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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陵区教育内涵发展“三字诀”解读
芦山中学校园

记者 张明松 马建国 张其平 通讯员 邓大义 张宗强
“
止戈为武，高平为陵”。 （晋·潘京）
武陵，这座文明积淀厚重而丰腴的古邑，经过历史长
河的千淘万漉，气象更新，绚花嫣然。武陵蓬勃发展的教育
正是根植在这方神奇沃壤的一株奇葩，绽蕊吐妍，芳馨怡
人。
走马武陵观教育，堪为妙画入目来。 那睿思前瞻的蓝
图是一幅气势磅礴的写意画；那奋斗夯实的足迹是一幅淋
漓酣畅的工笔画……。 画色斑斓，画境壮美，画意深邃，无
不演绎着武陵教育内涵发展的精彩活剧。

企业家许强先生、浙江宁波市社会慈善家李爱良先生有意
投资武陵教育时， 王孝山书记和罗少挟区长将他们奉为
“
座上宾”，热情接待，陪同考察。 客人感动了，慷慨捐赠 90
万元投入到区里薄弱学校的改造。
建设教育强区，经费投入是基础。 武陵区政府畅通投
入渠道，加大经费投入，进一步夯实了教育发展的基础，增
强了教育发展活力。 近 3 年全区教育经费投入 1.5 亿元。
同时，认真执行有关法律法规，教师培训费、教师奖励基
金、民办教育奖励基金、督导工作经费均纳入财政预算，及

年 18000 元的补助，保障了教师待遇。 同时，教师医疗保
险、养老保险、住房公积金等福利待遇均由财政按规定
的比例全额拨付到位。
一组组数字记载着武陵教育强区的光辉历程， 也昭
示着武陵人民重教兴教的远见卓识。 顺天时、地利、人和
之宜，乘万马扬鞭奔腾之势，一股“人民教育人民办，办好
教育为人民”的热潮席卷武陵热土，撑起了一道令人怦然
心动的教育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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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陵人追求的是教育“秀云出岫，独占鳌头”的大气
魄、大视野、大手笔。
2007 年 11 月，武陵区召开了规模空前的教育强区动
员大会。 区委书记王孝山掷地有声：“抓教育就是要确定
教育的优先地位， 教育经费优先保障， 教育工作优先研
究，教育困难优先解决，教师待遇优先兑现”。 一面高擎的
“优”字大旗紧锣密鼓地开启了武陵区教育迅猛发展的帷
幕。 在武陵大地上，“党以重教为先，政以兴教为本，民以
助教为荣，师以从教为乐”已蔚然成风。
武陵区成立了由区长罗少挟任组长的教育强区工作领
导小组，正式启动了全区教育强区建设，专门印发了《武陵
区建设教育强区实施方案》。区委常委会和区政府常务会对
教育工作进行了专题研究。 区长罗少挟在城区小学调研
时，针对城区小学开展不均衡的问题，前瞻性地提出了将
育英小学与北站小学全并的模式， 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名
优学校带动薄弱学校共同发展的路子。 随之，东升小学与
桥头小学也成功实施了合并。 合格学校建设、中小学校舍
安全工程启动后，她多次下校检查，现场指导。 区人大、区
政协视察、检查和专题审议更是突出了教育工作。
区委、区政府与区直相关部门和乡镇签订了《教育工
作责任状》，对因工作失职或失误影响教育发展的，坚决追
究党政“
一把手”的责任。强化区政府对乡镇政府教育工作
的督导评估制度， 由区政府教育督导室组成督导队伍，对
乡镇教育全面督导评估考核，并纳入对乡镇年度目标考核
和乡镇党政主要领导的年度考核内容。强化区直部门定点
联系学校制度和学校执法检查准入制度。区直各部门都有
一对一的固定联点帮扶学校。 纪检监察部门成立专门机
构，严格督促检查，杜绝了“三乱”行为；综治、城管、文体、
公安、工商等部门坚持标本兼治，净化学校周边环境，确保
了学校附近 200 米内无营业性网吧、歌舞厅、录像厅；卫生
部门加强农村中学寄宿制学校食堂卫生工作的指导监督，
确保了全区不发生一起学校食品安全事故。
主管教育的副区长姜胜国自豪的说：“在咱们武陵区
最受尊敬的是教师，最被呵护的是学生，关爱教育的人士
更享有贵宾礼遇”。 2007 年 6 月，得知江苏省无锡市民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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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洲乡夹街小学校园

