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淇县第五中学：
紧跟课改步伐 创建品牌学校

河南教育AⅠ·26 AⅠ·27
2018年12月28日 星期五 责编 任华飞 美编 阎嗣昱

积极推进课改 创建高效课堂

淇县第五中学建于1981年，是一所
县直初中，建校30多年，该校深知课改

是一场教育思想、理念、方式和教育行为
的深刻变革，面对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新
形势，学校成立了以于彩霞校长为组长
的课改领导小组，亲临教学一线抓教学、

搞教研，做好思想引领和顶层设计，组建
课改核心团队。“只有学校建立起自身的
课改骨干团队，更新教学理念，学校的发
展才能有不竭的动力和后劲。”于彩霞校
长说道。

学校致力打造高效课堂，切实为学
生减负增效。经过多年实践，教师从备
课、上课等环节入手，在鹤壁市教育局推
行的“三勤四环节”教学模式基础上，将

“生命课堂”理念运用到教学中，根据不
同学科、不同课型探索出属于自己的教
学模式，提高课堂效率。目前，学校在语
文学科中实施“高效阅读”课题实验，在
七、八年级实施“四让五步”导学案教学
法，让师生受益，学生质疑探究、发言积
极，热情高涨，课堂氛围活跃，老师讲课
得心应手，自然轻松。真正实现了学生
动起来，课堂活起来，效果好起来。

该校规范办学，保证学生在校时间
不超过7小时，节假日从不补课，真正做
到减轻学生负担，成绩却连续多年蝉联
全县第一。学校先后被评为“省文明学
校”、“省示范家长学校”等。

努力打造亮点 书香溢满校园

文化管理是学校发展的灵魂。为
此，该校努力打造校园文化特色，提升管

理水平。2010年学校率先在全县推出
“书香校园”建设活动，组织和参与了多
种形式、各种层次的读书写作活动。全
校师生致力于保持“多读书、读好书、好
读书”的优良习惯。截至目前，学校已连
续举办9届教师读书论坛及4届全校学
生参与的读书活动。

随着课业负担减轻，发挥特长、展现
个性的课外活动越发精彩，学校组建了
音乐、美术、书法、篮球等各类兴趣小组，
学生在动手、动口、动脑的实践活动中增
长知识、开阔眼界、提升能力。

对网络环境下教学模式的探索也成
为学校的一大亮点，学校以“开发潜能、
发展个性”为育人理念，制订了教育信息
化中长期发展规划，开设了两个实验班，
配备100套平板电脑，学生可借助“鹤壁
翌思维智慧教育联盟”平台进行课堂学
习。目前，利用现代化教学设备，30多
位教师已参加市微课比赛，多名教师开
展翻转课堂和微课教学实践。

创建品牌学校，为每一名学生的成
长和发展奠基是学校孜孜不倦追求的办
学宗旨，学校将立足课改新起点，踏上教
育新征程，不忘初心，砥砺奋进，真正成
为一所政府放心、社会认可、群众满意的
品牌学校。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谷武民 李萌萌 通讯员 李秀利

传奇源自耕耘，艰辛令人感动。淇县第五中学秉承“创品牌学校，育
一流人才”的办学宗旨，为每一名学生的成长和发展奠基。以办好人民满
意的教育为目标，以推进新课改为重点，不断提升新课程教学的实施水
平，确立了与新课程理念相适应的课堂教学方式，连续多年中考成绩稳居
全县第一，被誉为淇县初级中学的一面旗帜。

特色兴校 提高教学质量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
园。淇县前进小学建校40多年来，在历
任校长的带领下，经过几代教职工的共

同努力，学校亮点纷呈。2017年王瑞明
校长提出，小学教育要从培养学生良好
行为习惯抓起，积极推进德育工作，扎实
开展学生习惯养成教育主题活动。学校
从细节抓起，采取多项措施，扎实有效地

进行“好习惯伴我成长”养成教育，并结
合本校全体学生实际情况制定了切实可
行的《前进小学学生习惯养成教育主题
活动实施方案》，制订《好习惯伴我成长》
活动记录手册，学校良好风气蔚然成风。

为加强班级建设，培养团队精神，学
校制定完善的“文明班集体”、“优秀学生
干部”、“优秀少年”等评比办法，展开文
明竞争，引导学生自主管理，强化学校常
规检查。学校“监督员”从班级卫生、两
操路队、课间活动、早读，包括禁止垃圾
食品、三无食品进校园等方面着手，学生
的道德风貌、文明素养大幅度提升。

