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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名校长成长共同体
要实现把优秀校长培养成为卓越校长尧 教育家
型校长的目标袁应该从哪些方面开展工作袁着力发展
校长的哪些能力和素养呢钥

10 月 19
日袁 九堡镇清
溪小学开展
野我劳动我快
乐冶活动遥 学生
通过采摘南
瓜尧画南瓜尧与
南 瓜合 个 影 等
方式袁 切身感
受 劳动 的 艰 辛
和丰收的喜
悦袁让野双减冶措
施落实有力遥
钟珑
记者吴志锋 摄

探求教育真知袁跳出功利主义藩篱
旨在培养能够立德尧立功尧立言袁引领基础教育
转型发展的卓越校长的名校长工作室袁 自始至终应
该围绕探求教育规律尧培养经验质感尧升华情怀和境
界等方面扎实开展工作遥
面对鱼龙混杂的创新求异袁 尤其需要工作室主
持人引导校长们深度研读中央出台的教育文件袁研
读教育改革的顶层设计袁跳出功利主义的藩篱袁走向
教育的科学规范遥 要通过分析正反案例袁精准发展定
位袁遵循野五育并举冶和拔尖创新人才成长规律袁将教
师队伍建设放在学校工作的首位袁将价值引领尧文化
浸润作为教育的第一课程袁 将国家课程为核心的学
校课程建设作为中心工作袁将独立自主尧个性和差别
化的备课尧 教学和学习作为师生教学活动的不二法
则袁以此引领学员校长观察与分析尧交流与反思尧批
判与争鸣袁逐渐厘清与辨明教育正道袁在遵循教育规
律上达成共识遥
以学员为主体袁形成教学相长的共同体
由名校长主持尧 以培养名校长为目标的名校长
工作室袁其学员一般都是当地的校长骨干袁具有比较
出众的教育素养尧管理能力尧办学实绩和学习能力遥
主持人与学员是共同发展的伙伴袁 应形成紧密的学
习共同体袁各尽其责尧各显其能袁最终实现教学相长遥
主持人要重点发挥组织尧 引领尧 示范指导的作
用遥 精心设计工作室的工作目标尧计划尧活动安排袁就
教育教学尧管理尧办学中至关重要的内容多加讲解袁
就办学实践的关键环节现场展示尧现身说法袁如行政
会议的议事和决策袁教师备课环节的科学安排等遥 严
格信守以学员为主体的培训思路袁 在学员遇到困难
时进行点拨尧提供支持袁而不能好为人师袁越俎代庖遥
从这一角度讲袁根据我个人的体会袁可以减少传统的
讲座尧整班教学尧全时段上课的培训方式遥
学员作为学习主体袁 需秉持自觉求进尧 自主建
构尧学思一体的原则袁扎实践行尧思考尧改进遥 思考是
至关重要的环节袁学员要在主持人和专家的引领下袁
主动追求自身教育尧管理尧办学的个性袁在保持理性
的前提下形成风格袁逐渐发展尧凝练尧完善袁最终建构
起独具一格的教育思想遥
江华

如何制止孩子无理哭闹
保持一个原则院一对一原则
我们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要保持一个原则院一
对一原则袁也就是说袁不论是爸爸还是妈妈或者爷爷
奶奶袁都不要当着全家人的面袁甚至不要当着第二
个人的面进行教育遥 家长之间要达成一个共识院一
位家长在教育的时候袁其他家长不要去干涉袁即使
你觉得他的教育方法不对袁 你也不要立马去干涉袁
可以过后单独沟通遥
坚持野四不做冶
第一个不做院不要骂他遥 如果你骂孩子袁你就给
了他一个错误行为示范袁长大以后袁他也会用同样的
方式去对待别人曰第二个不做院不要打他遥 孩子还很
小袁如果你没有把握好力度袁打伤了孩子袁孩子身体
受伤袁心理也会留下阴影袁你自己也会为此愧疚曰第
三个不做院不要劝求遥 如果孩子在哭袁你却在求他不
要哭袁他会觉得袁原来我哭闹是有用的袁那以后他有
什么要求都会利用哭闹来达到目的曰第四个不做院不
要走开遥 你走开了之后袁 房间里面就只剩下他一个
人袁性质就变了袁他就会觉得你在惩罚他袁不爱他遥
耐心陪伴
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搬一张小椅子过去袁
坐在他对面袁 看着他陪着他遥 等他哭不动了就会思
考院原来我哭是没有用的袁这个时候你们之间的这场
较量就相当于是你赢了遥 就可以告诉他一个态度院他
哭闹是没有用的袁 以后他也不会用同样的哭闹方式
去要求你做一些无理的事情遥
刘铭