三年规划制度：一年入门是新手，二年成熟是能手，三年出
名是高手。每年学校都要组织全体教师进行课堂教学大比
武、公开课研讨等教学活动，让教师能在教学舞台上得到
展示与磨砺。 他们举行了一系列课堂教学研讨活动，主要
形式有：骨干教师示范课、组内研讨课及校级教学比武活
动。特别是他们的“芙蓉杯”课堂教学技能大赛立足于各教
研组的专题研讨活动，按照“说、授、评”的形式，将活动分
为准备、理论学习、教学交流、总结四个阶段进行，达到了
“教中研、研中教、人人参与、共同提高。”的目的。育才小学

三岔路小学校园

卫门口小学校园

格言为内容的书法比赛；一次“廉政歌谣”编写活动。 他们 里，但见地面干净整洁，花坛草地了无印痕；步入教学楼，
还将这些活动与三好学生、优秀少先队员和文明班级的评 发现每个教室都有礼仪值班员。 据了解，学校每周召开一
选活动结合起来，增强了教育的针对性，效果显著。
次主题班会，每期评选一次礼仪小明星，以强化学生使用
甘露寺小学“
心育”特色鲜明，坚持用爱心照亮学生心 文明语言、表达礼仪行为的能力。
灵的窗户，用细心深入学生的内心世界，用耐心打开学生
高山街小学进行了小班教学研究，根据教学需要，灵活
的情感缺口，用热心碰撞学生的思想火花，用诚心拨动学 的将课桌摆成“对称形、品字形、马鞍形、扇形、弧形、秧
生心中的琴弦，用信心扬起学生希望的风帆。
田形”等形式。 学生座位相对集中，便于老师灵活运用
芙蓉路小学可谓校园有灵气，师生有灵性，家校有灵 “自主式、合作式、探究式”等教学方法，让学生全程参与
犀。通过“彩虹桥”的互动交流，让家长意识到孩子的缺点， 教学活动。

情系校园

市人大副主任、区委书记王孝山（前排左二）视察 区委副书记、区人民政府区长罗少挟（前排左一）视察紫桥小学
工农小学

时足额到位；转移支付教育资金、城市教育费附加、上级下
拨的各项教育专款等全额用于教育，为教育事业的改革与
发展提供了雄厚的资金支持。
2009 年，全区完成学校建设投资 5000 多万元，新建
教学楼 4398 平方米、塑胶操场 18726 平方米，维修改造
教学楼、学生宿舍 30875 平方米，新修河氵伏 镇中学多功能
礼堂 990 平方米， 加固改造南坪中学食堂 1200 平方米，
改造重建社木铺小学、高泗小学、泽远小学厕所 225 平方
米，征地拆迁 2346 平方米；为芦山中学、紫桥小学、育英
小学建成校园网，为东升小学、芙蓉路小学、常蒿路小学
添置了广播系统，为部分学校配备办公电脑 61 台，添置
教学仪器设备 387 万元； 为义务教育阶段新生配置符合
卫生标准的课桌椅 6295 套，全区中小学校办学条件进一
步改善。 区财政每年在由区教育局拟定方案的基础上，
足额预算教职工经费，且由区财政工资统发中心全额按
时打入教师银行工资卡。从 2007 年开始，区委、区政府统
一规划公务员津补贴，全区所有教师按照人平每年比公
务员多 400 元的标准， 由区财政按时足额发放了人平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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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教新报全体员工祝:武陵教育阔步前进，再夺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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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陵区教育局局长铁明东忙里抽闲接受了我们的采
访，见面时她还揣着一本不舍放下的《人民教育》。 她闪现
在我们眼帘里颇具内敛精干的大将风度，又不乏儒雅温情
的巾帼风采。 问询武陵教育发展大计，她津津乐道的向我
们介绍了匠心铸造的“
精品工程”：那就是将教师群体培养
成“精英团队”，将中小学校锤炼成“精品学校”。
立教之本，在于树人。武陵区坚持专家引领“
输血液”，
帮助教师认识潜能；教育培训“增高度”，帮助教师挖掘潜
能；示范辐射“搭舞台”，帮助教师激活潜能。
2009 年培养了 9 名市级学科带头人，44 名市级骨干
教师; 38 名优秀学科教师参加了国家、省、市三级骨干教
师培训；50 名优秀班主任参加了省级远程教育培训; 12 名
中小学校长参加了省、市级培训。 他们还坚持走出去取经
探宝，选派优秀校长到上海等地跟班学习。
北正街小学设立了教师成长档案，建立教师个人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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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郑之松（右一）视察芦山中学

