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
新中国成立 70周年

纵横2019 年 11 月 27 日 星期三
电话：0731-84326428��E-mail:kjxb001@126.com 科教新报16

●本报社址：长沙市芙蓉中路一段 442号 ●邮编：410005 ●电话：广告部 84329417 发行部 84313258 邮政热线 11185 ●广告登记： 湘市监广登字【2019】第 23 号 ●全年订价 168 元
●湖南日报报业集团印务中心承印 地址：长沙市望城区黄金镇湖南报业文化城 常年法律顾问：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 首席律师：徐刚 服务律师：李卓钊、朱恋 联系方式：13307313501、18163759483

编辑：邱访蓉
版式：胡舸 校对：李虹

战略谋划 高端办学

长郡云龙实验学校是省委、省政府为推进长株潭一体化倾力打造、重点建设的
项目学校，是一所九年一贯制公办义务教育学校。学校位于长株潭融城中心———两
型生态城区云龙示范区，秉承“建筑·花园一体”的规划理念，与原中南林学院的丰
富植被有机融合，构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学习空间，是目前株洲市唯一的“森林
氧吧式”生态校园。 学校占地面积约 203 亩，总投资约 10 亿余元，总建筑面积约
10.4 万平方米。 学校学位共计 5100 个，小学 60 个班、初中 48 个班。 学校已于 2019
年秋季开学，第一学期开设小一、初一两个年级，共开设 13 个班。

临三湘宝地，磨剑数载，引四方名师齐聚
首，承长郡精神，鲲化为鹏，书云龙教育新篇章。

学校由三湘名校———长郡中学全面托
管，共享长郡中学教育资源。 学校传承“朴实
沉毅”的长郡精神，坚持“追求卓越”的长郡风
骨，秉持“传承长郡文化，彰显云龙特色，打造
教育新标杆”的办学理念，不忘初心担使命，
扬帆起航谱新篇， 以广阔的视野、 高远的目
标，坚持立德树人、以人为本、内涵发展，引导
学生确立人生目标，明晰前进方向，培养担当
民族复兴使命的优质人才。

品牌立校 特色办学

校长李衍宏多次指出， 长郡云龙
实验学校依托长郡集团教育教学管
理， 同时结合当地地方特色和学生实
际，坚持特色办学，促进多元发展，将
学校打造成为“省有名、系有位、市标
杆”的品牌名校。

坚定弘扬“龙文化”，提升教育内
涵，促进学校的可持续发展。 学校精心
打造彰显云龙特色的校园“龙文化”，
以“龙文化”为抓手来传承和践行百年
长郡风骨，引领和推动学校发展。 学校
提出“做中华龙之传人，为明天时刻准
备”这一德育理念，在此指引下，围绕
“龙之形态”“龙之力量”“龙之精神”三
大主题，进行校本课程的设计和开发。
“龙之形态”，注重发展学生强健体魄，
提升学生审美品位， 培养学生大格局
意识；“龙之力量”， 注重学生学业发

展，锤炼学生综合能力，提升学生综合
素养；“龙之精神”，注重培育学生家国
责任，涵养学生民族情怀，强化学生中
华民族历史使命。

全方位落实“毅”教育，践行五节
五走进，锤炼学生品质，提升学生综合
能力。“士不可以不弘毅， 任重而道
远。 ”学校结合“龙文化”体现的内涵价
值，弘扬“毅”教育，培养“毅”少年，科
学规划基础型课程和拓展型课程，为
学生量身打造绚丽多彩的校园活动，
满足学生个性发展的需要。 学校积极
开展体育文化节、社团文化节、校园科
技（创客）节和走进军营、走进工厂、走
进新农村等活动。 通过丰富多彩的校
园文化活动， 坚持将特色活动与育人
相结合， 在活动中涵养学生的情感与
意志、锻造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提升

