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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工作促发展

该教育集团高度注重领导班子
建设，实行集团总校长领导下的校
区校长负责制，各校区办学理念一
致、管理团队一体、育人模式相同、
教育教学同步。在队伍建设上通过
岗位提高培训、研修塑造培训、参观
学习等手段，带出了一个开拓进取、
决事民主、行事雷厉、奋发向上的班
子集体。他们带领广大教师学习法
律法规及《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开
展师德师风大讨论、师德演讲比赛
等活动，提高教师的师德水平，铸造
了一支专业结构合理、敬业爱生、功
底扎实、经验丰富、具有较强创新意
识的新型教师队伍。

坚持德育为首，以人为本的教
育思想，实行全员德育管理制度，
该集团把引进、培养教师定位在高
素质上，大力实施学历、师德、能力
三位一体，推行师德先行，学历提
升，业务提高。邀请了省、市教育专
家、教授、县有关部门领导到校进
行教师专业化成长、心理健康、说
与沟通等讲座，学校领导结合各阶
段形势发展需要，分别举行博雅教
育专题等讲座。在学生的德育教育
上，以“博学、雅思、切问、笃行”为
育人目标，开展主题班队会、纪律

卫生检查评比、国旗下讲话、做蒜
乡好少年等活动，不仅丰富了校园
文化生活，而且促进了学生良好品
德的形成和审美能力的发展，以及
智力水平的提高，在县组织的素质
教育展演中均取得好成绩。

素质教育结硕果

在素质教育方面，该集团注重
学生个性特长的培养。开设了书
法、阅读、国际象棋等特色课程，国
际象棋在全市组织的比赛中荣获
第二名和优秀组织奖。为传承经
典，弘扬快书文化，2016年3月，该
集团将山东快书引入课程体系，编
写校本教材，开设山东快书、快板、
相声、舞台表演等活动课程，组建
了“博雅曲艺社团”，全面普及快书
文化。同年8月，该集团“博雅曲艺
社团”的学员参加“泰山杯少儿曲
艺大赛”，获表演二等奖；同期，40
多名小演员们应邀参加了“山东省
首届少儿曲艺大赛”晚会，赢得了
在场领导专家的一致认可，荣获优
秀节目奖，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好
评。2017年5月，该集团承接了由中
国曲艺家协会山东快书艺术委员
会、中华山东快书研究会、济宁市
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金乡县人民
政府联合主办的“全国山东快书特

色学校揭牌仪式”活动。来自北京、
山西、江苏、河南和山东省各地市
的一大批专家学者出席了活动，
省、市、县电视台多次报道，产生了
广泛的社会影响。

在上级教育主管部门的具体
指导和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下，金
乡中心教育集团先后被评为“全国
文明礼仪教育示范基地”、“山东省
教学示范学校”、“山东省重点课题
实验学校”、“山东省教育科学规划
重点课题重点实验基地”、“山东省
翻转课堂与微课程开发试验基
地”、“山东省安全文化建设基地”、

“山东省优秀雏鹰大队”，成为金乡
教育的一颗璀璨明星。

传承经典，雅润人生

金金乡乡县县中中心心教教育育集集团团打打造造名名校校品品牌牌
本报通讯员 王超 李新民 本报记者 姬生辉

金乡县中心小学的前身是朱楼小学，2010年更名为金乡县中心小学，
2012年开始实施名校集团化策略，现已发展成拥有5000多名学生的“五校六
园一院一联盟”的“中心教育集团”。该集团以博雅教育为核心理念，以“一
切为了孩子，为了孩子一切”为办学宗旨，以“传承经典 雅润人生”的办学
策略，秉承“博学、雅思、切问、笃行”的务实校风，实现了长足发展。

本报济宁7月26
日讯 (通讯员 王超

记者 姬生辉 )
为落实金乡县创城办
的部署要求，深入推
进金乡县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国家卫生城
市工作，最近一个时
期，金乡教体系统不
断细化责任分工，加
大“双创”工作力度，
多措并举，广开渠道，
紧锣密鼓的推进“双
创”工作。

为进一步提高
“双创”品位，金乡县
教体局及教育招待所
墙壁、门窗粉刷一新，
对陈旧设施进行了更
换或修缮；各处室对
档案材料规范放置，
并彻底打扫卫生，不
留死角。在充分利用
网站、微信公众号、微
信群、QQ群、广播、报
刊、电视等媒体宣传
的基础上，金乡县教
体局加大了标识牌、
公益广告的制作力
度，关注、转发“文明
金乡”公众号，并在金
珠大桥北滨河广场制