制定了较为科学的评价机制。评价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之
功效，具有很强的导向性。 学校的教学评价机制注重“
新”
、“
全” 、“活”，充分体现发展性评价的原则。 如在“推门听
课”中，他们对部分教师工作进行动态跟踪记载，坚持用发
展的眼光看人，促进教师队伍的可持续发展。
“
精英”团队打造“
精品”学校。创建精品学校突破口是
彰显学校特色。武陵区教育提出了“
问题即课题，教学即教
研，成长即成果”的教改理念，引导教师在学校前沿阵地寻
找课题，形成“
一校一品”的办学模式。
紫桥学校濒临区内规模大、商品全、设施好的大型批
发市场、工贸市场、农贸市场，学生家长中经商的占 70%。
学校结合各学科的有关教材内容及教学活动，有机地恰当
地渗透理财教育。 二年级下册 《语文乐园》 中的语文生
活——
—零花钱，老师设立了一场正负方答辩活动，使学生
懂得合理支配自己的零花钱。 数学课 《购物中的数学问
题》，老师通过组织学生结合生活展开讨论，让学生学会精
明消费。 社会实践课《不贪小便宜》，老师通过讲《子罕拒
玉》的故事，让学生了解子罕的优良品格，并通过行为分析
帮助学生理解人格比金钱、
物质更重要的道理。
东升小学“廉洁教育”
进课堂， 学校每学期开展
“六个一” 活动： 即一次以
育
英
《敬廉崇洁，诚信做人》为主
小
题的国旗下讲话； 一次以
学
“廉洁”为主题的主题班会；
实
验
一次以“廉洁”为主题的班
室
级板报评比活动；一次以廉
政文化为主题的读书征文
竞赛活动；一次以廉洁警句

区政协主席陈杏元（右二）视察东升小学

区委常委、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姜胜国（左六）视察北正街小学

并加强督促和辅导。家长学校还通过“
校长接待日”、“
学校
开放周”等活动，在学校与家长之间建立了畅通的沟通渠
道。 家长可推门听课，现场评课，并参与教学管理。
一年一度的“七彩摇篮”校园艺术节是北正街小学的
传统节日。每年 12 月，学校举行的“七彩摇篮”校园文化艺
术节通过书画长廊、班级艺术墙、文艺汇演等多种形式让
学生充分展示才艺。 去年，学校以“
菁菁校园我的家”为主
题开展活动，书画长廊里展出学生书法绘画作品。 现场百
人书法大赛气势恢宏； 班级艺术墙百花齐放；“金话筒”小
主持人比赛精彩连连； 相声小品赛中学生表演惟妙惟肖；
快乐如风”伞面设计大赛，创意无限……
“
艺术教育是卫门口小学的“
黄金招牌”，那充满童趣的
画之彩，那悦耳动听的歌之声，让人流连忘返。一批批艺术
的雏鹰在这里展翅飞翔。学校开发了《泥塑乐园》的校本课
程，将泥塑制作的技能技巧与美术教育有机结合，让孩子
们寓“玩”于“
学”，寓“学”于“
乐”。
胜利路小学楼道上的标语琳琅满目：
“
益智明理——
—我
们爱读书，良师益友——
—我们读好书；行万里路——
—我们多
读书；学海无涯——
—我们勤读书”。 学校开展的书香校园活
动使师生走进书林，畅游书海，与经典同行，与大师对话。
工农小学崇尚“
好习惯成就好人生”的育人理念，推广
落实“学生行为习惯培养”系列活动。 2010 年实施“
让文明
用语成为习惯”、“让微笑成为习惯”、“让感恩成为习惯”。
学校每个班设立了资源丰富、各具特色的班级博客，温馨
雅致的版面，催人奋进的的原创博文，成为一座师生间、生
生间、家校间架设的心灵沟通的桥梁。
滨湖小学礼仪教育开展得有声有色，学生在学校活动
和日常生活中养成了“有礼貌、懂礼仪、知礼节”的良好习
惯。礼仪教育，给滨湖小学带来了崭新的精神风貌。记者来
校采访，刚进校门，一声声“
叔叔好”便传入耳中。走在校园

木秀于林是一桢景观， 秀木成林是一片壮景。 武陵
区小学教育风格迥异，枚不胜举：如三岔路小学的“民主
管理”，东风小学的“德育探讨”，社木铺小学的“红烛精
神”， 河袱中学的“
创新管理”， 南坪中学的“校本研究”
……。 真可谓百舸竞流，神彩纷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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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湖丹桂飘香的季节。 武陵区教育局班子成员，股
室负责人和各位校长兴高采烈的来此集会，感受校园是花
园的绮丽风光，感悟民校创名校的美丽蝶变。 眉睫之境触
动心襟，思维便豁然开朗——
—
我们不禁为这着妙棋击掌叫好。身为武陵区教育领头
雁的铁明东不仅知晓“
静默则熟”之道，更深谙“它石攻玉”
之术。 她率领团队精英踏步慈利万福“
登门做客”，远赴河
北邯郸“走亲访友”……。 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追求新
境界，攀登新台阶，让学校锦上添花。 武陵教育实行“开明
办校，开放办校，开心办校”，学校早已赋予了许多新的内
涵：学校是育才宫，学校是运动场，学校是生活室，学校是
保健站……
走进武陵区每所学校， 都会使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布局是精彩的方阵，建筑是流动的诗行，园艺是跳动的图
画。漫步芙蓉路小学校园，翠绿掩映，花团锦簇，校园雕塑，
意蕴深远，谊园小景，独领风韵，拔地高楼，气派壮观……，
不愧为教者执教、学子求学的理想境地。 紫桥小学教学区
运动场隔道相望，室内一张张童稚的脸庞充满着求知的渴
望，一双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闪烁着求知的光芒。 下课铃声
响起，操场上到处流动着运动的身影，校园里洋溢着盎然

