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 9 月 30 日 星期一 责编 任华飞 美编 扈森

壮丽

AⅠ·29

年 奋斗新时代
书写辉煌新篇章

坚守初心办教育 浓墨重彩绘华章
——鹤壁市淇滨区教育改革与发展回眸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谷武民 李萌萌 通讯员 牛秀君 文图

抓好“着力点”
7 个名师工作室
破解教科研薄弱难题

每年举办一届艺术教育成果展

“全国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区”、
“全省教育系统家庭教育示范区”
“全省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示范区”
“全省社区教育示范区”
“全省‘十二五’教育干部培
训工作先进单位”
“全省教育宣传先进县区”……那一块块灼灼发光的奖牌，无不
彰显了淇滨教育人在提升教育管理水平、塑造教育品牌、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征
途中谱写着跳动的音符，奏响着美丽的乐章……
2008 年，鹤壁市对行政管理体制进行改革，淇滨区开始有了城区学校的建设
和管理职能。经过这 11 年的砥砺前行，如今的淇滨教育，已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黄
金期”。就每年中招升入省示范性高中——鹤壁高中而言，已由 2011 年的 63 人，
上升到 2018 年的 633 人，实现了“鹤壁教育，天下三分有其一”的华丽转身。
一组组数据，一项项日程，虽然单一而枯燥，却生动形象地描绘出淇滨教育实
现华丽转身背后的传奇篇章。

抓牢“落脚点”
投资 10 亿元，新建扩建
标准化中小学 14 所
2008 年区划调整以来，淇
滨区委、区政府始终把教育发
展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基
础工程，摆在优先发展的重要
位置，按照“安全牢固、功能齐
备、方便实用、科学合理”的要
求，先后投入资金 10 亿元，先
后新建中小学 14 所，同时，对
黎阳小学和牟山小学、福源中
学、天山小学等 4 所学校进行
了扩建。学校建设力度的加
大，极大地缓解了城区中小学
大班额的现象，满足了人民群
众接受优质教育的需求。目
前，这 14 所中小学在校生已达
到 2.5 万人。
为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
展，淇滨区在加快新建学校的
同时，2010~2013 年间争取上
级薄弱学校改造资金 1534 万
元，对农村学校校舍、图书、实
验仪器、多媒体教学设施等进
行提升改造，进一步促进了全
区各类学校校际间的均衡。全
区中小学音美器材、教学仪器
分别达到国家、省二类以上标
准 ，校 园 网 络 覆 盖 率 达 到
100%，多媒体教学设备配备率
达到 98%以上，让乡村的孩子
不出校门一样享受到优质的教
育资源。
2013 年 11 月 ，该 区 顺 利
通过了国家教育部督导团义务

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区评估验
收，成为全省 18 个首批通过验
收的县区之一。

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
法》，制定了包括“不准强迫学
生购买教辅读物或其它物品，
不准接受学生家长宴请或通过
家长为自己办私事、谋私利”的
抓准“关键点”
《淇滨区中小学教师行为
“十不
987 名新教师
准”
》
，
在各中小学醒目位置公
让教师队伍焕发活力
布，接受学生家长和社会各界
监督；从 2016 年起，坚持每年
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
组织开展“淇滨最美教师”评
源。淇滨区在“三名”工程实施
选活动，并组建师德报告团，在
过程中，始终把加强师资队伍
全区中小学巡回作师德报告，
建设作为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的
靠典型引领，唤起广大教师爱
主旋律。
岗敬业、无私奉献、潜心育人的
抓补充。为巩固基础教育
高尚情操，为办好人民满意的
在全市的领先地位，淇滨区始
教育注入不懈的精神动力。
终把加强教师配备作为提升区
重培训。在淇滨区，教师
域教育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为
培训是给予教师最好的福利。
优化教师队伍结构，满足教育
区财政每年安排 50 万元的经
教学需求，淇滨区本着“逢进必
费，用于教师参加“国培”
“省
考、公开招聘”的原则，2009 年
培”等各类培训；与北师大等知
~2019 年连续 11 年面向社会
名高校实施战略合作，每年选
公 开 招 聘 了 987 名 中 小 学 教
派 50 余名骨干教师参加专业
师，青年教师占到了全区教职
素养提升高级研修；此外，区教
工的 50%以上，极大提升了教
体局要求学校每年安排 5%的
师队伍的整体素质。
经费用于教师培训；先后邀请
树师德。淇滨区始终把加
了山东省即墨市 28 中校长李
强师德师风作为加强教师队伍
志刚、江苏省无锡市南湖小学
建设的首要任务，先后组织开
校长武凤霞、濮阳油田第一小
展了“学三平精神，做三平教
学校长马新功、北京市广渠门
师”
“ 立德树人、成就最美”和
中学校长吴甡、北京市基础教
“心系中国梦、做好引路人”
“不
育研究中心专职教研员苏玉杰
忘初心、立德树人”等师德主题
教授等教育名家讲学，切实提
教育活动，增强广大教师以德
升了教师的专业素养。近年
育人、以身立教的责任感和使
来，先后有 230 余名中小学教
命感；坚持每年开展作风纪律
师被评为省、市级名师和骨干
集中整顿活动，强化工作纪律、
教师。
严肃工作作风；参照《中小学教

