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砥砥砺砺奋奋进进 扬扬帆帆起起航航
东昌府区斗虎屯镇教育发展纪实

负重拼搏
抢抓机遇谋发展
斗虎屯镇联合校，地势偏远，

位于东昌府区西郊，地处东昌府
区、临清、冠县三县市区交界处，
辖一所中学、12所学区小学。教育
发展受偏远地势影响稍显严重。

重视学前教育，夯实教育根
基。联校根据幼教发展的实际情
况，粉刷了教室及墙壁，铺设了草
坪，配置了彩电、空调、教学桌面
玩具等教学设施及室外组合滑梯
等玩具。切实改善办园条件，提高
办园水平。选派正规师范院校毕
业、有幼儿教学经验的教师担任
幼儿教师。联校从优秀、提拔、晋
级、外出参观进修等方面进行倾
斜。强化中心幼儿园的示范作用，
抓好学区幼儿园建设，带动其他
公办园的发展速度。中心幼儿园
去年已被评为达到市级规范化
幼儿园，斗虎屯镇中心幼儿园被
评为2 0 1 5市级示范园，目前已
通过省级示范园验收，再创历史
新高。名园带动稳步向前。成立
中心幼儿园谭楼分园和孙马分
园，以点带面，促进办事处学前
教育的跨越发展。

名校带动，携手共赢。近年
来，城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浪潮

“激活”斗虎屯教育，联合办学、
名校带动工程，使得农村小学教
学质量稳步提升。堠堌小学自成

为东关民族小学分校以来，基础
设施建设不断完善，校园环境焕
然一新，更有东关民族小学经验
丰富的教师前来任教。聊城实验
小学、新区小学、红旗小学、东
昌路小学、水城小学与斗虎屯镇
5处小学结为帮扶对象，深度交
流走向常态。办学效果成效显
著，深受社会各界一致好评。

借力提升，砥砺奋进。积极
借助社会力量改善办学条件。
2 0 1 5年1 1月，山东得象电器科
技有限公司送“温暖”，向斗虎
屯镇中心小学捐赠了价值5万元
取 暖 设 备 — —— 碳 晶 电 暖 板 。
2016年3月，聊城大众驾校捐赠
给斗虎屯孙马小学 3 0台微机。
2016年4月起，聊城市水滴善行
志愿者协会为斗虎屯三山希望
小学与杨庙小学送去了价值十多
万元的图书，并成立了两座“爱心
图书室”，给孩子带来了丰富的精
神食粮。

特色推进
拓宽视野促提高
学生行为习惯养成教育常抓

不懈。办学特色是一所学校生命
力的重要表征，一所学校只有形
成自己的办学特色，才能拥有持
续发展的旺盛趋势。在东昌府区
斗虎屯联校校长刁国锡看来，好
习惯能让学生受益终生。为此，
在联校所辖各小学坚持倡导习

惯养成教育常态化，同时细化各
学段学生行为习惯养成教育，将
养成教育贯穿到教育的每一个
细节。根据学生的年龄结构制定
了不同的行为习惯，现在各年级
都从学习习惯、生活习惯、交友
习惯、健康习惯、行为习惯及其
它习惯等几个方面为抓手，深入
开展学生行为习惯养成教育，取
得初步成效，学生面貌焕然一
新。斗虎屯镇中心小学开展学生

“星级”评比，设有学习之星、生
活 之 星 、健 康 之 星 等 ，树立 榜
样，模范带动。阮庄小学率先成
立“红领巾”示范队，由全校优
秀少先队员轮流执勤。校园楼梯
口、楼前绿地处随处可见执勤少
先队员，维护校园秩序、打造整
洁美丽校园。

兴鲁小学成立学生自我管
理会，并由学生组成安全卫生考
核小组，对各个班级的卫生、秩
序、阳光大课间精神面貌进行量
化，以竞争促提高。

多种形式力促教育优质均
衡发展。斗虎屯联校举办首届

“齐鲁校园情 共筑中国梦”校
园艺术节，以学校为单位进行校
园艺术节展演，普及面广、参与
度高，致力于在斗虎屯联校的
1 2 处校园里，形成“校校有活
动、班班有歌声、人人都参与”
的局面。着眼于小学生全面健康
成长，鼓励学生家长共同参与，
促进教育均衡发展，努力实现每

