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月 13 日是第 25 个 “国际减灾日 ”，山东
省枣庄市公安局市中分局民警走进校园 ， 为学
生上防震避险、火灾逃生等方面知识的安全课 ，
强化学生的安全意识，提高避险自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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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教育周刊》
自第一批特岗

教师来到山西省平
陆县，5年来， 他们
默默地坚守在这个
偏僻的山区， 为平
陆教育的发展奉献
着汗水与青春。

4-5 版

《现代课堂周刊》
出 示 学 习 目

标是新课改背景
下课堂教学的重
要环节，学习目标
如何做到具体、明
确？ 请看本期现代
课堂周刊。

6-7 版

《教师生活周刊》
做一个母语

的朝圣者 ， 坚守
着 对 母 语 的 虔
诚 ， 让我们走近
《煮 字 为 药 》，体
会徐国能化不开
的母语情结。

8-9 版

《教育家周刊》
习惯的培养

非常重要，我们应
该找到儿童最根
本的“元习惯”，把
他们培养成终身
学习者。

10-11 版

《课改研究周刊》
美国基础教

育夏季卓越领导
峰会上，来自中国
的参会者与美国
基础教育领导者
面对面，围绕焦点
话题展开了对话。

12-13版

《教师成长周刊》
视觉障碍没

能带走他们对生
活的热爱，对梦想
的追逐。 他们说，
是老师张龙，为他
们无光的世界带
来了光明。

14-15 版

5 年前， 来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打工
的闫美琴为大儿子上小学的事操碎了心，
几番周折之后，才终于上了李家庄小学。可
当她满心喜悦带着孩子来这所农村小学报
到时，心里又凉了半截。 “我想起了我们老
家山沟沟的学校， 尤其是操场上的那个老
戏台。虽说咱是个打工的，让孩子有个学上
已经不错了，但是来这里，我这做妈的心里
边还是有些不情愿。 ”

“也不怪家长们不满意，我们这所小学
1930 年就有了，你要是那几年来看 ，可能
有回到过去的错觉。 ” 校长郑龙生自我解
嘲，“那时候， 本村的村民宁愿把孩子送到
市里人满为患的学校去， 也不愿来自己村
里的学校，我这当校长的在村里走路，腰板
都挺不直。 ”

而仅仅 3 年光景， 这所原本看起来像
上世纪 30 年代的学校，便奇迹般地“穿越”
到了 21 世纪。 这不仅让当了 15 年校长的
郑龙生又能 “挺起腰板在村里走路了”，而
且也让学生和家长赞许有加。

今年， 闫美琴把小儿子也送到了李家

庄小学。当她牵着两个儿子的手，穿过崭新
的塑胶操场，进入楼堂明亮、设施先进的教
学楼时， 满意溢于言表：“我家老二比老大
有福气。 我已经张罗好几个打工的老乡也
把孩子送到这儿， 谁不想孩子来这样的学
校呢？ ”

其实， 闫美琴多虑了。 在如今的小店
区，地不分城市与乡村，人不论外来或本土，
都可以享受到令人满意的优质教育资源。

而这都要归功于小店区近年来着力推
进的教育均衡发展促进工程。

“大投入”实现“硬均衡”

从外表上看， 李家庄小学和周边的建
筑物并不协调， 气派的教学楼和簇新的塑
胶操场， 让人不敢相信这里只是一所普通
的农村小学。 而教室里，交互式电子白板、
“班班通” 等现代化教学设备一应俱全，师
生在课堂上熟练操作着这些设备， 显然它
们已经成为李家庄小学师生日常教学中不
可或缺的工具。

“在小店区，几乎所有的小学都已经像
李家庄小学这样进行了标准化配备。 ”小店
区教育局局长梁根会介绍说，“我们采取的
原则是不论学校大小、远近，都统一高标准
配备。 ”

事实是，从 2010 年到 2013 年，小店区
教育财政投入达 16.8 亿元，而且每年都以
30%的速度增长， 远远高于全区经济增长
速度。

小店区自启动教育均衡发展促进工程
之始，首先在大力改善办学条件方面发力，
力求以 “大投入” 实现中小学办学条件的
“硬均衡”。自 2008 年启动“百校兴学”工程
以来，小店区先后对 46 所中小学进行了新
建扩建或加固改造建设，总投资近 6 亿元，
在全区彻底消除了 D 级校舍危房，极大地
改善了办学条件。

在教育教学设施配备方面， 小店区政
府从 2011 年起将义务教育标准化建设列
入全区为群众办的十件实事之一。 “我们每
年至少拿出 4000 万元用于义务教育标准
化建设。 现在已累计投入 1.3 亿元，先后有

75 所中小学校接受了市教育局标准化学
校评估验收， 全区 93%的中小学达到标准
化学校要求。 ”副区长阎美蓉介绍。

正是由于这些措施， 使得像李家庄小
学这样的农村学校，重新焕发了新的活力。

值得一提的是， 在大力推进基础建设
的同时， 小店区政府也没有忽视事关学生
成长的“小事”。

从 2012 年，政府投资 300 万元，改造
5 个街道（乡、镇）的 8 所初中学校食堂，为
师生提供整洁、舒适的就餐环境。全区所有
农村寄宿制学校食堂全部达到标准化，受
益学生 6000 余人。