作了非常醒目的大型
公益广告牌，使“双
创”工作更加深入人
心。

全县教体系统对
照“双创”工作相应网
格，不间断排查，不畏
酷暑，动用大量人力，
甚至大型机械彻底清
理垃圾、障碍物，铲除
杂草，整治脏、乱、差。
广大教育志愿者顶烈
日、冒酷暑，协助交警
执勤，制止违反交通
规则行为，强化文明
出行劝导，帮助老弱
病残，并多次发放宣传
单，积极倡导文明出
行。对于“双创”工作相
关材料，全县教体系统
按照新要求、新标准，
进一步完善、提升，规
范化整理、归档，提高
档案管理水平。当前，
金乡县“双创”工作到
了最关键、最重要、最
紧迫的时候，全县教
体系统广大干部职工
正以主人翁的责任感，
细化目标任务，全力以
赴，以实际行动推进

“双创”工作开展。

金金乡乡县县教教体体系系统统
““双双创创””紧紧锣锣密密鼓鼓

本报济宁7月26日讯(记
者 姬生辉 汪泷 通讯
员 卢红 宋丹) 7月20日
下午3点，首届中加友好城
市夏令营暨友好学校签约
仪式在济宁市实验初中举
行。作为济宁市任城区窗口
学校的济宁市实验初中，成
功接待加拿大友好合作学
校代表，并达成友好合作协
议，也拉开了校际国际合作
的新篇章。

签约仪式由任城区教
体局局长张学栋主持。首
先，任城区人民政府张德智
副区长致辞，他表达了对加

拿大森林地学校和济宁市
实验初中合作项目的期待。
然后，济宁市实验初中安波
校长致欢迎词；加拿大皮林
克 市 森 林 地 学 校 副 校 长
Benoit Martel先生发言。随
后 ，安 波 校 长 与 B e n o i t
Martel先生签署协议，标志
着济宁市实验初中和加拿
大皮林克市森林地学校正
式成为友好学校。签约仪式
后的文艺活动交流中，中加
双方的学生代表上台进行
了文艺节目演出，精彩的演
出美轮美奂，赢得了与会领
导一致好评。

签约仪式结束后，由学
校小导游带领来访成员参
观校园，参观了实验初中教
育文化展厅、图书阅览中心
和科技馆，来访的加方国际
友人对校园优美的环境以
及小导游流利的英语口语
倍加赞赏，最后大家在腾飞
大厅合影留念。下一步，实
验初中将继续坚持平等双
向、多元互补、灵活开放的
原则，不断创新工作思路，
拓宽对外交流渠道，使学校
国际教育交流工作再上新
台阶，为任城教育的发展作
出应有的贡献。

本报济宁7月26日讯(记者
姬生辉 汪泷 通讯员 张明
坤) 从7月15日起，汶上县初中
骨干教师综合素养力提升研修
班在浙江大学拉开帷幕，从全县
各初中学校遴选出的获得过县
级以上名师或教学能手、优质课
一等奖等荣誉的100余名一线教
师参与培训。

为期4天的培训包含“教育
理论引领课程、管理实践智慧
课程、名校实地访研课程、素养
提升拓展课程、智慧分享互动
课程”五大类既相互独立又有
机融合的课程模块，助力学员
学术水平、研究能力、综合素养
的提升。据悉，今年汶上县委县
政府专门设立300万培训专项

资金，为全县教师“高端培训”
提供强力支撑，推动全县教体
系统各层面“高端培训”有序推
进。3月份组织35名“影子校长”
赴浙江湖州名校进行了为期1
周的跟踪式“影子”培训；4月份
又选派28名教体办主任和校长
到浙大参加了为期6天的“教育
干部领导力提升高端研修”；汶
上一中、圣泽中学组织39名学
科带头人赴江苏海安高级中学
进行跟岗实践。汶上县教师教
育中心主任侯典军表示，本次
暑期教师高端培训按学段共分
三期，7月23起还组织100名小
学骨干教师、100名高中骨干教
师分别赴北京师范大学、复旦
大学进行高端研修。

19日，南开大学支教团队来到邹城市看庄镇中心小学开展关爱留守
儿童支教夏令营活动，来自附近村庄的90余名留守儿童参加了活动。支
教团队由7名南开在校生组成，将在该镇中心小学开展为期两周的关爱
留守儿童支教夏令营活动，开设国学、舞蹈、剪纸等课程，旨在陪伴与关
爱留守儿童，培养孩子们健康向上的兴趣爱好，丰富他们的暑期生活。

本报通讯员 孟庆东 摄

首届中加友好城市夏令营启幕

实实验验初初中中与与森森林林地地学学校校““牵牵手手””

汶汶上上330000名名师师一一流流学学府府再再深深造造

山山村村小小学学来来了了支支教教老老师师

李帅 山阳书院研究员
金乡县书协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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