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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作文行动
打造具有诗书气华的
读写教育特色

近年来，清照小学依托全区
教育工作推进会提出的坚持以

“办人民满意教育”为目标，围绕
课程改革等重点，进一步深化小
学语文课堂教学改革，全面打造
清照小学具有诗书气华的读写教
育特色，江苏省语文特级教师张
赛琴老师先后四次来清照讲学，
为学校34位语文教师进行了系统
的快乐作文教学培训指导。张赛
琴给二至六年级的800名学生上
了20节不同类型且有梯度的快乐
作文课。学校刘春霞、孙娜两位老
师专门赴无锡向张赛琴老师拜师
学艺。

在张赛琴老师“快乐大作文”
理念引领下，学校提炼出“创设情
境-活动体验-细致观察-指导表
达-分步写作-当堂评议-课后反
思”的作文教学模式，每个学期教
导处都开展语文教师人人都上一
节快乐作文公开课活动。今年6
月，学校成功举办了快乐作文观
摩研讨会。如今，快乐作文在学校
落地生根。清照小学的学生作文
内容充实、卷面整洁，平时扎实的
作文教学成效显著。

课程实施中，学校注重做到
开发校本教材，丰富教学内容。语
文教研组自编了适合自己的作文
课程。二年级到六年级，每个年级
都整理出了26个作文教学设计。
每一篇作文教学设计，都体现了
各学段的作文训练重点。由句子
训练到段落衔接到篇章结构，由
易到难，循序渐进，层层深入。学
校树立大作文观，提出“提笔即是
作文时”，在保证主要训练目标达
成的基础上，提倡老师能根据班
级学生情况，写当时发生的，写正
在进行的，习作日记同步走。学校
开展了丰富多彩的阅读活动，邀
请全国知名作家谭旭东、辫子姐
姐来校讲学，让学生与作家零距
离接触，既学到了习作的好方法，
又燃起了学生成为“小小作家”的
欲望。开展班内校内“阅读之星”

“书香之班”的评比，学生浸润在
名著美文之中，对其写作起到了
潜移默化的作用。在教学实践中，
学校努力创造条件，根据各个年
级段孩子的特点，开展了一系列
不同梯度、丰富多彩的作文活动，
每月每个班级都要出一期《写
吧》，每个月刊印一期少先队报

《梧桐雨》，每学期编印《满庭芳》
儿童文学社刊，让更多的学生感
受到文字变成铅字后的成就感。

动感课堂行动
数学课让学生“动”起来

一年来，清照小学以“动感课
堂、玩转数学”为数学课堂变革的
总抓手，在著名数学特级教师钱
守旺的具体指导下，力求实现老
师教得轻松，学生学得快乐。

拜师学艺练内功。组织教学
管理人员及数学骨干前往北京市
朝阳区芳草地教育集团观摩学习
朝阳区的课程巡展。派出多名数
学骨干教师赴秦皇岛参加“北派
名师”动感课堂暑期面对面深度
培训班。学校赵爽老师拜钱守旺
老师为师，并作为徒弟代表发言，
钱老师给予了“说课有思想、有理
论、有底气”的高度评价。为了将动
感课堂落地生根，学校每学期开展

“人人一节动感数学课”活动，22位
数学老师，一个不少，全员参与。为
了提高研讨效率，老师们听后即
评，评了再上，立说立行。“站着教
研”成了每次活动一道靓丽的风
景。课堂上，经常看到学生“小手高
举、两眼放光、你问我答、你来我
往、观点交锋、智慧碰撞”。

在深入学习借鉴钱老师教学
理论的基础上，清照小学又尝试
着把数学文化、益智游戏融入动
感课堂之中。立足本校实际，开发
了“数学文化课、数学实验课、数
学绘本课、数学游戏课、数学益智
课”五大创意课程，让动感课堂有
了属于学校自己的校本化表达，
成为现行数学教材的极佳补充。
为了落实数学文化课，学校申请
加入全国数学文化实验学校，以
西南师范大学宋乃庆教授主编的

