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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课程改革，建设高效
课堂，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
市中区实验小学积极组织干部、
教师外出观摩学习课改名校经
验，开展课堂建模活动，实施“目
标导学”五环节教学模式，推进
课程改革，鼓励教师人人争创课
堂教学特色教师，把学习的时间
和空间还给学生，大大提高了课
堂教学效率，提高了教学质量。
学校成立课改帮包小组，业务干
部每人帮包一个年级，深入教学
一线，指导课改工作，定期开会
研讨，群策群力，及时解决课改
中出现的问题。

推进课改 理念先行
学校围绕“教孩子六年，为

孩子想六十年“的办学宗旨，组
织教师开展课程改革大讨论，

“要培养孩子的终身学习能力”
成为全体教师的共同追求，大家
认为：“教是为了不教”，“要无
为，先有为”。学校组织师生学习

“后喻文化时代”特征，学习《学
习金字塔效率图》和思维导图的

运用，领会课程标准的要求，老
师们达成共识：学生自己已经掌
握或能学会的东西，教师不能包
办代替，应该放手让学生自己去
做。否则，课堂教学就成为一种
不计成本、浪费师生生命的无效
劳动。老师们非常愿意尝试“小
组讨论”、“做中学”或“实际演
练”、“教别人”或“马上应用”等
成效显著的学习方式，彻底革新
自己的教学方式。

课堂改革 重在模式
学校提炼并推行“目标导

学”五环节教学模式，按步骤实
施“目标导学——前置学习
——小组合作——展示分享
——评价检测”。学校组织语文
和数学教师分别设计“语文目
标导学”和“数学目标问题导学
单”（即每一周（或每一单元）的
学习内容和达标要求），提前印
发给学生，人手一本，学生根据

“目标导学”提前自学，完成前
置学习单，周一早晨到校后，各
组互相检查周目标达成情况，

为课堂展示分享做好充足准
备，并要求家长配合指导督促。
我们组织教师开展学模式、用
模式、练模式活动，要求人人达
标。目前各学科都有了各自的
课堂教学模式。例如：语文课程
设置并开设写字课、阅读课、朗
读课、时政课、家政课、影视欣
赏课、名画欣赏课等，各种课型
都有自己的模式。其中语文阅
读课模式为：字词训练营，过关
我能行——朗读入情境，流利
有感情——精读细感悟，品味
文中情——活学又活用，拓展
再提升。数学组尝试六环节模
式，英语组尝试“3p”教学法，音
乐组利用"奥尔夫"教学法等。
“晒课”“赛课”完善模式

为落实好教学模式，按照
教育局开展的“一师一优课、一
课一名师”活动要求，我们组织
教师全员“晒课”。要求课改小
组的教师上模式立标课，并“赛
课”，看谁上的好；其余教师上
模式达标课，人人“晒课”。教学

模式的广泛应用，优化了课堂
教学结构，提高了教学质量，提
升了师生综合素养。

多元评价 检验成果
“三级评价机制”效果显

著。结合课程改革，学校积极尝
试“三级评价机制”。一是班级
评价：重点实行小组合作学习
捆绑式评价，评价整个小组，淡
化个人竞争，强调合作意识。评
价时实行差异性积分：小组内
不同的学生回答相同问题时加
分不一样，比如小组内金星同
学（或 5 号队员）和土星同学

（或 1 号队员）回答了同一问
题，答案不相上下，金星同学

（或5号队员）可得到50分，而
木星同学（或1号队员）只能得
到 10 分，分数加给所在小组，
不针对个人。这样的评价避免
了部分学生过于强势，让弱势
学生获得了更多的锻炼机会，
同时解决了后进生的问题、学
生主体性的问题和全面施教的
问题。学生们为了小组荣誉，课

后他们会相互帮助。二是家长
评价：本学期开学初，学校利用
一周时间，召开了各个年级的
学生家长会，宣传学校课改理
念和做法，争取家长的理解和
支持，建议家长配合老师围绕
目标导学、前置学习、作业完
成、经典诵读、实践活动等方面
指导、督促并评价孩子。三是学
校评价：学校成立质量督导小
组，围绕语文周目标和数学问
题导学两周一考核，早读时间
每班随机抽查10个学生，全班
学生一学期人人考核一次，成
绩纳入教师期末量化结果。

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
帆济沧海。课程改革虽然困难
重重，但市中区实小的师生有
决心、有信心、有行动，“目标导
学”五环节教学模式的广泛应
用，优化了课堂教学结构，提高
了教学质量，提升了师生综合
素养，为学校今后的发展奠定
了良好的基础，迈出了坚实的
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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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区实验小学课程改革促高效课堂

◆ 季艳婷

本报讯 为弘扬劳动光荣、
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
尚，扩大职业教育社会影响力，
宣传学院改革发展成果，打造一
流高职院校，5月6日，枣庄职业
学院“职业教育活动周”正式启
动。本次活动突出“弘扬工匠精
神，打造技能强校”的主题，本着
注重内涵、突出特色、扩大影响
的原则，以成果展示、研讨、比赛
活动为依托，展示职教风采，提
升学院知名度和美誉度。

