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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改革开放 40 年

教育强省看

以点带面打造教师队伍
戏曲教研，教师培训是基础工程，芦淞区

通过以点带面的方法，采取送出去、请进来和
大交流的形式， 为全区音乐教师的戏曲教学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16年， 该区教研员彭靓带领 7 名优秀
骨干音乐教师赴长沙参加“2016 小学幼儿园
音乐教师传统戏曲培训素养”培训。培训中，他
们系统学习了中国六大剧种的经典剧目。学毕
归来，7名教师承担了全区“中国六大剧种”6
个工作坊的教学， 在全区开始了专题讲座、身
段教学、唱段教授等相关课题的研究。 今年 6
月，该区教研室音乐学科的省级课题“京剧进
校园区域推进的途径与策略研究” 申报成功

并正式开题。
在培训骨

干教师的基础
上，芦淞区又进行了 6 期戏曲专题培训，邀请
省、市、区著名专家学者对全区音乐教师进行
培训。 不久前，该区教研室还承办了“走近经
典 戏韵三湘———湖南地方戏剧知识进校园”
等活动，让湖湘经典戏剧走进校园，将戏剧的
种子种进了师生的心中。

寓教于学推动戏曲传承
如何唤醒传统戏曲的教学活力？ 经过一

年多的探索、实践、钻研，芦淞区形成了一套
京剧教学的基本模式和程序，即看戏、唱戏、
演戏、品戏、聊戏。 目前，该区正尝试编写京剧

教材，开发课程，以创建
更为合理、实用的京剧学
习资源。

2017 年 3 月， 芦淞
区何家坳小学和高家坳
小学被确认为全国中小
学戏曲传承教学研究实
验基地，为该区开展京剧

教学模式的探索提供了坚实基础。
教学比武带动京剧热， 芦淞区音乐教师

在省、市级戏曲教学比武中大放异彩，高家坳
小学教师朱莎执教的黄梅戏《谁料皇榜中状
元》， 在国培展示课中获评“优秀示范课”荣
誉；体育路中学教师瞿冰霜执教的《花衫南梆
子〈霸王别姬〉看大王在帐中和衣睡稳》在湖
南省中小学音乐学会承办的教学比武中获得
省级三等奖……

辛勤汗水浇灌梅花芬芳
梨花报春，校园戏曲文化在芦淞区的中

小学校散发出无穷的魅力， 该区中小学参

加各类大赛和活动， 摘取了一个又一个奖
项。

今年 5 月，在“中国戏曲小梅花荟萃”
湖南赛区选拔赛中， 庆云山小学的京剧
《红灯记》、何家坳小学的花鼓戏《补锅》均
荣获湖南省“金花奖”，今年 7 月，何家坳
小学的戏曲节目花鼓戏《补锅》，荣获湖南
省“金花奖”（第一名）并获得“第二十二届
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业余组金奖。与
此同时， 芦淞区的戏曲节目多次受邀参加
株洲市甚至湖南省各大晚会进行演出，受
到广泛好评。

更让人欣慰的是，芦淞区教研室利用“主
体性课堂”素质抽查的契机，专门针对戏曲教
学结合音乐核心素养的三个维度制定了学生
抽测表， 对全区每个学校的任意一个班的孩
子进行戏曲经典唱段和身段的抽测， 收效非
常明显，全区呈现“班班能唱戏、人人会唱戏”
的场景， 传统戏曲的种子已悄然在孩子们的
心中萌芽。

芦淞区：戏曲进校园 芬芳润童心
大力开展师资培训，全面推进戏曲教研；以课题研究带动日常教学，以比武推进戏曲进校园……两年多来，株洲市

芦淞区开展中小学戏曲研培活动，收获了梅花芬芳满校园。

大投入，提质改造焕新颜
示范区党工委书记蔡周良多次强调：必

须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 要从校园环
境、基础设施设备等硬件设施到师资力量、教
育信息化水平等软件设施多维度进行提质改
造，促进示范区教育环境焕然一新。

为此，近几年，云龙示范区财政安排预
算内教育支出共计 3.45 亿元，用于保障教师
工资、学校正常运转和辖区内中小学幼儿园
的基础设施建设。 同时，投入 1500 余万元，
完成了辖区内中小学校信息化“三通两平
台”建设及安全平台建设，信息化教学迈上
了新的台阶。

借外力，强内功。 云龙示范区大力引进优
质教育品牌，2010 年引入株洲市第二中学，委
托其管理辖区内原云田中学， 更名为株洲二
中教育集团云田学校，经过多年运行，取得了
可喜成绩；2017 年 1 月，该区与长沙市长郡中
学合作， 引进长郡教育品牌， 打造高起点规
划、高标准建设、高水平运营的教育新格局。

深改革，优化结构展实力
为了加强教育改革， 云龙示范区把优化

教师结构作为重中之重，近年来，公开招聘和
引进教师 100 余名，教师队伍的年龄结构、学
历结构和学科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 该区还
利用“国培”、省市级培训平台，拓展教师视
野，提高教师业务素质，加大名师培育，造就
拔尖人才，培养了市级学科带头人 5名。

云龙示范区坚持教育教学改革， 以构建

“自主、合作、探究”课堂教学模式为核心，制
定了课堂教学评价标准， 通过课堂观察的方
式，引导教师互相促进，建立了每年一次的全
覆盖式的课堂视导制度，以评价促改革。

为了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 云龙示范区
搭建了体育节、科技节、艺术节、读书节“四
节”平台，积极参加全市“三好杯”体育赛、经
典诵读等活动，学生综合素质得到提升。

