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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江中学：
精细管理铸品牌 精准落实创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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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引领 共享特色文化

创新工作方法，形成了具有湘江特
色的“一二一”党建工作法，即一次支部
委员会，两个主题活动，一次党小组会，
贯彻党员联系群众、党建带群团全面发
展制度。积极组织党员教师参加政治理
论学习，强化该校的思想道德建设、党风
廉政建设，提升服务意识，从而推动学校

工作顺利开展。
学校开展了体育特色项目足球、棒

垒球、篮球、定向越野等体育社团，申报
河南省单项体育后备人才基地——棒垒
球单项基地。大力开展第二课堂，发展
社团文化。学校在2017年21个社团的
基础上，新增加社团11个，其中北校区6
个、齐贤校区5个。

精英团队 共建优质教育

教师是学校发展的基石，湘江中学
打造教师精英团队，围绕“自主和谐互
助”教学模式，培养教师驾驭课堂能力，
进一步提高教师教书育人水平。学校始
终以课堂教学改革与创新为着力点，开
展相应的赛课活动。

实施青蓝工程，对齐贤校区发挥骨
干教师“传、帮、带”示范作用，推动学校
课堂教学改革向纵深发展，攻关课题研
究，提升教科研水平，2018年共研究省
级课题2项，市级课题1项，申报立项课
题，省级3项，市级1项。

建立完善的备课制度，加强班主任
队伍的建设，打造了一支教育精英团队，
源源不断为学子补给优质教育养分。

星光不问赶路人，寒冬尽头是阳
春。团结务实的湘江人，将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继续丰富并发展“付出、担当与
责任”的湘江精神，以生为本，以师为先，
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斗志，积极的姿
态，在办人民满意的教育路上继续前行。

“一校两区”协同科学发展

2018年，湘江中学成功迎接省级文
明单位的复验工作；2018年，湘江中学

齐贤校区正式挂牌招生。9年努力，独
占鳌头，双面开花。

沉甸甸的责任，特殊的满意和信任，
激发着每一个“湘江人”。43个教学班，
3500余名学生，167名教职工，斩获“河
南省教育系统先进家长学校、河南省教
育系统示范家长学校、鹤壁市教学教研
先进单位、鹤壁市教育工作突出贡献先
进单位、鹤壁市平安校园、鹤壁市绿色学
校、国家教育考试先进考点、鹤壁市青少
年校园学科创新大赛优秀组织奖、鹤壁
市生命课堂示范学校”等殊荣。

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学校精细化
的管理，精准化的落实。

湘江中学齐贤校区采取“一个学校，
两个校区”的管理模式，以“教育理念统
一、教学教研统一、教师配备统一、学生
评价统一”的办学理念，作为湘江中学南
校区开拓发展。2018年湘江中学北校
区迎来了700余名新生，齐贤校区迎来
了1200余名新生，学校教育教学工作迅
速进入正轨，发展态势良好。

星光不问赶路人，寒冬尽头是阳
春。团结务实的湘江人，将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继续丰富并发展“付出、担当与
责任”的湘江精神，以生为本，以师为先，
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斗志，积极的姿
态，在办人民满意的教育路上继续前行。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谷武民 李萌萌 通讯员 张巧玲 文图

湘江中学创建于2009年，是一所标准化的现代中学。九年间，如一
颗冉冉升起的明星，璀璨夺目。学校以党建工作为引领，紧紧围绕“以德
治校、以和兴校、质量立校、科研强校”的办学宗旨，开拓进取，奋发努力，
在教育科研特色、校本教材特色、体艺特色以及全面提升学生素质等方面
取得跨越式的进步，誓将打造“领跑淇滨，鹤壁一流，全省知名”的学校。

立足校园文化 拓展教育内涵

满园春色关不住，福源中学校园内
绿树红花掩映，四季不衰，生机勃勃。汩
汩清泉，灵动自由，厚重沉稳的石山立于
池水之后，敦品博雅，无畏坚强。秉山
水，育广博，中西并融，创百年书院。

福源中学营造“一山一水一圣人”的

校园主题文化。自建校以来，福源中学
以“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为中心、以养成
教育为核心、以高效课堂为抓手、以“三
标八环节”教学模式实验为重点、以精细
化管理为保障，建设“学生研究中心”“学
生发展指导中心”“教科研培训中心”，开
展“一体两翼”工作——一体：核心课程，
两翼：个性发展课程、自主发展课程。创

新机制，提高水平，激发办学活力，提升
学校品位，优化办学条件，努力建设实验
型、示范型、高质量、有特色的市级名校。

学校注重突出优秀文化对提升素
质、塑造情操的影响，培养为国所用、中
西融会、古今贯通、文理渗透的学生为己
任，多途径发展学生的人格与潜能，使素
质教育走向深处。

打响武术品牌 彰显教育特色

2018年11月21日，河南省武术运
动管理中心第二验收考核组，莅临福源中
学进行2018年武术特色校年度考核验收
工作，2400余名学生集体展演的武术拳
操，600余名学生组成的“武动淇水”大型
社团表演震撼了整个考核组人员。

