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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地理·江西抚州东乡区

做好教育是一种责任，做强特色是一种追求。江西省抚州市
东乡区教育人在推进教育发展进程中，不甘停留在单一质量的提
升上，而是像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那样：“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
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他们通过广泛开辟第二课堂、学校特色
创建，让师生真正动起来，让校园真正活起来，让教育再次焕发生
命力。本期关注东乡区特色创建活动。

特色创建激活东乡教育
□□通讯员 李欢荣 何党辉

本报讯（记者 韩世文） 10月20日-21
日，陕西省义务教育立德树人“四新四大”
工作现场推进会在柞水县举办。此次推进
会旨在总结提炼“四新四大”活动开展两年
来涌现出的典型案例，总结成绩、交流经验、
表彰先进，提升其助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
展的有效性，同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来自
陕西省教育厅、省教科院、商洛市委和市政
府的领导，以及各市县教育局管理者、优秀
校长代表、高校基础教育研究专家等 300
余人共同就教育改革和发展问题进行观摩
研讨、展示交流。陕西省教育厅厅长王建
利、副厅长王海波出席推进会并讲话。

王建利要求，在党的十九大召开之际，
陕西省各级教育部门和中小学要把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进一
步提高思想认识和政治站位，把立德树人

“四新四大”工作作为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
进教育现代化、培养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的

重点工作，不断提高育人工作整体水平。他
强调，“四新四大”工作开展以来，立足德育
的整体性、系统性，凸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引领作用，引导学校以德育实践、课程
教学、文化育人、制度规范、家庭教育、榜样
示范等为关键载体，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落实立德树人工作体系、提高
义务教育质量等方面作出了很好的探索，发
挥了重要作用。下一步要继续深化和完善

“四新四大”的工作机制，要重点在强化立德
树人意识上有提升，在完善德育体系上下功
夫，在落实教育重点任务上加把力，在持续
深化“四新四大”工作上求实效。

王海波回顾总结了立德树人“四新四
大”工作进展情况和主要成果，安排部署了
下一阶段“四新四大”重点工作。他指出，

“四新四大”工作使全省义务教育阶段学
生、教师和学校面貌、校风学风、管理水平
等方面发生了明显变化，对深化全省基础

教育综合改革、提高义务教育质量发挥了
重要作用。全省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要
结合各地实际，在深化和提升“四新四大”
工作方面重点抓好六项工作。到2020年，
陕西省义务教育立德树人系统化落实机制
基本建立，“四新四大”工作在义务教育学
校全面实施、系统推进和深度融合，综合育
人水平进一步提升，义务教育整体质量显
著提高，具有陕西特色、陕西风格的义务教
育内涵发展新路子基本形成。

作为会议主场，柞水县落实“四新四
大”工作、推进素质教育发展的实践风采成
为会议的一大亮点。全体与会代表先后走
进柞水县四 4 所学校观摩，不管是高效课
堂的扎实推进、德育实践活动的广泛开展，
还是师生才艺的精彩呈现、生命状态的蓬
勃绽放，不管是学校社团、功能室育人价值
的显现，还是学校文化建设凝神聚魂的引
领，都让与会者津津乐道。随后，一场由柞

水县教育人自编自导的“四新四大”成果展
演在柞水中学大礼堂上演，由真实故事改
编的舞台表演，巧妙地将陕西省“四新四
大”要求融合其中，展示柞水素质教育的样
貌，感人至深。

柞水县县长崔孝栓以《聚焦“四新四
大”育人活动，探寻“立德树人”柞水路径》
为题向与会代表作经验介绍。来自渭南市
合阳县教育局、铜川市耀州区教体局、宝鸡
市第一中学、西安市灞桥区纺织城小学等
区县和学校负责人也先后分享经验。

据介绍，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
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陕西省教育厅
从2015年起，在全省义务教育阶段开展了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新
要求·大实践”、义务教育课堂教学改革“新
常态·大视导”、义务教育学校管理“新标
准·大规范”和学校文化建设“新体系·大构
建”等 4 项活动，概括为立德树人“四新四

大”活动。“新要求·大实践”活动要以德育
实践活动为载体，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教育的长效机制；“新常态·大视导”活动
要促进中小学课堂教学改革，聚焦学生发
展核心素养，通过视导活动积极探索有效
的课堂教学方法和途径；“新标准·大规范”
活动要落实《义务教育学校管理标准》，推
进标准化管理试点工作，促进现代学校制
度建设，规范办学行为；“新体系·大构建”
活动要重点推进学校文化建设的整体性、
继承性、创新性，推进义务教育阶段文化建
设示范学校的创建工作。2017年6月，陕
西省教育厅还专门召开了“陕西省立德树人

