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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袁 云石
山乡田村小学开
展了野推门听课冶
教学活动袁 以不
打招呼的形式 袁
直接推门听课 袁
深入青年教师和
新进 教师 的 课
堂袁 把教研延伸
至教室内遥 图为
野推门听课冶教学
活动现场遥

钟莉芳
本报记者周建云摄

近日袁一位教师对我说袁他积极响应号召袁每学
期坚持读一本书袁但令他困惑的是袁读了好几本教
育理论书却在教学中用不上袁 没收获预期中的提
高遥 有鉴于此袁笔者认为袁学校在推进野教师读书工
程冶的过程中袁除了要引导教师树立正确的读书态
度之外袁更要在指导教师学以致用上下功夫遥

首先袁要引导教师读进去袁真正理解尧消化一本
书遥 理解并非要求教师死记硬背书中内容袁理解的
标志有二院一是能把书中作者提出的观点袁结合教
师自身的教学实践袁 用自己的语言进行解释和阐
发曰二是能把书中出现的一些概念袁转化成教师的
教学实践用语遥这要求教师在读书时注重联系自身
教学实际袁把自己的思考融汇到读书过程中遥

其次袁要引导教师带着问题读书遥 教师在教育
教学中遇到的现实问题袁是促进教师读书尧学习的
原动力遥 学校要培养教师的问题意识袁引导教师带
着问题读书袁树立野问题就是课题冶的思想袁通过开
展野草根式冶小课题研究袁激发广大教师读书和研究
的热情遥 在组织时袁学校不必对阅读书目作硬性规
定袁教师可以读整本书袁也可以读相关的报刊袁但教
师在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中要阐述自己读了什么
书尧借鉴了其中的什么观点遥

此外袁 还要引导教师寻找理论和实践的结合
点遥这样的结合点可能是教师在听课过程中的灵光
一现袁也可能来自于评课过程中同伴的启发袁还可
能出现在自己对某一节课的教学设计中噎噎教师
要抓住这一灵感的瞬间袁将书中所学理论灵活运用
于自己的教学实践中遥 因此袁培养教师养成多思考
的习惯袁引导教师撰写教学案例尧教育叙事尧教学反
思等袁是寻找理论和实践结合点尧学以致用的有效
方法遥 吴本

集团化办学新探索院

城乡学校“联姻”
本报讯 渊记者温庆本冤市教育局大胆迈出了探

索集团化办学的新步伐袁整合系列教育资源袁旨在
于以强带弱尧以城带乡的方式袁推动管理升级尧促进
质量提档尧提升弱校办学水平遥

沙洲坝初中属于典型的城乡结合部学校袁因办
学条件相对滞后尧教学质量不稳定袁生源流失较严
重遥 市教育局决定发挥瑞金四中的示范带动作用袁
组建瑞金四中教育集团袁把该校当做瑞金四中教育
集团的分校来打造遥

瑞金四中教育集团把沙洲坝分校当做自己的
野责任田冶袁从各方面进行无缝对接袁为学校发展注
入活力和动力袁 赠送价值一万多元的办公设备袁提
供制度蓝本给予学习借鉴袁班子成员定期到沙洲坝
分校检查指导座谈袁校领导巡课袁两校之间进行了
深度的融合遥

沙洲坝分校积极吸收瑞金四中教学教研常规
管理方面的好经验尧好做法袁各学科每周开展不同
形式的教学教研活动曰瑞金四中每次开展大型教研
活动袁都邀请沙洲坝分校老师参加遥 通过高频度学
习和互动袁 沙洲坝分校老师在教研方面积极动起
来袁课堂教学也随之一步步活起来遥

业内人士表示袁 集团化办学是一个有益的尝
试袁它为师资流动创造了渠道袁为资源共享搭建了
平台袁为弱校提升预设了空间袁为乡镇教育增添了
活力遥

本报讯 渊王道东 曾建春 记者
陈盛昌冤新年伊始袁瑞金三中发布
了 2019年第一期 野身边好人榜冶袁
醒目的榜上赫然印制了 6 位优秀
教师和 6 位品学兼优学生的相片
和事迹袁课余引来了很多师生驻足
细看袁并交口称赞遥