《小学数学文化读本》和《小学数
学文化丛书》为教材，边实践边研
究。学校赵爽老师的魔术课程，让
学生在玩中感受游戏中的数学文
化；数学实验课以学生自主操作
和思考为主，让学生从中感悟数
学思想，积累活动经验，让他们成
为自主学习者、有感悟的学习者
和敢于创新的学习者；数学绘本
课巧用绘本中的故事、画面、文字
以及蕴含其中的数学知识，设计
引发学生积极思考、主动实践的
教学活动，让他们一步步走进绘
本，探究数学规律；数学游戏课为
学生埋下数学兴趣的种子，老师
们开发了一玩就上瘾的数学小游
戏，让孩子瞬间找回数学兴趣。经
过数学团队的摸索与探索，已初
步形成一系列分年级、分梯度的
数学益智课程：一年级智力扣，二
年级孔明锁，三年级九连环，四年
级汉诺塔，五年级魔方，六年级华

容道。目前，学校数学益智课正开
展得热火朝天。孩子们边玩边学，
逐渐爱上了数学。

一年来，清照小学数学动感
课堂研究精彩纷呈。赵爽与王腾
腾代表山东参加了第三届全国数
学文化优质课大赛。学校数学骨
干团队在山东省“学校自主变革
论坛暨义务教育一体化教学成果
展示”研讨会上做了《动感课堂，
玩转数学》典型经验交流并提供
了展示课《扑克魔术》。6月19日，
清照小学动感课堂观摩研讨会暨
第二次数学课改推进会成功举
行。全国著名特级教师钱守旺老
师再次入校指导。在清照小学的
课堂上，动感加玩转，作为一种教
学形态、一种教学追求、一种教学
理念，正在让学习真正发生。

诗意校园行动
给孩子种下一颗诗心

“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还
应该有诗和远方。”清照小学的每
一位师生都知道这句话。从诗歌
中发现美好，在诗歌中胸怀远方，
这正是学校打造诗意校园的最深
用意。走进清照小学，你会亲身感
受诗歌诵读给学生带来的无穷魅
力，感受诗意校园给学生带来的
无限能量。

打造诗情画意的校园环境。
学校围绕“若水清照”这个主题，
在校园的门厅、走廊等角落精心

设计构建起了独具清照特色的文
化体系。用李清照一生四个主要
居住地命名学校四条主要道路，
用“易安楼”、“漱玉楼”分别命名
学校的教学楼和办公楼，设计制
作了古朴高雅的李清照塑像，打
造“青鸟续语”快乐休闲读书吧。
以四季轮回、幸福童年为主题的
教学楼瓷砖画分外靓丽。

学校成立满庭芳儿童文学
社，海棠轩教师文学社。创办了特
色刊物《一剪梅》、《山楂红了》、

《海棠树下》等，继2016年《童子花
开——— 我是清照小作家》原创诗
集校园发行后，2017年春天学校
又 推 出 了 原 创 文 刊《 山 楂 红
了——— 我是清照小作家》，奏响诗
意校园春日的序曲。

2016年6月1日，学校承办了
中国第四届赤子诗人颁奖典礼。
欧阳江河、郁葱等来自全国各地
的四十余位诗人、作家出席活动。
清照的孩子与诗人零距离接触，
给孩子种下了诗歌的种子。学校
自去年以来连续举办两届诗歌
节，今年的诗歌节以校园诗词大
会为主打，活动历时近一个月，经
过初赛、复赛、决赛的激烈角逐，
从1800余名学生中产生了冠军、
亚军队各6队，优秀选手24名，最
佳选手6名。整个活动产生了良好
反响，孩子人人争当“诗词小能
手”。学校还在微信平台上开展

“春江花月夜”FM诗文朗诵活动，
开设“小小朗读者”“师生共读”