个学生参加至少一项艺术活动、
培养一两项艺术爱好的目标。展
演活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
入校园艺术节中，展现时代精神、
教育特色、少年风采，体现向真、
向善、向美、向上的校园文化特
质，弘扬社会正能量、启迪真善
美。

锐意强基
高瞻远瞩绘蓝图
俗话说，上下同欲，其利断

金。为促进各学区交流学习，取
长补短，提高教学质量，每学期
定期开展“规范管理示范校观摩
评比活动”，从校园环境与文化、
学校安全管理措施、功能用房使
用、档案管理等8大方面，全面观
摩各校教学管理工作。各学校取
他人之长，补自己之短，掀起了
步步为营设目标，全员创建各级
示范校的热潮。堠堌小学与阮庄
小学先后被评为区级教学示范
校，掀起各学校正能量“攀比”。

“今后我联校将以“为教育
无私奉献，为斗虎屯教育建功立
业”为已任，锐意开拓，不断进
取，以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精
神面貌，奋发有为、只争朝夕的
工作作风，推动斗虎屯教育工作
全面提升。让农村的孩子和城里
孩子一样沐浴着优质教育的阳
光健康成长”。谈及打算，联校刁
国锡校长如是说。

2016年东昌府区第二届农村小学教育教学质量全面提升现场会，首站地设在斗虎屯镇中心小学。与会人员漫步斗虎屯镇中心心小学校园，不仅“两人成

行，三人成列”，入学放学秩序井然，而且校园环境整洁美观，学生有礼貌的“老师好”不绝于耳，学生的校服干净平平整，学生精神面貌焕然一新……2016

东昌府区中学教学围观现场会在斗虎屯中学召开、中心幼儿园刚刚通过省级示范园验收。《齐鲁晚报》、《聊城日报》》、聊城电视台、东昌电视台等新闻媒

体多次对该联校的先进办学经验进行了报道。

是什么原因使得这所偏远的农村联校综合实力得到了稳步提升？“这是近年来斗虎屯联校紧紧抓住城乡教育优质均衡发发展的机遇，不断创新办学特色。

是解放思想、自我加压、奋起直追给我们带来新变化，是改革使我们摘掉了落后的帽子，是新思路给我们指明了新出路路。”斗虎屯联校校长刁国锡道出了学

校快速发展的“秘诀”。

东昌府区教育局局长苗新泽

到斗虎屯联校参观。

名校带分校揭牌仪式。

斗虎屯联校力推阅读课堂。

本报通讯员 冯媛 梁燕 张圆圆

打打破破多多年年““沉沉寂寂””的的秘秘诀诀何何在在？？
探寻东昌府区斗虎屯中学重振辉煌的发展脉络

“铸就辉煌”背后
的理念之变

始建于1959年的斗虎屯中学，
有近60年的办学历史。20世纪八、
九十年代，学校辉煌一时，为社会
各行各业培养了大量的优秀人才，
是当时聊城教育一颗耀眼的明珠。
2000年以后，随着国家教育政策的
变化，城乡教育及生活差异的拉
大，学校发展一度陷入困境。

近年来，随着国家及省市各
级加大了对农村学校的支持力度，
给乡镇中学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
希望。面对新的发展机遇，斗虎屯
中学新的领导班子2014年成立伊
始，就立足高起点制定了“振兴斗
中 铸就辉煌”的发展总目标及11
个具体目标，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打
造“边陲明珠”的教育品牌。

将一所偏远乡镇中学10多年
的“沉寂”打破，势必需要拿出十
二分的勇气来，仅凭确立几个看
似遥不可及的目标、喊上几句看
似空洞的口号，肯定是行不通的。
对此，以吴继峰为校长的斗虎屯
中学新领导班子开始大刀阔斧地
进行变革。

在吴继峰看来，学校“沉寂”
的背后是落寞，为此他开始着手打
造斗虎屯中学的精气神。在市区两
级教育部门确立的“教学质量、师
德建设、立德树人”三项重点工作

指导下，结合斗虎屯中学的实际情
况，把“树立一种信念、抓牢三件实
事、做好五个样子”作为学校文化
的立足点。提出，一定要树立“最后
一名学生也能成才”的理念，抓牢

“安全、管理、成绩”三件实事，让学
校有学校的样子、学生有学生的样
子、老师有老师的样子、主任有主
任的样子、校长有校长的样子。

在这股精气神的激励下，全
校上下求发展、谋发展的理念充
盈起来，全校教职工紧紧团结在
一起，树正气、抓管理、重教研、勤
学习，用努力和勤奋一点一点推
动着学校的各项工作，用激情和
爱心一步一步引领着学生行为的
规范，校园环境、教师的精神面貌
和工作态度、学生的精神状态和
行为习惯都有了很大变化。