来到刘家堡乡一中的标准化食堂，“干
净”是这个现代化食堂给人的第一印象。玻
璃钢一体化餐桌干净整齐， 大理石地面一
尘不染， 后厨的操作间、 储藏间等整齐有
序， 餐具消毒设备一应俱全。 校长焦殿云
说：“现在师生在新食堂用餐，感觉很舒心、
很温馨，这是区里给我们办的实事、好事。 ”
学生马茹说：“以前， 在食堂吃饭是一件让
人发愁的事情，大家挤在小食堂里站着吃，

很不舒服。 现在不一样了，食堂宽敞舒适，
卫生条件也好了。 ”学生马炎萍补充说：“现
在饭菜质量也提高了不少， 每餐有八九个
热菜，荤素搭配很可口，而且每人 6 元，经
济实惠。 ”

学校硬件的改善，让学生、家长和教师
都感觉到了幸福。 2010 年大学毕业就到李
家庄小学任教的刘俊瑾表示，刚来的时候，
看到学校校舍又破又旧，觉得很沮丧；现在
办学条件好了，学生精神面貌也不一样了，
在这里更能够感受到当教师的幸福。

“好老师”是这样炼成的

现在 ， 小店区的教师想不出去都不
行了。

从 2012 年起， 每一个教师几乎每年
都要远赴北京 、上海或东北 ，到著名的师
范大学去研修一次，时间从一两个星期到
月余不等。 这是小店区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的结果。

（下转 2 版）

小店：教育均衡惠泽每一个人
择校、择班、乱收费、农村学校生源流失、城市学校超大班额……这些视为教育沉疴的问题在很多地方都能遇到，但在近几年的太原市小店区，这些教育乱象却有了明确的改

善：城乡学校差距越来越小，薄弱校的活力被充分激发，教育局连年在行风评议中名列前茅……

□ 史文魁 李 鹏

教育部划出高校教师“红七条”
本报讯 日前，教育部制定出台了《关

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
见》。强调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
高校师德建设，遵循高校师德建设规律，着
眼长远，将高校师德建设全面推向规范化、
制度化、法制化轨道。同时重点解决当前高
校师德突出问题， 培育高校教师高尚道德
情操，促进高校师德建设迈向新的台阶。

《意见 》提出建立健全教育 、宣传 、考
核、监督、激励和惩处相结合的高校师德建
设六大长效机制。一是创新师德教育，引导
教师树立崇高理想。二是加强师德宣传，培
育重德养德良好风尚。三是健全师德考核，
促进教师提高自身修养。 将师德考核作为
高校教师考核的重要内容。 考核结果存入
教师档案。 师德考核不合格者年度考核应
评定为不合格，并在教师职务（职称）评审、
岗位聘用、评优奖励等环节实行一票否决。
四是强化师德监督， 有效防止师德失范行
为。 将师德建设作为高校教育质量督导评
估重要内容。构建高校、教师、学生、家长和
社会多方参与的师德监督体系。 五是注重
师德激励，引导教师提升精神境界。将师德
表现作为教师评先评优的首要条件。 在同
等条件下， 师德表现突出的， 在教师职务
（职称）晋升和岗位聘用，研究生导师遴选，
骨干教师、 学科带头人和学科领军人物选
培，各类高层次人才及资深教授、荣誉教授
等评选中优先考虑。六是严格师德惩处，发
挥制度规范约束作用。 建立健全高校教师
违反师德行为的惩处机制。

《意见 》还划出对高校教师具有警示
教育意义的师德禁行行为 “红七条 ”，即 ：
损害国家利益，损害学生和学校合法权益
的行为；在教育教学活动中有违背党的路
线方针政策的言行；在科研工作中弄虚作
假、抄袭剽窃、篡改侵吞他人学术成果、违
规使用科研经费以及滥用学术资源和学
术影响；影响正常教育教学工作的兼职兼
薪行为；在招生 、考试 、学生推优 、保研等
工作中徇私舞弊；索要或收受学生及家长
的礼品 、礼金 、有价证券 、支付凭证等财
物；对学生实施性骚扰或与学生发生不正
当关系；其他违反高校教师职业道德的行
为。 高校教师有违反“红七条”情形的，依
法依规分别给予相应处分 。 建立问责机
制，对教师严重违反师德行为造成不良影
响或严重后果的，追究高校主要负责人的
责任。

《意见》特别强调，高校教师是高等学
校办学的主体，也是师德建设的主体，要加
强师德建设的自觉性。对此，教育部教师工
作司负责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认为， 只有
高校教师的主体权益得到保障， 切实落实
和尊重教师在高校办学中的主体地位，才
能激发教师的主人翁精神， 增强教师的责
任感和使命感， 促进教师自觉地将他律转
化为自律，自觉捍卫职业尊严，珍惜教师声
誉，提升师德境界。 （康丽）

