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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满意是工作的最高标
准。2017年以来，西河中心校以

“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为目标，
创新工作思路，强化内涵管理，
持续优化教育发展环境，全面
提升学校办学水平，努力让农
村孩子享受更加优质均衡的教
育资源。

加大教育投入

持续优化办学条件

“我们的塑胶跑道是全区
农村学校中第一个投入使用
的，但最大的不足就是运动场
地是‘土’操场，一到下雨天就
泥泞不堪，不仅影响了正常的
体育教学和师生课外活动，也
给周边锻炼的群众带来了不
便。”经过学校班子认真研究，
明确了学校在办学条件方面存
在的短板问题。

操场升级改造工程作为学
校2017年的一项重点工作，总投
资20余万元，对操场原有土质
下挖0 . 5米，再用达到种植要求
的土壤填平，最后选用高羊茅、
早熟禾两种草，按照7:3配比的
种植，建成了可供学生进行足
球训练、比赛的草皮球场，充分
满足了师生活动和群众健身的

各种需求。
西河中心校还累计投资15

余万元，新建小学排球场，对塑
胶跑道进行全面维修，对食堂、
少年宫、小学教学楼外墙进行
全部粉刷，更新食堂内配设施，
统筹规划绿化园区，完善了“一
场七园三区”的育人格局，不仅
提升了学校整体办学实力，也
为实现新的跨越发展奠定了坚
实基础。2017年8月，西河中心校
食堂荣获“食安山东”餐饮服务
品牌示范食堂。

实施“成功教育”

全面提升教育质量

“质量是学校永恒的主
题，也是学校赖以生存的基
础，更是老百姓最关注、最关
心的问题。”西河镇党政主要
领导在深入中小学校调研时
强调，农村学校要想实现突
破，不仅是校园硬件设施的改
善，更是学校管理水平、教学
质量的提升。

基于这样的认识，该校牢
固树立教学中心地位，深入实
施“成功教育”，着力抓课堂，立
特色，以质量提升赢得群众口
碑。2017年西河中学初中学业考
试优秀率、良好率、合格率分别
达到30%、60%、95%。在2017年中
考中，西河中学有14名学生进

入全区前800名，其中刘小萱、李
政、苏玉倩、王晗冰4名学生进
入全区前200名，高分率和高中
上线率与往年相比有了大幅度
提升；在2017年全区教学工作会
议上，西河中心校、中学、小学
及幼儿园全部荣获全区“教学
工作先进单位”荣誉称号。

“成功教育”不仅提高了学
生的学业成绩，也促进了学生
全面发展。在山东省中小学生
戏曲大赛中，苏玉倩获得初中
组第一名；在淄博市百灵艺术
节中，小学诗歌朗诵《少年中国
说》荣获市一等奖；在全区中小
学生排球联赛中，小学男女队
双双荣获小学组第一名，中学
男女队分别荣获初中组第一、
三名；在淄博市四人制气排球
比赛中，小学男女队均取得了
全市第二名的好成绩。

强化党建引领

促进学校内涵发展

“学校的目标就是党组织
的目标，两者都是为了立德树
人，推动学校发展。因此，党建
工作绝不是简单的集中学习、
缴党费、搞搞活动，相反，学校
党建工作是推动教育教学工
作的最大生产力和教学力。”
在“两学一做”专题工作会议
上，西河中心校党支部书记这

样说。
为了使党组织更具有战斗

力，西河中心校把党建工作与
教育教学业务紧密结合，精心
制定党建工作计划，进一步修
订《工作规则》，完善“三会一
课”等党内组织生活制度，定
期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和组
织生活会，扎实开展“两学一
做”专题教育活动，切实巩固
了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也
有效促进了党建工作和教育
教学同频共振、相得益彰。同
时，从党员教师入手，落实岗
位责任和竞聘制度，积极开展
绩效考核管理，刚性的制度和
人文化的管理为学校健康快
速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
保证和组织保障。今年以来，
学校先后荣获淄博市“文明校
园”、淄川区事业单位绩效考
核A级等次、区“文明单位”、区

“传承好行风单位”、区“时代先
锋单位”等荣誉称号。

“下一步，我们将乘着全
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区县创
建的东风，进一步加大投入，
着力解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
的教育需求，让我们的孩子和
城区的孩子一样，在教育公平
的和煦春光下健康成长，真正
办好人民放心满意的教育。”
谈及学校新学年打算，西河中
心校主要负责人如是说。

淄博市淄川区西河镇：

让让农农村村孩孩子子享享受受更更加加优优质质均均衡衡的的教教育育

淄博市沂源县鲁村镇：

东东方方君君乡乡村村教教师师培培训训公公益益行行动动计计划划第第一一期期培培训训圆圆满满结结束束

本报记者 陈伟
通讯员 孙宗斌

“二外附中的课堂师生平
等和谐，学生大方自信，课堂
教学无固定模式，充分体现了
教学有法，教无定法. . . . . .”近日，
在沂源县鲁村镇教体办举办
的东方君乡村教师培训公益
行动骨干教师赴北京第二外
国语学院附属中学培训学习
心得交流会上，参训教师争相
交流学习收获。