近年来，学校确立了“绿色校园”、
“书香校园”、“运动校园”三大特色教育，
成为学生快乐成长的多彩校园。学校大
力挖掘本土文化，积极开展综合实践和
社团活动，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取得了长足发展。在前进小学的校园
里，时刻可以看到色彩绚烂的绘本，认真
看书的学生，如此校风的形成得益于以
绘本阅读教学为抓手的语文课改，实现
了师生共同成长的目的。

学校陆续举行了“雏鹰起飞原创绘
本创编及评选”、“ 绘本心灵日记评
选”、“绘本故事续编与仿写评选”、“ 绘
本进校园，家长进课堂”等活动，师生间
的成果百花齐放，开创了学校教育教学
改革的崭新局面。

优化管理 培育教师队伍

教师队伍是学校的灵魂和生命线。
为此，该校通过一系列严格而科学的管
理措施，培养了一支教法灵活、技能娴熟
的教师队伍。该校教学质量一年一个新
台阶，在全县多次举行的质量检测中名
列前茅。该校130余名教师中，省市骨
干教师、名师40余人，拥有学生3000多
名。在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学校先
后荣获“全国青少年读书教育活动读书
育人特色学校”、“省数字教材应用样本
校”、“省文明学校”、“ 省级绿色学
校”、“鹤壁市教改教学先进单位”等百
余项荣誉。

近年来，学校开展“一校带多校”的
交流活动。目前，与淇县乡镇多所小学
结成对子，开展网络直播互动教学，有效
促进淇县教育资源均衡分配和教学技能
网络交流，实现了城乡教育资源共享、优
势互补。学校还配置了完善的教学网络
平台，已建成6个录播教室，班班通比例
达到了100%。

回首拼搏路，花香满径来。作为“朝
歌明珠”，凭借规范的学校管理，在不断
深化课程改革的基础上，实现优雅的教
育环境、优良的学校风气、优秀的教育质
量的“三优”局面。特色兴校，砥砺前行，
学校以崭新的姿态，铸就不朽篇章！

【“河南榜样 首届百姓心中最满意学校”（鹤壁区）评选活动候选学校系列报道之二十七】

淇县前进小学:行知结合 教学相长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谷武民 李萌萌 通讯员 宋翠梅 袁树宾

淇县前进小学创建于1975年，1978年更名为淇县前进小学，学校按
照“办一所有个性，富有时代特色的学校”的办学宗旨和“以德治校促发展，
科研兴校创一流”的办学思路，坚持“让每一个学生快乐成长，为学生的终
身发展奠基”的办学理念，“以特兴校”，为孩子们打造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多
彩校园。

【“河南榜样 首届百姓心中最满意学校”（鹤壁区）评选活动候选学校系列报道之二十八】

鹤壁市明志中小学：
万卷园丁书满腹 满园桃李志四方

学校紧跟教育发展方向，遵循教
育发展与个体发展规律，使人人都能
多方面地和谐自由完整地发展，坚持
正确的办学方向，全面实施素质教
育，务实守恒，永争第一，不断增强社
会赞誉度是明志中小学的教育初心，
形成了“一二三四五”的工作思路。

一是以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人
为中心；二是优化两个课堂（学校中
课堂，社会大课堂），三是坚持“三三
三”的立体办学理念（即让学生成人、
成才、成功，让教师体验到岗位成就
感、职业幸福感、社会荣誉感，让学校
有品质有品位的品牌名校）；四是力
创四大品牌（教学教研出新，教学业
绩出色，学生学业水平出众，学校文

化出彩）；五是建设五个校园（书香校
园、文明校园、健康校园、生态校园、
平安校园）。

学校以“润志课程”体系建设为
抓手，将各学科课程与校本课程相结
合，开设了国学课程，二十四节气课
程，习惯培养体系课程，“一周七节”
课程，专长课程：足球课、篮球课、健
美操、剪纸课、花样跳绳等33个社团
课程。

学校秉承“精彩每一个”的理念，
为每个学生搭建展示自我的舞台，积
极组织参加各级比赛，取得很多傲人
成绩。在市“星星火炬”风采大赛中

7名同学获一等奖并获优秀组织奖；
在市第一届机器人创意创新竞赛中
以满分的成绩包揽了两个一等奖并
获优秀组织奖；舞蹈《娃娃的中国梦》
在市艺术节获得一等奖；学校选送的
《花木兰》选段代表省参加中央文明
办组织的汇演在全国展演；最美大课
间活动获省一等奖。