风采展示，营造浓厚氛围。
举行夺标之路成果展、优秀毕
业生风采展。开展各类社团活
动，营造学院职业教育活动周
氛围，展示我院师生风采。

供需见面，搭建就业平台。
联系百余家省内外企业，举办
2016届毕业生供需见面会，发
布毕业生就业信息，为毕业生
择业就业搭建良好平台。

支持创业，实践基地揭牌。
联合枣庄创业大学开设创业培

训课程，帮助同学们提升创业
能力，实现创业梦想。5月7日
举行枣庄市电子商务创业园创
业实践基地揭牌仪式，为更多
有电子商务创业梦想的学生提
供创业支持。

观摩课改，研讨现代学徒
制。邀请获得教学改革活动一
等奖的优秀教师为全院教师上
公开课，举办“推行现代学徒制
度、校企共育技能人才”研讨
会，邀请取得一定成绩的系

（院）分享经验成果。
技能比武，技能名师展示绝

活。开展各专业技能比赛，成
绩纳入期末总成绩，优秀学生
优先推荐给企业。邀请包括

“全国教书育人楷模”王其平在
内的5位技能名师为全院师生
展示技能绝活。

面向社会，开展多种服务活
动。面向社会开放一部分实训
室和图书楼，全面展示校园文化
及专业育人过程，面向家长和社

区居民开展职业体验活动、职业
生涯指导。挑选综合素质高的
学生，专业教师带队组建技术服
务团队，到街道、社区及帮扶村
开展为民服务活动。

大力宣传，借力新媒体扩大
影响。把职业教育活动周与招
生宣传结合起来，在利用院报、
校园网站等传统媒体进行宣传
的同时，利用微信公众平台宣传
活动亮点、努力扩大活动周社会
影响力。 （孙倩 姜军）

枣庄职业学院七大举措打造特色“职业教育活动周”

市中讯 5月6日枣庄市卫
生计生局、教育局，对枣庄四十
一中春季传染病防控工作进行
督导检查。市中区教育局领导
和梅校长、陈校长参加了会议。

督导组针对严格落实学校
和托幼机构传染病疫情监测与
报告情况；落实疫苗针对传染
病的预防接种工作开展情况；
开展传染病防控知识宣传情

况；卫生监督检查落实情况；传
染病联防联控工作落实情况；
进行了专项督导检查。

督导组对四十一中春季传
染病防控工作给与了充分的肯
定。特别是开展了丰富多彩的
活动，扎实有效的宣传更是得到
了督导组的表扬。同时，对工作
中不足也提出了中肯的整改意
见。（丛驰地 张光利 摄影报道）

严落实 广宣传 筑牢防火墙

枣庄四十一中迎接春季传染病督导检查

市中讯 5 月 6 日，市中区
检察院公诉二科科长时钧宇走
进建设路小学作法制教育报告
会。该校 42 个班级，3000 余
名学生通过校园电视台现场直
播，收看了此次法制教育报告
会。时钧宇通过聊天的方式，
列举了一个个发生在学生身边
的典型事例，以此教育学生要
增强法制意识，做一个知法、守
法的合格小公民。

据了解，时钧宇曾获最高
检一等功、全国青少年普法教
育先进个人、感动齐鲁政法人
物、山东省优秀检察官等荣誉
称号。她非常关注青少年健康
成长，她铁法柔情，视挽救问题
少年为己任，身兼15所学校的
法制副校长。作为建设路小学
的法制副校长，时钧宇多次为
该 校 师 生 作 法 制 教 育 报 告
会。 （胡安锋 摄影报道）

建设路小学普法进课堂

市中讯 为进一步加强学
校与家长之间的交流和沟通，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市中区君
山 路 小 学 于 近 日 召 开 了
2015-2016 年度下学期第一
次全体学生家长会。

家长会上，各班班主任及
任课老师就学生上半学期的学
习情况向家长做了详细汇报；许
多家长就孩子在家情况向老师

进行了反馈，并与老师交流了教
育孩子心得、经验。

家长会的召开，让学校、老
师和家长走得更近了，而且针
对尊重和关爱孩子问题以及培
养孩子良好习惯达成共识。大
家相信，在家长和学校的共同
努力下，君山路小学的学生一
定会更加自信、成功、快乐。

（付强 张友伟）

君山路小学：家校携手育桃李

滕州讯 墨子中学一直秉
承“安全是天”的教育理念，重
视校园安全工作，与多方取得
联系，共同维护校园安全，取
得了良好的效果。

开学以来，我校联系市行
政执法大队善南中队清理校

门口小吃摊点，强化综合整
治；与善南派出所、交警二中
队联系，在学生集中上学、放
学时段，疏散交通、组织学生
有序乘车，有力地保障了学生
的安全，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
线。 （刘艳艳 摄影报道）

多方合力共筑平安和谐校园

滕州讯 滕东中学在不断
对学生普及核心价值观教育
常识的基础上，积极运用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德育教
育工作，不断促进学校德育建
设再上新台阶。