学生的综合素质， 最终促进学生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

狠 抓 课 堂 改 革 ， 坚 定 推 进
“MUDEF（沐德）优质课堂”，锤炼高效
课堂， 提升教师的教学水平和艺术水
平。 为主动适应新一轮课程改革的要
求，探求新一轮课程改革背景下优质课
堂策略，提升学校教育教学质量与办学
品位，校长李衍宏结合多年一线管理经
验，在理念前沿、包容互鉴、优质高效的
思想指导下，将自分教学、EEPO、翻转
课堂互鉴融合， 拓展创新， 提出了
“MUDEF（沐德）优质课堂”，以评课为
抓手，以评导教、以评促教、以评促学、
以学评教，进一步提出学校教学“四化”
（知识问题化、 问题情境化、 情境生活
化、生活趣味化）和课堂评价“八项”[学
习方式、经典型评价、要素使用情况、课
堂引入及课程结构、语言艺术、提问技
巧、流程性检测方略（知者加速）、学科
核心素养]，让“沐德”深入每一位长郡
云龙教师的心里。学校围绕“沐德课堂”
进行了一系列的主题活动———师徒结
对、理念培训、集体备课、实践上课等。
这些主题活动不仅让“沐德之花”开在
每一位师生心里，更重要的是提升了所
有教师对“MUDEF（沐德）优质课堂”理
念和操作规范的理解与运用。“沐德课
堂”的推进和运用，能让教师的教育教
学水平踏上一个新的台阶，能让学生的
课堂学习效率大大提高，让长郡云龙的
教育教学大放异彩。

长郡云龙 未来可期

长郡云龙实验学校从筹备到开学
就备受当地人民群众的期盼， 同时也
得到了株洲市委、 云龙示范区委等各
级领导的重视与关怀。 区党工委书记
蔡周良，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罗
春风曾多次莅临学校指导工作， 并对
学校提出了殷切希望。 学校更为自豪
的是今年 9 月 9 日，株洲市委书记、市
人大常委会主任毛腾飞一行莅临学校
看望慰问师生，高度评价了学校领导、
教师团队：“校长很能干！ 学校办学思
路很清晰！ 教师队伍职业素养高！ ”

10 月 19 日，学校王丹凤老师受当
代著名教育家李镇西老师邀请， 在山
东省第三小学文庙小学做了一场《“积
木课堂”，让课堂生机勃发》的专题报
告；10 月，翁安琪老师荣获株洲市小学
信息技术教学比赛活动一等奖； 罗慧

老师荣获长郡教育集团“郡祁杯”第二
届教职工诗文大赛散文一等奖。 9 月
28 日， 学校受醴陵市政府邀请， 参加
2019 湖南 （醴陵） 国际陶瓷产业瓷博
会， 学子们的精彩表现获得了现场观
众的阵阵掌声。学生 DI 社团“腾龙队”
在 2019 年湖南省第十一届 DI 创新思
维展示活动中， 荣获团体总分一等奖
第一名、文艺复兴特别奖，将代表湖南
参加全国比赛。

在宣传推广方面， 学校注册运营
了微信公众号， 短短几个月粉丝数已
达 4978 人，远远超过同等基数的其他
学校。 目前， 学校微信公众号发稿 81
篇，周推文量为 5 篇左右，其中很多活
动宣传稿点击率超过 20000 次， 反响
十分热烈。

长郡云龙实验学校的教育征程号

角已经吹响， 有理由相信长郡云龙未
来可期！

———长郡云龙实验学校特色办学小记
通讯员 张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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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李衍宏，是长郡集团资深管理干部，
曾任长沙市麓山滨江实验学校副校长， 熟悉
长郡教育理念，深谙长郡管理风格，具有丰富
的教育、教学和合作办学管理经验，近年来大
力推进课程建设、 制度变革以及课堂改进等
创新育人方式，探索个性化教育，帮助每位师
生发现自我、成就自我、超越自我。 副校长曾
维成、罗顺安一直在长郡教育集团学校工作，
经历过班主任、年级组长、中层干部等教育教
学一线工作岗位， 教育教学和行政管理经验
丰富。学校现任教师团队始终秉持“一切为了
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的教学理念，用永不
竭尽的激情耕耘三尺讲台， 用卓尔不凡的智
慧演绎教学的精彩， 用细腻柔润的爱心温暖
学生的心灵。为提升教师的综合素质，获取多
元化的教育理念，了解最新的教学动态，全面
提升全体长郡云龙教师的专业素养， 全体教
师在开学前期进行了教师跟岗培训、 长郡集
团教师培训以及校本培训， 并且开学后在全
校范围内开展“创标杆”大竞赛活动，以长郡
云龙管理工作“八部曲”为基础，统领学校教
育教学业务、行政业务以及所有常规、特色活
动管理。学校以尊重、激发、共生为原则，以人
的成长为核心价值， 通过管理激发师生发展
的内心动力，增值教育生活，成就学校发展。

专家引领 汇智育贤

学校俯瞰全景图

长郡集团资深管理干部 : 校
长李衍宏，副校长曾维成、罗顺安

学校开展系列主题活动

� 株洲云龙示范区与长郡中学“牵手”合作

� 9 月 9 日，株洲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毛腾飞慰问学校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