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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改革开放 40 年
教育强省看

2018 年 11 月 7 日 星期三

一次勇敢的探索
11月 2 日上午， 记者在石门县二完小教

育集团龙凤校区采访之时， 恰逢大课间活动
时间，广播体操、感恩手语操、跑操，学生们按
顺序相继完成，积极进行阳光锻炼。

校门外，不少家长在观望。“现在孩子们
活力满满，与以前毫无生气形成鲜明对比。 ”
学生家长陈永明告诉记者， 把孩子送到该校
读书，最初是不情愿甚至非常抵触的。

2016年下学期， 楚江街道龙凤小学与石
门县二完小结成教育联盟。 2017年 8月，根据
教育局的整体部署调整， 石门县二完小教育
联盟转型升级为石门县二完小教育集团，龙
凤小学正式挂牌为“石门县二完小龙凤校
区”。 这是石门县第一个教育集团，是创新教
育模式的第一块试验田。

对于这个新鲜事物， 家长们似乎并不领
情。 2017年 8月，招生小组下村到户宣讲集团
化办学模式，屡屡碰壁，家长们不理不睬，冷
眼旁观。 他们对“教育局会投入资金、会派最
好的老师”持怀疑态度，认为集团化办学只是
让孩子不往城区挤的噱头。

虽勉强留住了 44 名一年级新生，但家长
们的心时刻摇摆不定。 对此，二完小教育集团
从育人环境和育人手法两方面入手， 让家长
看到实实在在的转变。

清除杂草，改造教学楼，配备现代化教学
设备“班班通”，开设图书室、书法室等功能教
室，2017年 9 月，龙凤校区以崭新的面貌迎接
学子入学。

“敬礼：立正、举手或鞠躬行礼表示恭敬。
哪位同学愿意学一学图片中的小朋友敬礼的
手势。 ”三年级教室内，一堂关于敬礼的课程
正上得有滋有味。 通过多媒体平台，师生频繁

互动，借助扩音器的传输，校门外的家长也感
受到了这一份热闹。

2017 年 12 月 6 日，龙凤校区举行教学开
放日活动，家长们直击授课过程，观摩大课间
活动，近距离领略教师的教学魅力。 体育老师
花式教学，调动孩子的运动细胞；走教音乐老
师运用多媒体手段，结合图片、声音传授音乐
知识；美术老师带领孩子们走出教室，以手工
制作发现生活中的美……充满激情和活力的
课堂，转变了学生的学习思维和学习习惯，在
今年上学期期末测评时， 龙凤校区学生平均
分超过了二完小教育集团本部校区的学生。
“不用挤着去城区，好的老师，好的课堂就在
家门口，现在这样真好。 ”随着深入了解，家长
对龙凤校区的认可度越来越高。 李先生从亲
戚的口中得知龙凤校区的真实办学能力和教
学水平后， 于今年春季将孩子从外地转回该
校就读。

经过一年的摸索和运行， 二完小教育集
团模式基本成型。今年秋季招生时，45名新生
自愿就读龙凤校区。

3 到 97 的逆袭
2018 年 7 月 9 日晚上， 石门县教育局局

长廖琪宁的电话响起，“我们想把孩子送到城
区学校读书，需要准备哪些方面的材料？ ”当
天晚上，廖琪宁接了 3 个这样的电话，而这 3
名学生正是摸底调研时有意向就读易家渡中
学的学生。

当时，易家渡镇中学八年级只有 13 名学
生，七年级只有 8 名学生，如果这 3 名学生都
走了，曾经辉煌的易家渡中学将面临关闭，这
样的办学现状是尴尬的。

鉴于二完小教育集团的成功探索，次日，
廖琪宁提出成立石门四中教育集团的想法。 7

月 13 日， 廖琪宁迅速组织教育局班子成员、
石门四中校长、 易家渡中学校长等 8 人围坐
而谈， 探讨成立石门四中教育集团这一项敏
感而紧迫的工作。

经汇报审批，2018 年 7 月 18 日， 石门四
中教育集团易家渡中学校区正式挂牌。

破解困境，这仅仅只是第一步。 招生是最
大的难题，6个招生小分队走村串户， 对招生
范围内的学生家庭上门沟通。

“最初，家长哭喊着不公平，更有甚者拒
绝任何沟通，矛盾重重。 ”该校校长唐鸿表示，
虽然校园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家
长大都持怀疑态度。 经过多次走访宣讲，最
终，97名七年级新生报到入学。