“爱上朗诵”三个栏目，推送优秀

的诵读节目，在校园里掀起了诗
文诵读热潮。

家校合育行动
建设现代综合育人体系

近两年，清照小学一个最亮
的词汇就是家校合育。而“爱心护
学”家长志愿岗已经成为清照小
学安全工作的一张靓丽名片。每
天上下学时间，都有两名学生家
长佩戴醒目标志，在校门口热心
帮执勤老师维持秩序。看到自己
的孩子在“护学岗”成员的带领下
安全地通过马路，家长露出了满
意的笑容。其中，有一位家长讲
道：“现在学校门口有交警、家长、
教师、保安多方合力共同护学，心
里很欣慰，我们也将竭尽全力配
合学校的工作。”本学期期末，学
校为200位家长志愿者颁发了荣
誉证书。

2016年起，学校先后组织了
一年级家长会、家长讲坛、全校

“家校合育”主题家长会等活动，
让家长零距离了解孩子在校的学
习生活情况。去年11月来自各行
各业的家长走进课堂，发挥家长
专业特长，给孩子展开了一场别
开生面的“校内与校外”“社会与
生活”“探索与创新”的34堂新课
程。同一时间，学校成立500人的
卓越家教微信群，鼓励家长积极
撰写亲子日记；邀请潍坊市高新
区清平小学校长武际金给全体家

长做了《父母是孩子的“起跑线”》
的教育报告；成立清照小学第一
次少先队员代表大会暨眼明泉社
区少工委，校委会成员、少先队员
代表、中队辅导员、校外辅导员共
100余人参加本次大会。眼明泉社
区少工委的建立具有里程碑意
义，使得教育工作突破发展，整合
各方资源，共同努力，突出合育教
育工作特色。

创客教育行动
从课程开发
到培养小创客

在学校课程中，清照小学创
造性开展家庭小实验、3D打印、
机器人、STEM课程启蒙等创客
教育课程。在第十五届济南市中
小学电脑机器人比赛上，学校分
别参加了机器人相扑项目的比
赛，以及3D打印创意项目的比
赛。四名同学均获得机器人相扑
挑战赛的二等奖。学校3D打印作
品“李清照主题庭院———《婉韵清
照》”参加3D打印创意项目的比
赛，得到与会领导与老师的一致
好评，一举夺得本次电脑机器人
比赛3D打印创意类一等奖，学校
也被授予“济南市中小学创客空
间”称号。在山东省青少年机器人
大赛中，范俊喆同学获得小车竞
速金奖的称号。2017年第七届中
国城际机器人挑战赛章丘区选拔
赛上，学校共有8名同学参加了豌

豆射手的比赛项目，取得优异成
绩并全部晋级国赛。

抓好创客师资培训，为创客
教师打造创客空间，引领教师研
发课程。5月份，学校邀请北京专
家举行了“新样态 优成长”———
清照小学“STEAM”通识培训。分
组、沟通、合作、整合，碰撞出
STEAM的创新理念。批判性思
维、解决问题能力、数据分析，这
些东西构成了创新的要素。学校
的首批STEAM团队骨干教师
激情实践，用心合作，智慧碰
撞，让学习真正发生。6月份，吸
引了全区70多名信息骨干教师
参加的章丘区小学信息技术骨
干教师scracth创意编程教学研
讨培训会在清照小学举行。在
课程展示环节，学校信息教师李
兴中的一节创意编程课《小鱼探
险记》，让孩子有了充分发挥想象
力的平台，并把自己的想法付诸
实践。

课程创新行动
做到核心素养落地的
校本化表达

面对核心素养新要求，学校
对既有的课程体系进行了充实和
完善，把六大核心素养有效渗透
到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体系
中去，并力求做到核心素养落地
的校本化表达。一年来，学校的尚
善课程体系日臻完善饱满。在国