‘四新四大’活动的理论和实践研究”课题开
题会。

本次推进会上，陕西省教育厅还表彰
了省级德育先进集体和个人，认定了省级
义务教育学校文化建设示范学校，颁发了
省级义务教育阶段课程建设优秀成果奖。

陕西召开义务教育立德树人“四新四大”工作现场推进会

2020 年基本形成内涵发展新路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
死亦可生……”10 月 17 日下午第三节课，
江西省抚州市东乡二中戏曲活动室里，一
名学生正在教师指导下练习汤显祖名作

《牡丹亭》选段。她唱腔婉转缠绵，水袖轻
盈翻飞，举手投足间韵味十足。这是该校
戏曲社团活动的一个镜头，也是该区中小
学课外活动的一个缩影。

如今，漫步东乡区城乡中小学，到处
洋溢着教育的精彩：在东乡三中剪纸兴趣
班，学生手中的小剪刀灵巧翻飞，瞬间剪
出精美的图案；小璜小学的书法教室里，
学生们泼墨挥毫，俨然书法大家；东铜学
校象棋小组的学生们拱卒架炮，沉浸于楚
河汉界之中……

近年来，伴随东乡区教育质量的不
断提升，学生课业负担加重、体质下降，
素质教育“形式”大于内容等问题也逐渐
显现。2016 年 8 月，刚刚主持东乡区教
育工作的韩志鹏组织召开全局干部座谈
会，深入学校广泛开展调研，最终决定在
全区范围大力开展特色创建、开辟第二
课堂，让师生真正动起来，让校园真正活
起来。

“做好教育是一种责任，我们要为学校
负责，更要为孩子的健康成长、家庭的幸福
安宁、国家的持续发展负责。”韩志鹏说。
当区域教育发展的思路明确了，《关于在全
县教育系统开展特色创建活动的实施意
见》随即出台，明确要求各学校下午第三节
课开展兴趣小组、社团活动。

统计显示，截至目前，东乡区各中小学
已成立书法、美术、剪纸、经典诵读、球类、
棋类、非洲鼓、民族舞等各类兴趣小组、社
团1000余个，参与学生近7万人，参与率达
100%，呈现出学生兴趣浓、家长点赞多、教
师素质强的喜人局面。

“体育教师哪里去了”

“校长，体育教师哪里去了？”10 月 13
日下午第三节课，东乡区糖厂小学校长办
公室门口，一位机灵的学生探着脑袋问。
这是该校五年级（1）班学生小昆，他参加学
校足球兴趣小组，到了活动时间，体育教师
却还没去组织队员们开展训练，他迫不及
待就来向校长打听消息。当听说体育教师
临时有急事请假后，他说，“那今天不能训
练足球，我去参加别的活动了”。

小昆父母经商，家里生活没有规律，以
前经常不写作业、上课迟到、不守纪律，是
个令人头疼的学生。但自从参加学校足球
兴趣小组后，迅速成为“运动达人”，经常得
到体育教师的表扬，学习态度也有了很大
转变。

深入东乡区就会发现，自开展中小学
课外活动以来，广大学生积极性高涨。每
天下午第三节课，各中小学的田径场上、功
能室里，篮球、足球、乒乓球、合唱、舞蹈、美
术、书法、经典诵读、象棋、葫芦丝、文学社、
英语角等各类兴趣小组、社团组织活动开
展得如火如荼。

“开展课外活动，我们举双手赞成”

“以前下午上两节课，3点多钟就放学
了。我们在外做工，不能及时接孩子。孩
子自己回家又不放心。现在学校开展课外
活动，不仅方便家长接送，孩子也能学到本
领，我们举双手赞成。”东乡区北港小学四
年级学生李华的家长说。

开展课外活动以前，下午 3 点多在东
乡城区学校周围，经常可以看到家长聚在
一起聊天、打牌。他们午饭后送孩子上学，
一直等到孩子放学。现在学校课后开展各
种活动，在校时间延长了，家长可以回家休
息或做家务，到点再接孩子。

“我的孩子喜欢书法，以前在校外书法
培训机构报名学习，每学期学费 1000 多
元。现在，学校开展书法培训不用交学费，
给我们减轻了不少经济负担。而且教师水
平高，孩子学得可认真了。”东乡区荆公小
学五年级学生艾晓的家长说。

“书法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东乡是全国
书法之乡，不能把这个宝贝弄丢。”韩志鹏
在学校调研指导工作时强调。

据了解，东乡区开展课外活动以来，区
内各校外培训机构招生人数下降了近
60%，家长仅此一项就节省开支 2000 多
元。学生在校参加课外活动，延迟了放学
时间，既减轻了学生学习负担，也减轻了家
长的经济负担。因此，此项活动一开展，就
有许多家长在微信群中点赞。

“我们的能力也得到了提升”