“下一步我校将进一步深化教学
改革，科学管理，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使学校又好
又快地向名校迈进”。该校校长说
道，学校将继续“育人为本、德育为
先”的办学原则，锐意进取，不断创
新，坚持为明志中小学更出彩，为鹤
壁教育添新彩而不懈努力。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谷武民 安立军 通讯员 高飞

鹤壁市明志中小学创建于2017年，在校生3000
余人， 建校一年多来，明志人开拓进取，奋力拼搏，
首届七年级400学生在全市期末联考中有84人进入
该市直前1000名，先后荣获全国校园足球特色校、教
育部未来教育示范校、省电化教育联盟单位、市文明
单位、市语言文字规范化示范校、市平安校园等称号。

新时期，新理念。在鹤壁工业
中，从学习到生活，从课程设置到后
勤管理，从抓综合素质到习惯养成，
学校校长、老师个个亲力亲为。从进
入学校的第一天起，学校通过劳动实
践周、开学第一课、主题班会、班级文
化、学生事务服务中心、感恩生存、特
色管理这七大富有内涵的德育管理
工作新模式，让学生学生存之技、习
发展之能、谋创新之策，真正实现孩
子们的自我管理，培养“德厚技高能

强”的技术技能人才。
校园里绿、净、美，处处呈现出一

派蓬勃向上的景象。五颜六色的台
阶像舞动的音符，围墙上“名人堂”时
刻教育启迪广大师生树立工匠意识,
发扬创新精神。近年来，先后有数百
名学生在国家、省级技能比赛、素质
大赛中获得了一、二等奖，在省、市级
优质课大赛中，学校先后有20余人
获得一等奖。

优化专业设置，建特色专业。学

校先后开设有智能制造（数控技术应
用、模具制造技术、工业机器人、3D
打印）、学前教育、旅游（高端物业、茶
艺、酒店管理、高铁乘务）、计算机（呼
叫、银行事务）等专业。为贴近市场
需求，专门组织老师多次到用工企业
考察，了解企业的规模、效益、福利待
遇等，并与大中型企业建立了长期合
作关系。毕业生就业率连年保持在
99%以上，对口就业率达到85%以
上。

【“河南榜样 首届百姓心中最满意学校”（鹤壁区）评选活动候选学校系列报道之二十九】

鹤壁工业中专：为学生终身发展奠基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谷武民 郭文丽

“河南榜样 首届百姓心中最满意学校”（鹤壁区）评选

鹤壁工业中专是国家发展改革示范校，始终坚持德育为首的育人原则，并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专业课实践教育各环节，在全体
师生的长期坚守下形成了“自我管理”的学生德育管理模式。如今的鹤壁工业中专粗看“有顏”，细看“有味”，再看“有品”，终看“有果”，家长认可、
学生幸福、社会满意。

【“河南榜样 首届百姓心中最满意学校”（鹤壁区）评选活动候选学校系列报道之三十】

周村中心校：
继传承飘墨香 农村学校妙笔生“花”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谷武民 李萌萌 通讯员 张慧娜

周村中心校始建于1953年，位
于浚县屯子镇，辐射周村、王村、牛宋
村三个自然村，乡间的自然风光优
美。2016年在李全林校长的带领下
成立“墨香校园”书法业余培训班，为
农村开启特色办学道路，学生们的笔
下渐渐开出“娇艳花朵”。

周村中心校现有教学班12个，
在校学生405人。近几年来，学校以
发展学生个性特长，办人民满意的学
校为宗旨，坚持科学管理，以人为本，
从而形成了“崇德、尚学、自强、创新”

的良好氛围。学校励精图治先后荣
获“卫生先进单位”“教育教学先进单
位”“综合评估先进单位”等荣誉称
号。自2014、2015、2016连续三年
被镇政府授予“特殊贡献单位”。

船小好调头，小而精的周村中心
校教师队伍执行力强，在不断创新的
教学方法和改革探索上能很快落地，
让学生及时受益。“多媒体的普及已
经让汉字书写成为学生的弱项，建设
特色课堂要因地制宜，实用性强。”李
校长说道。2016年 3月，学校成立

了“墨香校园”书法业余培训班，专门
聘请鹤壁市书法协会会员担任教师，
如今教室、走廊、围墙上到处翰墨飘
香，神采涌动，透着艺术气息，横、竖、
撇、捺在学生们的笔下渐渐开出了

“娇艳的花朵”。
周村中心校还承载着帮扶薄弱

学校石桥小学，而周村中心校最大的
遗憾便是副科教师配备不齐全，几乎
由语文老师担任。小而美的周村中
心校，简约而不简单，是农村孩子健
康成长的摇篮。

引领、聚焦 全面发展

创新课程育才
成长成就更好自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