高标准，构建教学联动新格局
仅 2017 年，云龙示范区对 7 所中小学校

进行校园环境和硬件设施提升， 进一步完善
了学校办学条件， 实现了区域内义务教育均
衡发展。

改善教学条件的目的在于为深化课堂教
学改革提供平台。 云龙示范区探究自主、合作
教学模式，切实培养学生表达、沟通、协调等

综合素质，三搭桥、龙头、白合、美泉小学被评
为市级课改样板校，迎来了陕西省固原市、湖
南省桃江县等多地兄弟单位来参观考察。 实
施中小学校艺术素质测评制度， 落实中小学
生每天一小时校园体育活动， 提升学生艺体
素养。 该区大力推进足球进校园，西塘小学获
全国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荣誉称号。

自 2013年起，云龙示范区推行“零收费”
政策，校服、保险、教辅资料等由政府买单，
学生拎包入学，率先在湖南省实现了义务教
育全免费。 2016 年春季起，实施中小学生免
费营养餐工程，为在籍学生提供免费营养午
餐，科学搭配膳食，为学生健康成长奠基。 示
范区教育局负责人表示：目前，在云龙示范
区就读的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不需再负担任
何费用。

通讯员 谭和民 王露瑶

教育事业是春天的事业，也是关乎国计民生的百年大计。 过去五年，株洲市云龙示范区以“高标准、重布局、大投入”的战略思维为指导，
以“高标准、均衡化”为目标，致力打造师资力量雄厚、教育环境优良、教学模式合理的教育新格局，云龙教育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新局面。

云龙示范区：为了春天的事业

荷塘区：铸魂强基 党建促发展
通讯员 李艳 邹亮

株洲市荷塘区教育系统现有基层党组织 32个，党员 1050名。 近年来，该区教育系统通过优队伍、促规范、创品牌，铸魂强基，
开创了工作机制有新完善、工作载体有新举措、队伍建设有新突破、基层组织建设取得新进展的良好局面。

决策设计———明目标 强队伍 建立责任体系
近两年， 荷塘区教育局调整、 新增了 18

位基层党组织书记，合理配备学校党建干事，
开展新老书记结对帮扶， 建强基层党建工作
队伍。 建立班子成员联点责任制，严格班子成
员“一岗双责”，每人确定基层党建联系点，深
入基层党组织走访、调研、解难题。 今年，教育
局党委已组织召开 9 次专题会议， 研究部署
党建工作，深入基层党组织调研、督查指导工
作 100 余次， 先后为基层党建联系点上党课
20多节。

与此同时，着力推行“双培养”机制，举办
“入党积极分子”“青年干部”、 教师业务等培
训班 44 次，今年暑假，党员教师率先垂范，共
计 156 名教师走下三尺讲台， 深入城管、交
警、社区等岗位，参加为期一周的职业体验活
动，有效增强了社会认知力，提升了职业幸福

感，开创了株洲教师职业体验培训之先河。 以
“七一”表彰、教师节表彰等为契机，宣讲优秀
党员的先进事迹。 如放弃百万年薪、扎根荷塘
教育无私奉献的督学刘影；身患绝症、弥留之
际仍心系学生的老师周畅勋；真抓实干、为农
村孩子撑起一片蓝天的校长王新权，成为影响
荷塘教育人爱岗敬业、争优创先的学习楷模。
重点推进———补短板 促规范 夯实基层组织

荷塘区教育局党委坚持问题导向， 重点
推进基层党组织规范化建设和均衡发展。

该区编撰印发了《株洲市荷塘区教育系统
党建工作指南》，出台“季度督查”和“月度抽
查”制度，捕捉亮点，发现问题，及时反馈交流，
培训指导，着力补齐基层党建中的“短板”。

同时，开展“公”“民”结对共建。 积极开展
公办学校党支部与民办学校党支部结对共建
活动，建立互学联评机制。 公办学校书记担任

民办学校党建指导员，“公、民手拉手”，形成
互带互动，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共同发展的
基层党建工作新格局。

荷塘区还构建了“互联网 + 党建”的管理
模式。 依托全国党员信息管理系统、“红星云”

“智慧荷塘党建云平台”等工作平台，进一步
细化、优化党员转接、“三会一课”“民主评议”
等常规管理。
创新驱动———巧“结合” 激活力 创建特色品牌

荷塘区通过做实“结合”工作，各基层党
组织工作方法、创新意识明显提升，党建特色
凸显，呈现百花齐放的喜人局面：荷塘小学党
支部“党员爱心基金”“三联三为”“月度之星”
评选等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 仙庾中心学校
党支部开展“党建 +数字化校园 + 青年教师
成长 + 质量提升”，利用信息化促进党建与教
育教学工作深度融合； 八达小学党支部结对

芙蓉社区共建“美乐爱觉”项目，学校党员志
愿者每周到社区为孩子们上国学课，2017 年
至今，已开课 65节次，赢得社会广泛赞誉。

荷塘区教育局党委以党建为引领， 培育
了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的教师队伍，擦亮
了校园足球、信息技术、艺术教育、挂牌督导
等响亮的荷塘教育名片。 在集团化办学、消除
大班额、教育质量提升等重难点工作中，党员
教师充当了中坚力量，发挥了先锋作用。 在今
年秋季新生净增近 3000 人的严峻形势下，荷
塘区攻坚克难， 大班额率由 29.68%下降到
11%以内，顺利完成了省、市年度考核目标，秋
季开学实现平稳过渡， 充分展现了荷塘教育
人的智慧和力量。

音乐教师培训

庆云山小学的京剧《红灯记》

学生享受免费营养午餐

荷塘区教育局副局长李挺美在上党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