11月20日至25日，鲁村镇教
体办选派全镇中小学20名骨干

教师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附
属中学参加了为期一周的跟
岗培训活动。此次活动是东方
君乡村教师培训公益行动计
划的首期培训。该行动计划是
在鲁村镇党委政府的积极协
调争取和县教育体育局的大
力支持下，由东方君公益基金
会和深圳国际公益学院联合
出资设立，计划用10年时间提
供培训资金200万元，每年出资
20万元，为鲁村镇部分骨干教
师至少提供一次到北京名校培
训学习的机会，以提升乡村教师
的综合素质，助力沂蒙老区教育

全面发展。在北京二外附中培训
期间，该镇参训教师分中、小学
两组，通过与北京名师座谈、聆
听专家报告、深入课堂听课、分
组研讨交流等形式，“参与式”融
入学校教学活动。从学校办学特
色、学校管理、班级管理、课堂教
学和学生能力培养等多方面多
角度参与学习。本次培训共听课
54节，组织教师参与交流研讨20
余次，分别聆听以学校管理、课
程开发、生态德育为主题的报告
会3场，组织分组培训心得交流
12次。

“教师跟岗培训只是开始，

老师返校后将开展学习成果汇
报展示、学习经验交流、上移植
课等活动，将学到的先进经验在
全镇推广。”鲁村镇教体办副主
任尹西芬介绍说。

水本无华，相荡乃生涟漪。
石本无火，相击乃发灵光。培训
时间虽短，但点燃了教师思想的
火花，指明了努力的方向。据悉，
今后每年鲁村镇教体办将选派
两批教师到北京二外附中参加
跟岗培训，根据需要也可组织英
语教师参加北京二外附中国际
交流培训项目，全面提升沂蒙山
区教师的综合素质。

参加培训教师 融入课堂活动 与北京名师座谈 深入课堂听课

近日，张店区班主任培训
团队分组讨论会在张店九中
举行，中学二组和小学六组的
老师们围绕“如何开好班会和
家长会”展开研讨。达成以下
共识：确定活动的主题，形成
明晰的线索，围绕线索开展活
动；调动家委会和学生干部的
力量参与管理和评价；多大力
表扬，少公开批评，发挥正能
量；借助网络资源和生动案例
丰富班会课的内容。

(商明珠)

张店区班主任培训讨论会

在张店九中举行

近日，黑旺孤山学校举行
了教研员“下水课”展示活动。
区教研室小学科英语教研员
陈静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
导的课堂教学理念，让学生全
身心的投入到课堂当中，享受
着汲取知识及体现自我的乐
趣。构建了常态化优质课堂，
达到了同伴互助，专业引领的
目的和教学效果。

(周晋顺)

淄川区孤山学校：

教研员“下水课”展示

日前，木李学区党支部组
织该学区全体党员举行了“廉
洁从教做表率，乐于奉献当先
锋”学习会，拉开了该学区学
习贯彻十九大精神活动的序
幕。一是要求每位党员每周参
加一次学习会，认真记好学习
笔记，撰写好学习体会；二是
每月当一回宣讲员，要求每一
位党员教师，利用家长会，向
广大家长宣讲十九大精神。

(刘玉功)

高青县木李学区：

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

全区初中地理学科培训

在临淄二中举行

为探究新课程理念下各
学科课堂教学的有效、高效的
针对性，日前，临淄区初中地
理学科培训暨专家报告会在
临淄二中举行。本次培训由
临淄二中徐超老师和威海经
开区凤林学校林明老师进行
同课异构，威海经开区教研
中心科研主任袁慧做报告。临
淄区教育局教研室主任王慧
芳，地理及其他学科教研员，
全区初中学校近200余名任课
教师参会。

（郑军）

桓台县实验中学：

举行美国英语语音培训

近日，桓台县实验中学特
别邀请美国英语语音与演讲
培训专家Mr.John Heart到校
讲学。培训课上，Mr.John鼓励
学生大声开口说英语，并与学
生在课上积极地互动，通过多
种有趣的形式教学生发音；在
面对面的交流课上，专家结合
生活中的情景，对平时常用的
英语口语如何发音等问题进
行了讲解。

（卢静 王晶）

临淄区高阳小学：

助力家长满意学校建设

为办人民满意教育，提升
学校家长满意度，践行立德树
人的教育任务，高阳小学采取
五项举措狠抓学校管理 :一是
突出抓好师德师风建设。二是
切实规范办学行为，关注学生
综合素质培养、促进学生全面
发展。三是多渠道密切家校联
系；四是注重发挥家长作用。
五是实施民心工程，落实教育
惠民政策。

(李安刚)

宪法晨读
12月4日，

桓台县索镇前
毕小学法治教
育专任教师周
玉霞和二年级
的小学生一起
晨读宪法。在第
四个“国家宪法
日”到来之际，
该校举行宪法
学习日活动，
开展多种法治
教育，让法治
意识在学生心
中扎根。
项绪忠 巩向
进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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