3 本课外书，我想让他
们和我看一样的书。
”

一朵花，可以点缀春天的美丽；一
滴水，可以折射太阳的光辉；一个书
吧，可以张开梦想的翅膀。卢雁红说，
外小学子将继续用自己的劳动筹集善
款，为更多的小学建起书吧，让“百个
岘峰书吧”助力缔造书香校园，创建书
香社会。

围绕适慧教育 擦亮一中品牌
吴宁一中明晰发展新思路

本报讯 新学期开学，吴宁一中提出
了“凝心聚力谋新篇，真抓实干开新局”
的工作思路，受到前来视察的市、局领导
充分肯定。该校新上任的校长徐海金，到
岗后第一时间深入各科室调查研究，倾听
广大教职工的心声，紧扣市教育局的工作
部署要求，很快理清了学校工作思路。
该校在新学期第一次全体教职工会议
上提出了“继承优良传统，深入改革创
新，谋划长远发展，擦亮‘一中品牌’”
的响亮口号，提出了新的核心理念——适
慧教育。
徐海金认为，学校面对的是富有个
性、具有独特经验与体验的学生，所以学
校必须根据学生个性、人格、兴趣和能力
的差异，实行“适性教育”；“自慧教育”
是注重弘扬学生的主体性，发扬学生的自

东阳中学

追求
“三精”
创新生长点

百个岘峰书吧
温暖山区小娃

□通讯员 周晓东

吴宁五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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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性、创造性、主动性，倡导培养学生的
创新意识和智慧生成的教育。“适性教
育”重在强调教师的教育方式，“自慧教
育”重在促进学生的自我教育、自我成
长，两者相辅相成。
吴宁一中有在编专任教师 133 名，其
中党员教师 56 名，学校拥有一大批兢兢
业业、爱生如子、默默奉献的优秀教师。
开学第一周，学校组织召开了师德教
育专题会，剖析存在的种种师德问题，积
极引导教师端正利益观，居正守贫，抵制
有违师德的功利性行为。下一步，将进一
步建立和完善师德考核的有效机制，加强
党支部的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形成风正
气顺的精神风貌。还将通过开展“十佳师
德标兵”“十大感动一中人物”评比等，
激励广大教职工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根据“德育为先，教学为主，科研领
路，质量第一”的办学方针，吴宁一中注

本报讯 9 日，金华市教育局教研室组
织高中各学科教研员，来到巍山高中进行教
学调研。
各教研员深入班级听取观摩课，对课堂
教学中的亮点和不足之处作了点评。
近年来，巍山高中追求“三精”，教学
质量稳步提升。该校通过精细管理做好
“人”的文章，把科学管理与人本管理有效
融合，
激发师生潜力；
通过打造精致课堂做好
“课”的文章，注重学生思维能力和核心素养
的培养，提高教学质量；提供精到服务做好
“练”的文章，提供最优服务形成合力。
省特级教师、金华市教育局教研室副主
任朱昌元指出，巍山高中文化底蕴深厚，个
性鲜明；领导团队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使命
感；学校管理规范严格，向精细化的方向在
努力，特别是教师队伍素养不错，爱岗敬
业，团结协作。他建议，进一步提炼丰富学
校的文化内涵，激励师生不懈追求优质教
育、品牌教育；进一步探索新高考、新课改
下教学走班，进一步加强生涯规划教育，找
到新的生长点；加强对教材研究、把握、整
合的应用水平，加强对学情的了解和分析，
加强对教育信息技术应用的水平，进一步提
高课堂教学的水平和实效。

市职教中心东阳技校校区
重学生的全面发展、个性发展和自我成
长，逐步探索形成“核心素养+个性，文
明规范+创新”的办学特色。
为此，该校列出了创建特色工作的清
单：进一步做大做强“社会服务、学生社
团、田径竞技”3 块长板；进一步深化新
教育实验，充分发挥“家校合作共育”盟
主学校的引领作用；充分利用“浙江省中
小学 STEM 教育项目培育学校”的政策
优势，加强数学、科学、智能机器人的
学科竞赛辅导，全面提升学生核心素
养。创建“家校共育”微信公众号，举
办一次较大规模的“家校合作共育”研
讨和成果展示活动，开好一次家庭教育
报告会，编印一本 《家校合作优秀案例
集》，开好两次全校性家长会，举办 4 次
家长开放日活动，继续打造 8 个精品社
团，全面落实“吴宁一中家校合作共育十
大行动纲领”
。

树立榜样不负春光
□通讯员 张锦花

本报讯 9 日，市职教中心东阳技校校
区举行新学期开学典礼，树立榜样，表彰先
进。
会上，校长韦跃忠作了题为 《不负春
光 豪迈前行》 的讲话。他分享了两位优秀
毕业生——浙江省建工集团建材公司董事长
吴玉彪和东阳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卢雄伟
的故事，鼓励学生努力学好专业，用心发展
特长。此外分享了 2017 级机电一班曹胜前
的优秀表现，为学生树立了身边的学习榜
样。
学校还对 241 名金华市级以上技能比武
获奖学生和 1120 名三好学生、优秀干部、
文明之星等进行了表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