绎10 月 20 日袁瑞金四中组织教师观看师德
典型事迹宣讲线上报告会袁 号召全体教师向先
进学习袁共建师德师风遥
朱侣燕
绎针对如何排解青春期女生遇到的生理和
心理困扰袁10 月 14 日晚袁瑞金二中开展了以野我
的青春我做主冶 为主题的高一女生青春期心理
健康知识讲座遥
杨琳 帅敏
绎10 月 12 日袁云石山初中召开班主任工作
交流会袁围绕全面提高班主任德育水平尧班主任
基本功训练尧家校互动等问题开展讨论交流袁提
升班主任工作水平遥
赖远远
绎10 月 18 日袁八一小学开展了野红领巾心
向党袁争做新时代好队员冶的主题中队活动袁各
班认真学习学校少代会精神遥
杨雨强
绎云石山田心小学于 10 月 12 日举行以野红
领巾心向党,幸福快乐我成长冶为主题的新队员
入队仪式遥
赖明
绎近日袁泽覃中心幼儿园开展野收获秋天冶
主题活动袁 让孩子们亲身体验秋冬季蔬菜种植
过程遥
钟琦
绎10 月 19 日袁瑞明小学党员名师工作室到
大柏地乡中心小学送教袁 五名老师准备了精彩
的展示课遥 课后袁两校教师进行了评课交流遥
肖丽丽 刘发兰
绎市直属机关幼儿园于 10 月 20 日组织全
园教师进行了野户外建构专题培训活动冶袁系统
学习了各种搭建技巧袁 加深了教师们对户外建
构的了解遥
刘婷 陈艳金
绎近日袁 拔英乡拔英小学如期举行了教研
活动袁 为带动和促进新教师的业务水平和教学
能力的提升奠定了基础遥
谢欣
绎为进一步增强教职工的安全意识袁近日袁
九堡镇杨梅幼儿园组织全体教职工进行安全知
识测试遥
王雄
绎近日袁 九堡镇丰塘小学开展了网络安全
教育活动袁 师生掌握了必备的网络安全防护技
能袁进一步强化了绿色上网尧文明上网尧健康上
网的意识遥
谢雨青
绎10 月 19 日袁日东乡沿岗小学开展野预防
未成年人犯罪安全教育冶活动袁增强学生预防犯
罪和自我防范尧自我保护的能力遥
钟路路
绎10 月 20 日袁拔英乡荣新小学组织全体少
先队员观看爱国电影叶我和我的祖国曳袁加强对
少先队员的爱国教育袁 激发当代青少年的使命
感和责任感遥
刘双
绎为优 化 本园 大 型 户外 游 戏 的开 展 与 实
施袁幸福幼儿园特邀南京市小康轩培训讲师袁于
10 月 19 日晚开展了大型户外建构培训活动遥
赖友

绎10 月 20 日袁怡安希望小学全校数学教师
开展了"后进生辅导"主题教研活动遥
朱文颉
绎近日袁大柏地乡中心小学开展了野歌唱祖
国冶歌咏比赛袁以饱满的热情讴歌了祖国母亲遥
雷瑞华
绎近日袁 大柏地乡院溪小学通过专题会议尧
主题班会尧黑板报宣传尧国旗下演讲尧校园广播
等多种方式袁组织师生学习新叶安全生产法曳遥
王玮 王名芳
绎近日,冈面乡竹园小学隆重举行了野听党
的话尧做好少年冶新队员入队仪式袁15 名一年级
学生光荣地加入了少先队集体遥
王利梅
绎为迎接野学生校园篮球赛冶袁谢坊初中积极
筹备袁努力训练袁以饱满的状态迎接挑战遥 杨群
绎近日袁黄柏乡海山希望小学开展野文明交
通袁安全出行冶主题教育活动袁并通过小手拉大
手的方式袁促进家校协作遥
郑清文
绎近日袁九堡镇黄渡小学开展了野书香校园
写字活动冶比赛袁培养学生的良好书写习惯遥
江辉
绎10 月 21 日袁金穗幼儿园举牌家长学校揭
牌仪式袁选举产生了主任尧副主任等人选袁进一步
充实了家长委员会遥
刘娜
绎10 月 20 日袁市教体局工作人员到五中督
导调研袁了解课堂教学改革尧学生辅导尧教学常规
管理等情况遥
廖小燕
绎10 月 20 日袁九堡镇杨梅小学开展野绿化
校园从我做起冶活动袁全体学生积极加入校园护
绿队伍遥
罗金秀
绎10 月 18 日晚袁九堡镇石角小学积极开展
教师校外培训尧有偿补课自查自纠活动遥
钟强

为了提高教师的毛笔书写水平袁
夯实教师基本功袁 促进教师的专业成
长袁10 月 20 日袁 拔英乡中心小学开展
全体教师书法培训活动遥
朱杨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