家课程的实施中，学校展开了跨
学科整合和综合性课程实践。在
综合实践领域，学校结合实际创
新课程内容，开发出《柿子熟了》、

《山楂红了》、《石磨磨豆浆》等等。
在学校课程板块中，学校以六大
核心素养为目标，以文化育人为
载体，致力于打造清照品牌，开发
了六十多门学校和班级社团课
程。其中：京剧、射箭、茶修、绘品、
篆刻、陶艺、国际象棋、管乐、陌上
花开、沙画、机器人创客、创意手
工等社团，让每一个孩子都能找
到展示自我的舞台。

在主题课程构建方面，学校
继续做好晨诵、午读、暮省，清照
文化、春风行动等课程。积极探索
开发切口小、见效快的主题课程。
开展了研学课程，探索实施“蒲公
英行动”。以绣江河公园为基地，
组织中高年级学生研学旅行。重
视学生成长过程中必备的体验
性、群体性，使学生受到道德养成
教育、社会教育、国情教育、爱国
主义教育、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以
及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培养。这
些丰富多彩的课程，促进了学生
全面和谐发展，让我们听到了核
心素养落地的声音。

品牌教师行动
让每一位教师
都绽放自己的美丽

近年来，清照小学积极为教

师成长搭建舞台，开展“品牌教师
周”活动，让每一位教师都能绽放
自己的美丽。先后有20余位教师
进行了品牌教师周展示，他们或
讲述成长的心路，或磨练自己的
课堂，或展示自己的才艺，全面展
示了品牌教师的风采，鼓励唤醒
了每一位老师自定义发展的需要
和激情。

学校设立漱玉讲堂，先后迎
来了全国知名特级教师张赛琴、
钱守旺、何郁，著名儿童文学家谭
旭东、著名诗人书法家欧阳江河、
第三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郁葱
等专家学者。学校积极为老师
牵线搭桥，促成了刘春霞、孙娜
拜张赛琴为师、赵爽拜钱守旺
为师、宋倩倩拜郁葱为师、李杰
拜贾鹏为师。实现了骨干教师
与特级教师、知名专家思想对
对碰的提携式发展路径。走出
去学习，请进来指导，名师引
路，师徒结对，品牌助推成为清
照小学教师专业成长的鲜明特
色。学校为每一位有特长的美
术教师建立个人工作室。同时，
新建“品牌教师工作坊”微信
群，十六位品牌教师建立个人
微信公众号，通过各种纸质媒
体或者网络媒体不断宣传推介
专业成就。

德育创新行动
全面提高育人效益

学生核心素养的最终落地还
是要通过立德树人来实现。所以
清照小学一直把德育教育摆在学
校工作的重要位置。把爱国主义
教育、民族精神教育、革命传统教
育、安全法制教育、科学知识教育
有机地统一于教学之中，使德育
教育无时不有、无处不在。

2016年5月，学校尚善银行面
向全校学生开放。学校制定校园
币兑换活动方案，旨在通过校园
币这个多元化评价杠杆来评价孩
子的素质，同时把孩子融入社会，
融入生活。学校利用母亲节、教师
节、圣诞节等节日开展主题兑换
活动，每月4日组织尚善银行、超
市开放，全年累计发行校园币
5000元。开展仪式教育，不遗余力
地进行德育渗透教育。去年开学
典礼上，学校邀请以优异成绩
考 入 北 京 大 学 的“ 清 照 学
姐”——— 王子寒进行了励志演
讲，引燃清照学子怀揣的希望
和憧憬。组织体育、音乐教师创
编了《中国范儿》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广播体操，通过组织全
校班级之间比赛迅速推开，这
一独创成为学校开展“创建文
明城市”活动的一大亮点。开展
每月一养成教育系列活动，构建
美育课程体系，全方位多角度展
示学校艺术教育成果，重点打造
校园京剧、儿童沙画、花儿乐队等
特色红领巾社团。