“第一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
四……”10 月 12 日下午课外活动时间，东
乡区东磷学校四年级（1）班学生在班主任
饶俊峰有节奏的口令声中，整齐地将手指
弯曲、伸直，旋转手腕。这是他们在练习饶
老师创编的手指操。饶俊峰能歌善舞，虽
然教语文，但自学校开展课外活动以来，他
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独创了一项特殊的
社团节目：手指操。手指操不仅能锻炼学

生手、眼、脑的协调配合能力，还能锻炼大
脑思维能力。

《礼记·学记》曰“教学相长”。东乡区
开展课外活动以来，各学校根据每位教师
的特长，分别安排教学相应的兴趣小组。
教师们为上好兴趣小组的课，提前认真备
课，不知不觉中教师也得到了成长。教师
陈清平荣获“全国中小学优秀德育工作者、
全国模范教师”称号；2017 年 5 月，教师吴
华平在“语文素养”教学比赛中分别荣获
省、市一等奖。

“农村小学也有自己的特色”

东乡区有省级书法协会会员 2 人，
市、县级书法协会会员 9 人。小璜小学充
分发挥这些会员的书法特长，聘请他们担
任学校的专职或兼职书法教师，积极创建
书法教育特色学校。学校倡导“每人会写
毛笔字，每天练字半小时”，在各班每周开
设两节书法课，规定每天课前 10 分钟为
师生综合必修书法时间；每周安排 4 节
课，对全校教师进行“三笔（粉笔、钢笔、毛
笔）字”书写培训；坚持每班每周在教室墙
报展示汉字书写规范优秀作品，每月举办
一期全校性学生书法作品展，每期展出作
品50余件。

活动开展以来，师生的书法水平明显
提高，学生规范书写汉字意识进一步增强，
在省、市、区学生书法比赛中，学生多次获
奖，小璜小学也被评为“抚州市首批规范汉
字书写特色教育学校”。

近日，东乡区书法学校特色创建现场
会在该校成功召开；学校书法特色教育初
具规模，获得了家长和社会的广泛赞誉。

此外，东乡区还把书法教育作为特色
教学在全区铺开，中小学开设书法课，书法
教材由区教育局统一选订，并将书法教学
效果列入学校素质教育考核目标，与音、
体、美等学科同等考评。聘请全国著名书
法家杜思吾举办书法培训班，培训全区书
法教师 170 余人，确保所有学校配备专职
教师；同时组织省内外颇具影响力的东乡
本土书法家20余人，定期巡回到全区各中
小学指导书法教学和书法创作。“中国书法
之乡”品牌正在东乡越唱越响。

“特色办学不只是城市学校的专利，我
们农村小学也有自己的特色。”小璜小学
书法教师乐金堂表示。

像小璜小学这样结合自身优势、充分
挖掘本地资源、打造特色教育的学校在东
乡比比皆是，如实验中学的“崇文兴武”、珀
玕小学的“红廉文化”、黎圩小学的“经典诵
读”、东铜学校的“快乐篮球”等，办学特色
越来越鲜明。

“在这里，我看到了许多教育秘密”

东乡三中是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近
年来，该校在习惯养成教育、课堂教学改
革、留守儿童管理、校园文化建设等各项工
作中积极尝试，努力探索，成绩斐然，先后
荣获“首届全国文明校园”“江西省绿色学
校”等省市区荣誉 50余项；省内外 40多个
市县（区）的教育主管部门、学校组团前往
参观学习；多家媒体报道了该校办学特色。

今年 6月 22日，在“迎接十九大，教育
看变化”采风活动中，由人民日报、新华社、
光明日报等 15 家中央新闻媒体组成的采
访团深入东乡三中，对该校“校中建家”“学
生习惯养成教育”等特色亮点工作进行
报道。

活动中，记者们与留守学生、家长、教
师进行亲密接触，深入挖掘学校关爱留守
儿童、培养学生良好学习生活习惯过程中
最原汁原味的故事。

七年级学生张建标 9 岁时，父母遇车
祸双双身亡。他小学时学习、生活习惯较
差，成绩很不理想。转入东乡三中就读后
享受到“家庭”的温暖，进步很大。七年级
第一学期，他在习惯养成教育“星级评定”
活动中荣获6颗星，期末成绩大幅度提升，
被评为“进步之星”。

张建标的故事令记者十分感动，认为
“校中建家”留守儿童管理模式给学生带来
长远影响，这样的教育才是有高度的教
育。如今，东乡三中的“校中建家”留守儿
童管理模式已在该区全面推广，留守儿童
在学校也能享受到家庭般的温暖，身心得
到健康成长。

创建学校特色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但东乡区各学校却通过转变办学理念、
结合学校实际、挖掘学校资源、强化师资
队伍、创新教学思路、开展“校本教研”、
开发“校本教材”、开辟第二课堂、打造校
园文化等方式，大力推进“一校一品”建
设，走出一条令人耳目一新的特色学校
创建之路。

东乡区北港小学开展女子篮球运动东乡区北港小学开展女子篮球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