“振兴斗中”背后
的课堂之变

知耻而后勇，调动起全校上
下的积极性之后。斗虎屯中学随
即开始谋求突破之路，在吴继峰
看来，无论对于哪所学校来说，抓
好教学都是核心工作，教学质量
是一个学校发展的生命线，只有
在教学质量上实现突破，才能最
终实现“振兴斗中”的目标。

围绕提升教学质量，实现学
生课堂的变化，斗虎屯中学不断突
出教学教研地位，相继制定相关措

施，并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等方式，
关注教师专业成长。先后邀请教育
局教研室领导来校指导，带领教师
前往青岛即墨28中、河北威县人才
学校、茌平杜郎口中学、莘县翰林
中学等学校，学习更优秀的课堂教
学和最新的教学理念。

借助聊城市推行“名校带分
校”战略的机会，成功实现与聊城
三中及东昌中学联姻之后，斗虎
屯中学更是不断从名校汲取发现
经验，邀请三中帮扶小组领导及
东昌中学毕业班老师到斗虎屯开
展座谈，学习交流教学经验。

在这个基础上，积极实行因
材施教的课堂教学改革。在初一、
初二进行均衡分组小组课堂教
学，初三尝试大组分层教学实验。
根据学生的学习能力水平采取不
同的授课方式和内容，规定不同
学习时间，以适应不同层次学生
的需要。

“边陲明珠”追求
的特色发展

走进斗虎屯中学时，大家都
会留意到：在校门上方的横匾上书
写着“立德树人”四个大字；学校综
合楼正前方悬挂的巨大牌子上，则
书写着“让最后一名学生也能成
才”。吴继峰说，这是斗虎屯中学办
学的核心理念和治校信念。

为实现这些目标，斗虎屯中

学加强了学校管理建设，通过全
校家长会、加强班家长会，留守儿
童家长陪餐，违纪学生家长陪读，
优秀学生家长颁奖等活动让家长
参与到学校管理中，打通了一条

“家校共建”和宣传学校的通道。
斗虎屯镇属于经济欠发达区

域，近年来进城务工的人员越来
越多。很多人无暇顾及孩子，甚至
有些人认为辛辛苦苦读书到头来
还是要打工，还不如让孩子早打
工早赚钱，这些思潮严重影响着
孩子的身心健康。为此，斗虎屯中
学建立了“留守儿童”档案，详细
记录每名学生家长的打工地址及
联系方式，定期与“留守儿童”的
父母联系和沟通，通报留守学生
的学习生活情况，督促家长更多
关注孩子成长。同时学校还教育、
发动全校学生，积极团结帮助留
守同学，为他们的健康成长营造
一个良好的校园氛围。

为了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
发展孩子们的爱好特长，拓展其
更大发展空间，斗虎屯中学还深
入挖掘校内资源和斗虎屯镇当地
资源，尝试开设学校课程。成立了
东昌府区唯一一个师生百人梦想
合唱团，学校舞蹈社团的表演不
仅走进了东昌电视台、聊城电视
台，还走出了聊城参加了山东省
电视台文艺表演。依托少年宫开
展了古筝、电子琴、绘画、书法等
多项特色课程。

地处东昌府区西郊的斗虎屯镇，属于与临清、冠县三县市区交界处的偏远地带。连续“沉寂”10多年的斗虎屯中学最终迎来辉煌的曙光，去年中考改变了11年

无一人升上聊城一、三中的历史，有2名学生升入聊城一中、3名学生升入聊城三中。不仅如此，还有27名学生考入聊城二、四中。在当年全区综合教学评比过程中，

取得了农村中学第二的好成绩。今年在初中学校常规管理评估中被评为“优秀学校”，跻身于东昌府区教育的第一方阵阵。

当前，新一年的中考正在紧张进行中，面对着斗虎屯中学的信心满满。在日前的探访过程中，记者对这所偏远乡镇中学学重振辉煌的发展脉络进行了抽丝剥

茧，找寻他们打破11年“沉寂”的秘诀究竟在哪里！

本报记者 张跃峰

学校舞蹈队参加聊城电

视台节目录制。

师生百人梦想合唱团点

亮生命。

家长到学校给孩子颁

奖，共享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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