易家渡校区与石门四中在学校管理、教
师队伍、教育教学、学校经费等各方面保持高
度一体化。 金秋开学时，学校为学生、老师每
人配备一台平板电脑，实践翻转课堂模式，孩
子乐学爱学。

考虑到学生大多为留守孩子， 唐鸿发起
导师辅导制， 该校 9 位老师每人辅导 9 到 10
名学生。“语文是弱势科目，需加强课外阅读
的训练，每周三篇，把字写好，想办法提高数
学和英语成绩，争取成为优势科目……”在唐
鸿办公室， 记者看到了近期她与学生杨鑫的
沟通情况记载内容。 一张学生情况登记表上，
辅导时间、基本情况分析、考试情况、师生沟
通情况、后阶段努力方向、家长寄语等栏目，
唐鸿写了满满两页纸。

该校对于学生学习、 生活上的多重关爱
稳住了家长的心。 生源稳稳地留在了本地，为
振兴石门东大门教育打下了坚实基础。

3 年建 20 个教育集团
2018 年 7 月 2 日， 石门县第五完全小学

教育集团花龙校区揭牌仪式隆重举行。
2018 年 8 月 28 日，大山深处的子良镇完

全小学教育集团茅坪校区正式挂牌。
2018 年 8 月 28 日，石门县白云镇完全小

学教育集团三合校区正式挂牌。
……
近两年来， 石门县大刀阔斧探索学校集

团化发展模式， 教育集团以强带弱、 资源共
享、质量共进，实行“一个法人，多个校区，三
个同步（管理、教学、考评）”管理。 该县两年建
成 8所联盟学校、8个教育集团。“特别是今年
7月，石门四中与易家渡镇中学结合组建的石
门县第四中学教育集团，打破了城乡之间、行
政区划之间的壁垒， 推动集团化办学迈上新
台阶。 未来三年，全县力争每个乡镇（街道）建
立 1 个教育集团， 共建设 20 个教育集团，进
一步构建石门教育均衡发展的新格局。 ”廖琪
宁表示。

廖琪宁说， 集团化办学让优质教育资源
快速扩散，真正“沉”到农村的每个角落并生
根发芽， 让原本薄弱的乡村学校成为石门教
育新的“增长极”。

教研培训，提速教师专业成长
九澧实验学校今年暑期招聘了 80 名新

老师，预录 96 名。 依照惯例，该校为 96 名预
录老师举行了为期半个月的培训， 其中最重
要的一项是培训业务素养， 即熟练运用该校
“自主·导学”高效课堂教学模式。

九澧教育集团业务管理部主任周培玖向
记者展示了厚厚一摞培训资料， 上面详细记
载了“三导·三学·四环节”的课堂结构定位操
作策略，并附有《冬阳·童年·骆驼队》等课程
教学详细案例。“满满的知识，比我大学收获
更多。 ”新进教师任丽君表示。

“青年教师是澧县教育的未来，各学校基
本制定了‘一年入门，两年成熟，三年成功’的
成长计划。 ”澧县教育局主任督学陈军告诉记
者。

备课、磨课是青年教师成长的必经之路。
澧县一中教务科主任胡流丽介绍， 该校除了
常规的师徒结对、集体备课、同课异构、推门
听课等形式外， 还利用湘鄂边教研活动平台
力促青年教师成长。

2018 年 10 月 19 日至 21 日，澧县一中青
年教师李斯棋、丁凌云、胡美智子、叶鹏参加
第 43 届湘鄂边部分省级示范性高中青年教
师赛课活动。 李斯棋老师获得一等奖， 丁凌
云、胡美智子、叶鹏获得了二等奖。

李斯棋老师的小蚯蚓动画设计与教学设
计充分融合，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获得一致
好评。“这份成果来之不易”，李斯棋老师说，
参赛前的一个月磨课过程是痛苦的， 整个教
研团队从她多达 30 次的授课中挑细节，帮她
在课件内容、板书模式、教学语言等方面挑出
不足之处，让她迅速成长。

