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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刊教育

本报讯（记者 莫青）近日，西宁市第七届
小荷作文落下帷幕。省城多名中小学生收获
写作的快乐和荣誉。

小荷作文大赛迄今为止已成功举办七届，
由青海省作家协会、西宁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
员会、西宁市民办教育协会主办，由青海省青
少年作家培养基地承办的面向西宁市的大型
作文比赛，是目前西宁市规模较大，影响人数
较多的大型作文赛事，累计影响人数超过 12
万人次，今年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县城所在地
小学参赛。

本次大赛从 2019 年 9 月份开始，历时 3 个
多月，西宁市共 34 所学校参赛，大通县共 5 所
学校参赛，经各校初赛推荐稿件 10584 份参加
评选，经小荷作文大赛组委会评委评审，特邀
资深专家审核，层层严格筛选，产生金奖 385
名，银奖 765 名，铜奖 1150 名。4000 余名同学
获得优秀奖，本次大赛得奖率为 59.9%。同时
为了鼓励作文教学工作，大赛还特别推选出优
秀指导教师 55 名，优秀组织单位 6 家，优秀学
校 18所。

本报讯（记者 莫青）12月 16日
至 24日，城西区教育局、湟源县教育
局共同研究，安排池汉、东峡、寺寨、
回小、二中等 14所学校与城西区各
校观摩交流，提升教育教学管理。

在这次观摩交流中，两地学校
以“总结经验，互相学习，明确思
路，开创工作新局面”为目标，从坚
持党对学校工作的全面领导，提升
依法科学管理学校能力，建立实施
学校民主管理制度，营造健康向上
学校文化，保障儿童入学构建和谐
家校社区关系，加强集团化办学工
作，关心教师、科学评价教师，提高
教师教学能力，促进教师专业发
展，提升学生道德品质，建设科学
的课程体系，重视发展性学习，培
养学生生活本领，增进学生身心健
康，学校安全、总务后勤工作等 17

个方面深入交流和探讨。
“办好一所学校必须强化党对

教育工作的领导，始终把抓好党建
作为办学治校的基本功，把党的教
育方针全面贯彻到学校工作各方
面。抓好教育教学管理必须遵循
教育规律，坚持改革创新，坚定教
师理想信念，提高教师能力。办好
人民满意的学校，必须让每个孩子
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让
每个孩子都有人生出彩机会。”观
摩交流后两地学校领导都有这样
的感受。

集团化办学是推进城乡教育一
体化，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重
要举措。在集团化办学工作中，学
校之间合作交流很有必要，通过交
流学习，经验借鉴，优势互补，是推
进工作有效途径。

本报讯（记者 莫青）日前，西宁
市虎台中学教育集团举行 2020 届
中考动员大会，为 2020 届中考学科
备考提供了宝贵的学科备考思路。

会议中，虎台中学教学处主任
以数据为依据对 2019 年虎台中学
中考成绩比对、分析、总结，并从成
绩差异、日常管理中查找上届毕业
年级存在的问题，给新一届九年级
进一步改进教学、促进成绩提升提
供了有效教学建议。

之后，8 位 2019 届备课组优秀
教师结合备课组“加强课堂教学管
理，切实提高课堂效率，研究考试的
动态，重视习惯的培养，加强学科建

设，发挥团队精神”作了备考经验分
享交流，为 2020 届中考学科备考提
供思路。

2019届年级长胡建华老师谈到
对备考的建议：“备考制订详细的班
级管理计划，未雨绸缪；对学生的管
理要突出细和实；合理利用‘每日教
研二十分’加强教学研究、实现共同
提升。”

此次总结动员会，集团两届毕
业班教师在分享交流中更好地树立
了责任意识，为 2020 届全体教师携
手并进备战中考提供了更加科学的
策略及指导，为集团校再次取得优
异的成绩打下良好的基础。

本报讯（记者 莫青 通讯员 王祥奎）12月
17 日，西宁市南山路小学一场别开生面的国
防知识讲座开讲。

讲座现场，学校德育主任以《说说英雄》为
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生动的案例让学生们
充分了解了革命先辈舍身忘死、不怕牺牲的动
人事迹，教育引导学生们要珍爱生命、珍惜时
光，增强自身思想道德观念和爱国意识。