抓巧“结合点”
600 个学生社团
助推学校特色内涵发展

对一所学校来说，教育质
一所学校，有没有吸引力、
量是学校得以生存发展的生命
竞争力和生命力，在很大程度
线，对一个地区来说，教学质量
上取决于其是否具有办学特
是提升区域教育的核心竞争
色。淇滨区在狠抓学校管理、
力。淇滨区始终把提升教育教
稳步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的同
学质量，作为办好让人民满意
时，大力实施“特色培育”工程，
教育的关键一环，持之以恒地
鼓励和支持辖区各中小学走内
抓牢抓实。
涵发展、特色发展道路。目前，
一是重指导。淇滨区从
全区各中小学组建了机器人、
2010 年起，就提出了打造“教
电脑制作、剪纸、叶画、石头画、
科研强区”的奋斗目标。在各
经典诵读、乐器演奏、戏曲表演
基层学校均成立教科室的基础
等学生社团达 600 余个，参与
上，2013 年在全市率先组建了
学生达 2.7 万人次，初步形成了
由 97 名教有专长、研有专术的 “校校有特色、班班有活动、人
中小学骨干教师参与的 9 个学
人有特长”的体育艺术教育氛
科团队研究室，2018 年又成立
围，打造了一批如湘江中学的
了 7 个名师工作室。他们在区
校园足球、区一中的国学文化、
教研室各科教研员的牵头组织
福源小学的男童合唱团、牟山
下，每月至少到辖区中小学校
小学的机器人社团、嵩山小学
开展一次集中活动，指导基层
的石头画、明达小学的创意沙
学校夯实常规教学基础，帮助
瓶画等在全市叫得响的特色教
教师更新教育思想、促进课题
育品牌。区福源中学、嵩山小
的研究转化，使名师工作室成
学、明达小学、区实验幼儿园还
为引领全区中小学教科研工作
成功入选第 12 届、13 届、16 届、
的
“领头雁”
。
17 届
“河南教育名片”
学校。
二是抓研究。为激励广大
教育发展无止境。如今的
教师不断强化“问题就是课题” 淇滨教育人，在全国、省、市教
的科研意识，加大小微课题研
育大会的指引下，继续继承和
究，强化课题的推广运用，淇滨
发扬开拓创新、务求实干的优
区从 2015 年秋季开始，设立了
良作风，以城乡教育一体化带
10 万元的教科研课题扶持基
动全区教育的优质均衡发展。
金。对通过结题鉴定、在推广
今年暑假期间，将 51 所农村中
过程中有一定影响力课题给予
小 学 整 合 到 现 在 22 所 ，投 资
资金扶持。以此来激发广大教
730 余万元，改建扩建了全区
师参与课题研究的积极性。目
第二所农村寄宿制学校——大
前，淇滨区第一中学的“421” 赉店镇翟村寄宿制小学，实施
激情课堂教学模式、湘江中学
城乡教育共同体全覆盖，努力
的“自主和谐互助”五步教学
让每个孩子都享有公平而有质
法、福源中学的“三段五步”课
量的教育；在鹤壁东区加快推
堂教学模式、明达小学的“9+
进淇滨区实验高级中学、天籁
1+N”课程体系等课改模式得
学校等教育项目的规划建设
到推广运用。
……他们，正在用智慧和汗水，
为把淇滨教育打造成一张亮丽
名片而不懈努力！

特色社团活动在每年樱花节期间成为一道风景

坚持每年举办“区长杯”
校园足球联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