为了积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袁发现身边好人好事袁传递

教育正能量袁 发出教育好声音袁该
校结合上级有关要求袁建立健全身
边好人好事发布制度袁由专人负责
专人发布专栏刊登袁使身边好人榜
发挥出积极的示范带动作用袁向师
生宣传身边的好人好事遥

为了做好身边好人榜的发布
工作袁该校着重从宣传动员和实际
行动两个方面着手遥 在宣传动员

上袁积极鼓励广大师生将自己所做
过的好人好事形成文字材料袁并张
榜公布袁以供师生们学习袁并让全
体师生充分认识到 野身边好人榜冶
发布工作的重要性遥其次积极鼓励
大家从小事做起袁从身边的事情做
起袁不仅让广大师生知晓了身边的
好人袁 也为大家树立了学习的榜
样遥

绎为改善贫困儿童的学
习尧 生活条件袁 近日袁野红都义
工冶为沙陇小学 20名贫困学生
捐赠 野壹基金温暖包冶20套袁总
价值 7300 元遥 通过发放温暖
包袁守护尧关爱身处困境的贫困
学生袁给他们带来暖暖的爱袁让
冬天不再寒冷遥 钟尚材

绎上月 26日袁广东省墨江
中学一行在我市二中进行实地
参观交流遥 此次校际交流活动
内容充实而紧凑袁 进一步加强
两校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袁 有效
促进学校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学
习袁 对于共同探讨研究办学经
验尧 促进学校发展起到了积极
的推动作用遥 朱琪

绎近日袁 日东乡湖洋小学
开展了以国家公祭日为主题的
爱国主义教育活动袁 各班主任
在班会课上指导学生阅读相关
书籍和历史文献资料袁 引领学
生回顾南京大屠杀那段沉痛屈

辱的历史袁 并讲解国家公祭日
设立的意义遥 温婷

绎近日袁 黄柏中心小学认
真组织学习了 叶新时代中小学
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曳袁通过
交流讨论袁 老师们深刻领会到
了新时代中小学教师的职业要
求袁感悟良多遥 近年来袁黄柏中
心小学确立了以学促教袁 以学
促研袁 抓学习促教师成长的思
路遥 刘启华

绎近日袁 绵塘小学开展了
本学期综合科目教学质量抽
测袁通过精心组织体育尧音乐等
科目的测评袁 进一步促进学生
的全面均衡发展遥郭上祯 金红

绎1月 4日袁壬田中心幼儿
园的教师结队进行走访袁 并将
慰问品亲手送到老人的手里遥
访问过程中袁 教师与家长亲切
交谈袁 询问他们的生活现状与
日常所需袁 让家长感受到了学
校对贫困家庭的关心遥 朱莲

绎日前袁 井冈山小学举行
了教师拔河比赛袁 以年级为单
位参加比赛袁 不仅锻炼了教师
的体魄袁 增添了教师的凝聚力
及协作精神袁 更为创建和谐校
园增添了新的亮色袁 让大家感
受冬日里的热情遥 徐文慧

绎泽覃明星小学近日举行
了以野展我风采袁喜迎新年冶为
主题的元旦文艺汇演活动袁孩
子们通过小品尧快板尧课本剧尧
合唱尧独唱尧舞蹈等形式袁充分
展示自己的才艺水平袁 尽情地
歌颂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祖国
母亲取得的伟大成就袁 表达了
对祖国尧 党和人民的热爱之情
以及对新一年的期盼与良好祝
愿遥 刘建平

绎冬季是传染病高发季
节袁 日东乡陈埜小学通过召开
教师专题培训会尧 学生健康教
育知识培训会袁张贴宣传单袁办
专题黑板报等形式袁 从传染病
的种类尧常见传染病的现象尧防
控措施等方面进行宣传袁 增强
全体师生的防控意识和能力遥

杨小燕

绎1月 7日袁壹基金爱心人
士携手红都义工联合会关心关
爱黄浦希望小学贫困儿童袁为
48位孩子发放了价值 2万元的
爱心温暖礼包遥 罗建林

绎拔英乡贤刘东海了解到
拔英中心幼儿园老师没有热水
用的情况后袁 马上联系家电销
售商袁送来了一台价值 3000多
元的热水器遥 刘冬海的善举袁为
严冬中的山区教师汇入了一股
暖流遥 刘海泉

教师读书重在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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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定期发布好人榜

短 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