建设中的工农小学

的生机。 金丹小学注重开拓隐形校园文化，“一墙一角”皆
文化，“一草一木”蕴教育，以路的“絮语”，草的“轻唱”，墙
的“
独白”等形式书写锦句，让学生耳濡目染，启迪心灵。
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是武陵区校园文化建设的一大
亮点，规模较大的学校在师生中组建了学生合唱团、乐器
队、舞蹈队、运动队；规模较小的学校组建学生书法、绘画、
摄影、棋类、球类、声乐、器乐、舞蹈、科技制作和心理健康
辅导等兴趣小组。每学年举办一次全校性的艺术、科技、体
育节活动。
四川阿坝州理县学生是金丹学校的特殊学生群体，这
些学生经历了地震的灾害，背井离乡，思乡的情绪总是挥
之不去。 学校以活动为载体传递爱心，驱散了学生心灵的
阴霾，六一“川湘牵手”的大型文艺演出；元旦节的“稚手彩
绘”大型书画现场活动以及有浓厚常德文化氛围的“中秋
联谊焰火晚会”、具有羌藏风情的“
迎新年篝火晚会”，让川
湘孩子不仅感受到武陵神韵，还传承了羌藏风俗，让学生
们知道祖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2010 年 2 月 4 日， 中国教育电视台沉浸在一片欢歌
笑语之中，由中国教育学会、中国教育电视台协会、中国文
学艺术基金会、全国校园春节联欢晚会组委会联合主办的
“魅力校园” 第五届全国校园文艺汇演暨第十届全国校园
春节联欢晚会在这里进行录制。北正街小学孩子们表演的
舞蹈节目《我们一起跳月亮》让人眼前一亮：新春佳节之
际，两岸孩子凝望皓月，倍加期盼祖国和平统一。该节目以
其巧妙的立意赢得了台下雷鸣般的掌声。 翌日，演出颁奖
典礼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一块金灿灿的“2009
年全国艺术教育特色单位”奖牌授予了北正街小学，舞蹈
节目《我们一起跳月亮》也被评为金奖。甘露寺小学举行自
编的《阳光男孩女孩》儿童健美操比赛活动，被常德晚报、
常德电视台同时宣传报道。
育英小学书法作品、绘画艺术、经典名言、温馨提示等
以不同的形式显现于走廊墙壁上，譬如“微笑的你最美、会
学的你最好、健康的你最棒”……。 穿过雕塑广场，来到学校
橱窗处，左边橱窗中有“校训、校风、教风、学风”、“校长寄
语”、“
办学特色”、“光辉校史”；右边橱窗中的“名师风采”、
“
学子风采”等栏目，无疑对师生起到了引领和示范作用。
每所学校强化了校徽、校歌、校报、校刊的建设，师生
人人佩戴校徽，个个以校为荣；师生共同创作校歌，优美的
歌声响彻校园；师生统一校服，亮出自我风采；校报校刊师
生热捧；北正街小学的校刊《七彩虹》翰墨飘香，育才小学
的《小荷》让人爱不释手。
武陵区校园文化建设从实际出发，维修改造的学校逐
步向新的规划靠拢，新建学校力争一步到位。 今年投资新
建的工农小学， 从校园布局建筑工艺都进行了精心设计，
呈现出富有文化底蕴的整体风貌。区教育局党委书记沈阳
告诉我们： 武陵区校园文化建设已经迈开了可喜的一步，
正在竭精殚智、阔步前行，经领导、专家及教师代表酝酿已
久的《武陵区中小学校园文化建设方案》已经出台，它将促
使全区校园文化建设走向规范化的发展轨道。
瞬间的短暂赋予妩媚的灵动，细节的娇小折射着诺大
的完美。采访中，我们将瞬间定格，感悟到武陵教育的传奇
与精彩；我们将细节采撷，洞悉着武陵教育的瑰丽与隽永。
憧憬明天，武陵人将以“
志行万里，不中道辍足；鹏翔九天，
将振翅始终”的姿态，饱蘸浓彩地描绘更加绚丽壮美的教
育画卷。

教育兴湘巡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