“我‘侦察’了新余、九江很多学校，感
觉这所学校是最为孩子着想的。 ”家长黄
川冰对记者说，而一旦有了想法，她做了
一个更为疯狂的决定： 放弃在九江的工
作，把儿子的户口也迁到了新余。 “事实证
明，我的选择非常正确，孩子来到这里，阳
光自信，非常喜欢上学。 ”

有这种感受的不仅黄川冰一个人。 “孩
子学习比原来更主动、自觉了。 ”“以前孩子
什么都不敢跟我说，现在特别开朗、大方。 ”
家长付秋芳甚至专业地总结道：“从填鸭式
教育到启发式教育，这里的学校不一样。 ”

渝水二小，隐藏在江西省新余市渝水
区曲折的小巷深处，校舍不算豪华，配备
不算最好，但却在近几年“名声在外”，不
仅赢得了当地百姓的交口称赞，甚至吸引
了许多外市家长。 原因何在？

校长李霞给出答案：“一切只因课改。
把讲堂变学堂，把课堂还给学生，我们要
把学校建设成学生‘身心自由、管理自主、
成长自然’的‘大氧吧’。 ”

为此，李霞专门在学校入口的小楼墙
壁上绘制了一幅特别的作品：满面墙壁都
是展翅高飞的小白鸽，充满了蓬勃的生机
和生命的张力。

“这是学校的教育图腾，孩子们就是

这些小白鸽，当你看到他们自由飞翔的时
候，你从心底里感到振奋。 ”李霞说。

打破传统，让身心获得自由

传统教育 “高墙 ”林立 ，而课改寻求
的，正是在体制内的自我突围。

作为一所 50 余年历史的城区老校，
渝水二小同样面临着如何突围的挣扎。

2011 年，李霞通过竞聘，当上了这所
老学校的新校长，她希望能在这所学校实
现自己的教育理想：让学生作为一个个体
的“人”，学会学习，学会创造。

有没有一种教学改革直面学生的“个
体存在”？

赴福建、到湖南，上山东、下广东，渝水
二小到课改前沿阵地带着疑问去观摩，带
着思考去探究，且行且收获；集中培训、座
谈讨论，边学习边思考、边摸索边改进……
一张清晰的课改线路图徐徐展开，“构建 3z
氧吧课堂”的构想由此诞生。

所谓“氧吧”，就是要在课堂上创设宽
松而愉悦的教学氛围， 所谓 “3z”， 就是
“（心灵的）自由、（管理的）自主、（成长的）
自然”。 李霞特别强调说，渝水二小的“氧
吧课堂”不是概念化的课堂模式，而是一

个完整的教育概念，其核心要素是“开放”
和“解放”，根本目的是创造自由、自主、自
然的学习场，促进学生个体生命的成长。

在氧吧课堂里，教师不是“讲师”，而是
一个为学生学习提供方便的人。 学校鼓励
教师实行“三个打破”，只要是方便学生学
习，教师可以打破对教材的依赖，对其进行
删减或重组； 可以打破教室对学生学习行
为的禁锢，开展“1 加 N 班同步交流学习”
或室外实践活动；可以打破“40 分钟”的束
缚，对课时进行压缩或者适度延伸。

打破传统，总会让人收获惊喜。 教师
角色的准确定位，促进了氧吧课堂从关注
课堂改革到关注课程改革的“自然升级”。

盛冬莲、丁艳，学校语文课改的“两朵金
花”。她们从方便学生学习的角度出发，对语
文教材进行删减和跨越学习单元的重组，并
结合校情、学情引进了课外阅读教材。这样，
既让语文课堂成为激励学生快乐阅读、唤醒
学生阅读兴趣的学习场，又在不经意间实施
了“国家课程校本化”的目标。

赖圆珠，既是学校语文教师，又是学
校科学教师。 在跨学科的教学实践中，他
融会贯通，把科学教育的创造精神培养植
入语文学科教学 ， 使学校特色教育品
牌———科教特色在课堂教学中落下了根，

推动了“校本课程特色化”进程。 “打破条
条框框的限制， 才能释放师生创造的能
量。 在我们的氧吧课堂里，教师创造性地
组合教材，自主安排长短课时和课堂教学
活动，学生自由地表达，自信地展示，形成
了师生自由挥洒、神采飞扬的课堂生态。 ”
说起学校对课改的“创造”，醉心于“创造
教育”研究的赖圆珠说。

责任教育，让童心轻舞飞扬

渝水二小的教育是有主题的教育，它
的主题锁定于“责任”。

“让学生对未来负责，对学生的未来
负责”、“责任，助我从成功走向卓越”……
在渝水二小的校园里，责任教育融入了校
园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之中，每一个
景观都与责任文化有关，都是责任文化的
诠释和呈现。

李霞向记者介绍说，学校有个很朴素
的办学目标———培养有责任感的人。他们
把“人”的培养的重心放在人格中最基本
最核心的部分———“责任”二字上，让孩子
们突破“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羁绊，舒
展童心，放飞梦想，成就自我。

（下转 2 版）

政策直通车

渝水二小：做没有“篱笆”的教育
□ 本报记者 康 丽 周书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