首先要抓好核心价值观
内容的普及，让 24 字内容深
入人心。学校把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内容上墙，并在升旗
仪式及周前会上进行专题讲
解，在此基础上达到人人会背

诵的目标。其次，要抓好核心
价值观内容与实践活动的接
轨，让主题学习活动不断得到
深化。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内容学校政教处找准实
践活动的切合点，把学生的日
常行为规范统一到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上来。最后，
要抓好核心价值观实践的机
制建设，让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成为学校长期的教育
任务。 （颜丙超）

滕东中学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德育工作
滕州讯 9日，滕州市山

亭籍企业家商会成立“百企包
村、千企包户”公益行动启动
仪式在滕州君瑞城营销中心
举行。宋成伟当选商会会长，
董彬当选副会长、秘书长，闫
强等当选副会长。滕州商会
是山亭籍在滕企业自愿发起
的商会组织，促进山亭、滕州
两地经贸合作，促进两地共同
发展。同时，为了感恩回馈家
乡父老，商会发起了“百企包
村、千企包户”公益行动，帮扶
山亭区的孤寡老人、优秀学
子、贫困学生，援助希望小学
建设。
（记者 黄天鸽 摄影报道）

滕州市山亭籍企业家商会成立

市中讯 枣庄九中按照上
级的有关要求，于 5 月 6 日组
织全体教职工在多媒体教室参
加 2016 年政府工作报告在线
学习答题活动。

老师对 2016 年政府工作
报告的三个部分进行了全面的
学习。第一部分李克强总理首
先回顾并总结了 2015 年的政
府工作情况；第二部分，介绍了

“十三五”时期主要目标任务和
重大举措；第三部分，总理介绍
了 2016 年重点工作。全文全
面客观，用重要事实和数据反
映各方面取得的成绩和所作的
主要工作，讲问题实事求是，讲
措施切实可行。突出重点问题
和重点工作，讲实情、重实际，

语言朴实无华。
为了确保本次学习的效

果，学校统一思想，统一要求全
体教职工积极关注中国政府网
微信，在线认真学习2016年政
府工作报告，熟悉报告框架，了
解报告内容，掌握具体的知识，
力求能够百分之百的作答。学
校要求全体教职工反馈在线答
题结果，安排办公室做好登记
和上报工作，把国家的大政方
针宣传到每一位教职工，争取
使枣庄九中的每一位党员和群
众都熟悉 2016 年政府工作报
告内容，做到认真学、多整理、
讲的清、能宣传、确保学习的效
果，使大家都成为2016年政府
工作报告的宣传者。（卢广林）

枣庄九中组织全体教师
参加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学习答题活动

峄城讯 5 月 8 日，母亲节。惠
风和畅，花香馥郁，草木争荣。在这
饱含浓浓诗意和感恩的日子里，“春
天送你一首诗”大型诗歌朗诵会暨
枣庄一中“2016 年校园诗歌节”在
枣庄一中新校区举行。山东省作家
协会《时代文学》执行主编、著名诗
人谢明洲，首都老兵艺术团副团长、
著名朗诵家陈翚、著名诗人蓝野、隋
伦、孙方杰以及枣庄市关心下一代
委员会副主任王亚、李华中，枣庄学
院教授柏恕斌，市委宣传部原副部
长邱家和，市社科联主席张思春，峄
城区新华书店总经理姜玉保等领导
同志出席了活动。

活动现场，枣庄一中宗秀银校
长致辞，对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和
感谢，深度剖析了诗歌语言的魅力
所在，并对学校此次开展的“春天送
你一首诗”活动表示强烈支持，从校
园美育、德育等角度肯定了活动的
特殊意义，呼吁学生热爱诗歌、热爱
经典、热爱生活。活动由枣庄一中
常务副校长魏富余主持，朗诵会上
他还声情并茂地朗诵了名篇《海
燕》，引发了全场经久不息的掌声。
著名诗人蓝野、陈翚也现场朗诵了
诗歌，枣庄一中的百余名学生参与
朗诵、表演节目二十余个，把诗歌朗
诵会推上了一个又一个高潮。

枣庄一中校长宗秀银告诉记
者，此次活动的开展，对于枣庄一中
的诗意校园建设、繁荣校园文化，对

于提高学生人文素养、塑造诗意人
生，都有其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此，
也真诚号召全体师生，以这次诗歌
朗诵会为契机，大力开展读书活动，
热爱经典，诵读经典，传承优秀文化
传统，把读诗、写诗当作一种生活方
式，当做一种良好的生活习惯，丰富
自己的诗意人生。

（记者 张建 黄天鸽 通讯员
魏富余 晁岱雨 摄影报道）

诗意校园 精彩人生
枣庄一中举办“春天送你一首诗”大型诗歌朗诵会

常
务
副
校
长
魏
富
余
声
情

并
茂
地
朗
诵
了
《
海
燕
》

↑枣庄一中被评
为“山东省诗意校
园”，著名诗人蓝野向
校长宗秀银授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