福祉之地秉武德，源远流长承武
魂。文武交辉，德艺双修。2011年武术
队成立，创建了拳、剑、刀、棍等社团，利
用课外活动时间集体训练。

为进一步提高武术教学的专业性，
学校成立以王永福校长为组长的“武术
特色教育领导小组”，专门配备了三名专
职武术教师，特设了300余平米的武术
专用教室，每周选定一节体育课进行武
术教学。

学校通过“武术文化主题墙，武术文
化长廊、武术文化节”等形式，积极营造校
内武术文化环境建设，并努力营造“学校
与家庭、社区三方互动的外在武术活动环

境，扩大该校武术特色教育的影响力。
几年间，福源中学的武术斩获国内、

省级、市级多个奖项，成为鹤壁教育的压
轴之作，为示范性武术特色学校树立了
新标杆。

创新培养模式 诠释教育宗旨

教学相长，老师是灵魂。为提高教
学质量，学校面向全体教师每月进行一
次常规大检查，通过对比促进教学工
作。为方便辅导学生，老师们创新方式，
利用网络制作微课传给学生，获得社会
与家长的好评。教研助力教学，2018年
福源中学教师积极开展教科研活动，使
教育教学行为更为理性，更为高效。截
至2018年底，该校教师共参与省市区级
课题48项，其中6项省级课题。

从2015年福源中学开始开展班主
任节，通过挖掘班主任事迹进行表彰，旨
在肯定与认可全体辛勤付出的班主任，激
励班主任科学快速成长。在各项工作中，
学校领导班子注重对教职工的尊重，打造
了一支爱岗敬业、精诚团结的教师队伍。

8年时间，福源中学秉承求真务实
的精神，脚踏实地，开拓创新，努力进取，
围绕教育教学工作，不断开创育人模式
的创新，带领课堂向生动高效活跃的“未
来课堂”迈进，把学校建设成家长依赖、
社会信任、学生喜爱的优质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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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源中学：
风好正是扬帆时 勇立潮头竞风流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谷武民 李萌萌 通讯员 李琰 文图

鹤壁市淇滨区福源中学是一所高起点、高标准、高规格的公办初级中
学，基础设施完善，条件一流，年轻有活力的她，才思泉涌，正用广博的知识
哺育着莘莘学子，迎着朝阳挥舞着“进德、修业”的旗帜阔步前进。

福源中学现有42个教学班，先后荣获全国基础教育科研实验基地、全
国校园足球特色校、河南省基础教育“名片”学校、河南省“书香校园”示范
校、河南省学科教育教学研究基地实验学校、河南省武术特色学校、鹤壁市
教研先进单位、鹤壁市教育教学先进单位、鹤壁市文明单位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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浚县实验初级中学：
厚德载物 打造创新型一流学校

塑造“灵魂”工程 推动可持续发展

浚县实验初级中学与时俱进、大胆革
新，在不断探索和实践中，狠抓教师理论
学习，重视师德建设，创新教学管理，实施

“全员赛课制”，开展说课—上课—评课—
报告四个环节层层相扣的“四位一体”教
学教研活动，健全教师职业道德考核制

度，对先进典型进行表彰，积极组织教师
参加各种竞赛活动，硕果累累。

以校长和业务领导为首的教学教研
活动领导小组，探索教学规律，有效提高
教师的教学专业水平和教研能力，逐步形
成了民主、开放、高效的教研机制，铸造名
师工程，推动可持续发展，创建了学习型、
科研型的教师队伍。

完善素质教育 提高教学能力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近十年来，学校培育出的学子17名考入
北大、清华。学校以课堂教学为主渠道的
素质教育运行机制，以活动为载体的课外
素质教育运行机制，以文化建设为主体的
隐性素质教育运行机制互为补充，相辅相
成。

教学上，尽力为教师搭建平台，引领
教师专业成长，投入大量资金鼓励教师进
修和培训学习。学生学业上，坚持学生学
业评估制度、竞争制度，形成良性的学习
氛围和习惯。

布局整齐，设施先进，教学楼、公寓
楼、科技楼、省内一级理化生实验室，教养
了代代学子。40年办学治校实践中，学
校始终坚持“打造创新型一流学校、办人
民满意教育”的主题，确立了“为学生的生
命质量负责，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基”的
办学宗旨，树立了“做真教育，真做教育，
把教育做真”的办学理念。自2015年以
来，学校1594名师生在国家、省、市、县大
赛中获奖，先后荣获国家级“社会满意学
校”“素质教育课堂教学模式研究先进单
位”“国家教育先进考点”、教育部“国防教
育特色学校”等223项殊荣。

打造德育理念 展现学校文化内涵

德育为先，学生是核心。针对学生管
理，学校开展“秩序建设”优胜班级创建、
评比活动，从纪律、卫生、“三节”、大课间
阳光体育活动等方面对班级积分量化，每
周小结，每学期汇总，开学季进行表彰和
奖励。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促进学生健
康成长，每月一主题，月月有新意。晨阳
报、校园网络、主题班会、校园精神文化建
设处处渗透德育氛围。