经培养，澧县青年教师中，近 3 年先后有
100 多人成长为市县骨干教师和县学科团队
成员， 有近 200 人获市级一等奖以上的教学
竞赛奖，其中有 12 人荣获课堂教学比武省级
一等奖，有 50 人荣获“一师一优课”的“部优”
课， 先后有 5 人代表湖南参加中南六省和全
国教学比武均荣获国家级一等奖。

课题研究，引领高效课堂改革
“杨老师，你多次采用引读，这对你的教

学带来哪些好处？ ”“引导学生读懂课文中
胡杨的特点，体会作者对胡杨的热爱、赞美
之情。 ”……近日，澧县一完小五年级语文
老师杨丹丹在备课组研讨课上展示《西风胡
杨》的授课方式，“说授评问辨”五个环节，
语文备课组教师环环相扣，“针锋相对”地
提问，只为杨丹丹老师在真正授课时，能更
高效。

澧县一完小教研室主任陈波告诉记者，
该校承担的《“说授评问辨”五环教研模式的

研究与实践》课题 2017 年结题，被省市专家
赞为“最接地气的校本研训模式”，这两年，课
题价值逐步辐射开来， 引来县内外不少学校
取经。

课题研究，推进课程改革，澧县一直在
行动。 九澧实验学校承担的省规划课题《“自
主·导学”课堂教学模式的研究与实践》探讨
构建了“自主·导学”的课堂教学模式，引领了
九澧课堂、学生教育与学校管理的革命，让学
生真正成为课堂的主人，成为学习的主人，成
为学校的主人。澧县六中的艺术教育课题、澧
州幼儿园幼儿语言能力培养等 6 个“十二五”
省规划课题均被评为优秀等次。 澧县还及时
申报“十三五”科研课题，先后有 6 项省规划
课题被评定为省“十三五”重点资助课题，在
全省基础教育 17 项重点资助课题中澧县独
占鳌头。

同时， 澧县积极推进微课题研究， 近 3
年， 全县共及时结题 50 多项县级课题和 300
多项校级课题，校校有课题，人人参与课题研
究，及时解决教育教学的实际问题，提升了课
题研究的时效性。

国学教育，培养学生人文素养
2017年春，澧县申报的《澧县义务教育阶

段区域推进国学教育的实践与研究》 被评为
湖南省“十三五” 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资助课

题，澧县教育局局长龚德平担任主持人。
该县优秀语文教师利用近 2 年的时间，

认真研究编写一套 18 本国学经典教材，包括
《三字经》《增广贤文》《论语》《道德经》 等 18
种优秀的传统文化读本， 为学校解决国学教
育“推什么”的难题。

严格落实课堂教学， 每周开设一节国学
经典教材教学课，每天安排 10～15 分钟经典
诵读时间。 在落实澧县教育局统一要求的同
时，各校根据学校实际情况，演绎出不同国学
教育的姿态。

九澧实验学校独创校本德育课程修身
课，用经典养德。 具体环节为宣读班级誓言、
诵读经典、班务通报、我要表扬、我想对你说、
我反思我进步、班主任寄语等。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六（3）班的修
身课上， 学生们正在大声朗诵这句选自《礼
记·中庸》中的名句。 该班当天的修身课主题
是“做个有计划的人”，诵读之后，学生们又在
主持人的带领下，对名言进行了释义和摘抄。

诵读经典、积累名言、涵养品行，修身课
成了提高学生人文素养和文化底蕴的好渠
道。

“教育科研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更需要长
久的投入，才能看到硕果。 ”陈军表示，澧县将
一如既往重视教育科研，让师生乐教乐学。

澧县：教研成教育发展的源头活水
本报记者 彭静 通讯员 范道荣

石门：集团化办学实现优质资源快速扩散
本报记者 彭静 通讯员 杜方林 罗宾

石门县二完小教育集团龙凤校区学生上课

10 月 24 日至 26 日，澧县首届国学课堂教学竞赛在澧州实验学校和
澧县一完小举行。 澧州实验学校的谢希子、黄幸两位老师分别参加了小
学组和中学组的比赛，他们以良好的国学素养、扎实的教学基本功、鲜明
的教学风格，双双荣获一等奖；澧县一完小向芳芳老师课堂灵动，与学生
和谐互动，夺得大赛一等奖。

澧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文定轩告诉记者，教学竞赛只是澧县开展教
育教研活动的形式之一。 近几年，澧县以教育教研活动助推课改、贴近教
学、走进课堂，搅动教育一池春水，效果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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