师生阅读行动
让读书成为一种习惯

学校大力实施师生阅读工
程，在全体教师中广泛开展各种
读书活动，让清照气质的真、善、

美的气韵相互濡染，让阅读成为
学校文化的支撑。得语文者得
天下，语文教师把阅读作为语
文教学的支撑，积极开展卓有
成效的经典导读、主题阅读。学
校持续开展“校长荐书”学生共
读一本书活动，继推荐儿童诗
人铁头的诗集《柳树是个臭小
子 》之后 ，又 推 荐 了《 月 亮 读
书》。继续开展图书漂流、书香
家庭评选等极具活力的读书活
动，拓宽学生读书视野。山东大
学国学大学堂走进济南章丘，
为清照小学的同学们带来一场

《国学启蒙与人格修养》课程。
山东大学青少年国学班主讲导
师王伊璞老师寓教于乐，秉承
着快乐教学、实践教学、多维教
学的教学方法，以蒙学经典《弟
子规》总叙为例，让到场孩子感
受了一番国学的魅力。

4月21日，在世界读书日到来
之际，二年级学生张应悦家庭来
到北京，参加由全国妇联与国家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主办的“书香
飘万家全国家庭亲子阅读暨2017
年相伴共读书香润德”活动启动
仪式，荣获全国家庭亲子阅读“创
意阅读”奖，充分展示了学校亲子
阅读活动的成果。

书法育人行动
翰墨飘香满校园

2016年，学校把书法教学纳
入学校课程，学校邀请山东省教
育科学院李家栋老师为全校书法
老师解读了《中小学书法教育指
导纲要》，为学校书法教学指明了
正确的方向。学校按照纲要要求，
在各年级均开设了写字（书法）课
程。一二年级语文课上每天保证
十分钟写字；三至六年级每周安
排一节软笔书法课，进入学生课
表。师生从最基础的一笔一画开
始，真正让软笔书法走入每位学
生的生活。在全员普及基础上开
设学校书法社团，选拔一部分书
法爱好者每周二下午由学校外聘
书法教师进行书法专业培训，培
养了大量书法特长学生。

要想教学生一笔好字，教师
必先写得一手好字。学校为每位
老师配置一块小黑板、一支毛笔、
一本字帖，每周规定以古诗词为
主的书写内容，周五上交粉笔字、
钢笔字和毛笔字作品各一幅，面
向全体师生展览。学校还积极组
织孩子参加各级书法比赛，多
名同学多次获得一等奖。学校
挂牌成立海右印社清照小学篆
刻教学基地，组建了学生篆刻
社团，海右印社社长贾鹏老师
多次入校亲临指导，篆刻艺术
在清照生根发芽。

书法教育结出硕果。去年
1 0月底，在山东省书法教学研
讨会上，宋倩倩老师进行了三
年级书法课《斜钩和卧钩》课堂
展示，王文科校长做了典型发
言，引起了良好反响，得到与会
领导专家的好评。宋倩倩还参加
了济南市书法德育优秀课例展评
荣获一等奖。章丘区小学书法教
学展示交流会在学校举行，清照
小学的书法教育如梧桐细雨般浸
润而来。

在在这这里里，，我我们们听听到到了了核核心心素素养养落落地地的的声声音音
章丘区清照小学教育教学十大行动解读

众所周知，当前教育界
最火爆的“热词”，当数“中国
学生发展核心素养”。那么到
底何谓“核心素养”？其综合
表现为人文底蕴、科学精神、
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
当、实践创新六大素养。针对
这六大素养，学校是如何落
实的？近日记者来到章丘区
清照小学，该校通过快乐作
文行动、动感课堂行动、课程
创新行动等教育教学十大行
动，让我们听到了核心素养
落地的声音。

我们毕业了！

和谐的师生关系。庄重的升旗仪式。

今日章丘

著名数学特级教师钱守旺为清照学子点赞。 快乐作文让每位学生爱上写作。

幸福的清照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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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巾帼英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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