学校建立了“一甬道、六广场”文化系
列和八大“校园文化”系列，多彩的文化绚
烂了学生的学习环境。社团活动更是该
校的一大亮点，学生缤纷的思想，融会贯
通于“晨阳”文学社、美术社团、球类社团、
国旗班、舞蹈社团、乐器社团等社团活动，
为学校建设打上了特色标签，成为一道风
景线。

特色校园文化建设实现了教育元素
多元化，拓宽了德育教育的渠道，丰富了
校园生活。浚县千年古庙会上，浚县实验
初级中学音乐舞蹈社团融入地方特色多
次被邀专场演出，一批批学生甘当志愿
者，任劳任怨。浚县实验初级中学奋力开
创新局面，努力实现新跨越，务实作风，以
时不我待的精神来谱写浚县实验初级中
学的新篇章！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谷武民 李萌萌 通讯员 裴红伟 张武广 文图

40年砥砺奋进，铸就辉煌。悠久的历史积淀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丰
富了这所鹤壁市示范性初中——浚县实验初级中学。它创建于1978
年，高级教师54人，一级教师129人，国家级优秀教师1人，荣获省市县
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优秀教育工作者共计239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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浚县职业中专：
立足专业转型 提供就业平台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谷武民 郭文丽 通讯员 许永恒 文图

“河南榜样 首届百姓心中最满意学校”（鹤壁区）评选

整合资源扬帆启航 办人民满意学校

十多年前，职业教育处于薄弱环节。
县域内与该校同期存在的还有浚县成人
中专、浚县职教中心、浚县农业高中等职
业学校，这些学校普遍存在师资力量薄

弱、办学条件简陋、管理水平低、规章制度
不健全等问题；特别是中职教育品牌学校
数量少，专业设置重叠，专业师资参差不
齐，教学质量低，招生秩序混乱，中职招生
困难，办学规模不断萎缩，办学特色难以
形成。

2017年，浚县政府在全省率先对县
域内职教资源进行了整合，把全县职业教
育学校统一整合为浚县职业中等专业学
校，资金、师资、实训等设施集中统筹管
理，统一招生、管理、安置就业。这一凤凰
涅槃式的改革，彻底改写了浚县职业教育
的历史，使浚县职业教育步入了发展的快
车道。整合后的职校，块头迅速壮大，
2018年全校在校学生数达2360余人。

培育教师队伍 提升整体素质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近年来，浚县职专以创建高素质师资团队
为目标，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法，校
内与校外、课内与课外相结合，建立了校
企互派教师的培训机制。学校每学期安
排教师到上海同济大学进行学习，并派教
师到郑州、上海、北京等地的合作企业参
加岗位培训，三年来，180余名教师轮训
一遍，吸收新的教学方法和现代管理模
式。

深化教学改革，提升内涵发展。通过
课题研究，开展校本教研，倡导自主、探
究、合作的学习方式，不断创新课堂模式，
建立评价主体多元化的评价体系，从而提
升全校教师的教学水平。创设仿真教学
环境，积极投入资金，进行电子电工、机械
加工、汽修运用与维修等专业的教学环境

改造，开阔学生视野，拓展专业知识面。
近年来，12位教师获省级表彰；30多个学
生在省级技能大赛中获奖，150多个学生
在市级技能大赛中获奖。

优化专业 立体办学

紧扣时代发展的脉搏，不断加强专业建
设。2018年开设教育、文化艺术、农林牧
渔、信息技术、财经商贸、加工制造、土木水
利、交通运输、旅游服务等11个专业大类，
其中美术专业为省级品牌专业，学前教育、
现代农艺技术为市级特色专业。如今的浚
县职业中专师资、实训、教学条件都发生了
巨大变化，形成了就业教育与升学教育协调
发展的立体办学格局。

作为在古城浚县的一所职业教育学校，
依据当地农业、旅游、特色手工艺品等发展
优势，设立适宜浚县经济发展的特色专业，
为带动整个地区的农业、扶贫产业等发展提
供人才支持。下一步学校将开设观光农业
经营、种子生产与经营、农产品加工与保鲜、
农业机械使用与维护、导游服务、中西烹饪、
民间传统工艺等专业。

正是校领导的远见卓识，优秀的教师队
伍，学校才能不断与时俱进。在新时代里，
该校将继续坚持特色、协调发展、提高质量，
培养具有现代化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走出
一条具有地区教育特色的发展之路。

浚县职业中专始建于1986年，是国家级重点职业中专，省职业教育
特色示范院校。 2017年刘杰同志到该校任校长，进行大刀阔斧改革，
通过校政、校校、校企、校社合作实践，为受教育者提供广泛的就业机会
和学历层次提高的空间，赢得广大家长和社会的普遍赞誉。如今走进浚
县职业中专，先进的教学设备、整洁的校园环境、专业的师资力量、与时
俱进的教学管理，学校揭开了崭新的一页，正朝着内涵发展、全面示范的
方向阔步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