为使国防教育取得实效，南山路小学于
1999 年申请市级调研课题以来，在此基础上，

经过不断总结完善、补充提高、拓展延伸，并融
入到校园文化建设课题中，继而成功申请为全
国德育调研课题中，并于 2014 年顺利结题，
2018年，小学国防教育课程开发与实践的研究
课题被纳入青海省“十三五”规划课题中。至
今己有三万多名学生接受国防教育。

自少年军校创办以来，西宁市南山路小学
先后荣膺“全国先进少年军校”“全国爱国主义
教育示范校”“全国国防教育示范校”“全国国
防教育特色校”等多项荣誉称号。

城西区集团化办学开创新局面

虎台中学教育集团举行中考动员大会

西宁市第七届小荷作文大赛闭幕

西宁市南山路小学打造少年军校

本报讯（记者 莫青）12 月 16
日，西宁城市职业技术学院“人才
小高地”建设启动，“人才小高地”
的建设将汇聚职教专家、行业企业
精英，凝聚校企高端资源，共育职
教特色典型成果。

学 院 通 过 引 进 贤 能 ，求 智 借
力，汇聚省内外 20个院校（所）和 29
个企业行业的职业教育顶尖专家、
知名教授、行家里手、技能大师、文
化名家等 75名专家，为全面提升师
资能力，加快推进学院内涵发展提
供强大的智力支持和保障。

学院将依托“人才小高地”优
质平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牢
固树立人才优先发展理念，大力
实 施“ 人 才 强 教 ”“ 人 才 强 校 ”战
略，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务实有力
的举措，努力造就一支师德高尚、
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
高素质干部和专业化教师队伍，
坚持修德立身、精艺立业，为奋力
打 造 绿 色 发 展 技 能 人 才 培 养 基
地，为建设公园城市、绿色发展样
板城市和新时代幸福西宁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西宁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人才小高地”建设工程启动

本报讯（记者 张娜）12月 20日，西宁市第
十一中学教育集团优秀教师代表来到湟中大
才回族乡中心学校，开展 2018-2019学年以“不
忘教育初心、牢记育人使命”为主题的优秀教
师表彰。共计 34 名“优秀教师”、9 名“先进教
育工作者”受表彰。

近两年来，西宁市第十一中学教育集团在
“均衡 公平 合作 共育”的办学精神引导下，
不断探索城乡教育途径，努力为集团办学谋发
展、探路子。“童心教育”“红花引领”“七彩课
堂”“凤凰追梦”、送教下乡、学科教研、课外研
学等工作的开展，对集团学校的学风、教风的

转变起到了积极作用。2019 年大才回族乡中
心学校的成绩逐年稳步提升，首次进入了湟中
中游位置，荣获“中考目标完成奖”；小学抽考
成绩在湟中小学质量调研测试中授予“质量提
升奖”，六年级品社获得“抽考进步奖”，得到家
长、学校、社会三层面的一致好评。

总校校长康青民说：“表彰就是为了选先
进、树典型，进一步激发集团广大教师的工作
积极性，为推进集团的纵深发展，为促进城乡
的教育共进，为集团的美好明天再接再厉！”最
后，他还代表理事会全体成员向集团人送上健
康、平安的新春祝福。

西宁市第十一中学教育集团表彰优秀教师

12 月 17 日 ，西 宁 市
劳动路小学联合西宁市
城中区红十字会举行防
震应急疏散演练活动，加
强学校安全工作，培养全
校师生在突发性灾难发
生时掌握逃生及应对技
能，提高师生自救互救的
能力。

本报记者 莫青 摄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了《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 进一
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
（下称《意见》）。文件从提高认识统筹规
范督察检查评比考核事项、社会事务进校
园、精简相关报表填写工作、抽调借用中
小学教师事宜，以及加强组织领导多个方
面提出 20项务实举措。

“当我看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我都快
流泪了，我们终于可以从无关教育教学
的繁杂事务中脱身了。”“很暖心，每一
条都说到了我们一线教师的心里。”“希
望省上的政策能尽快印发，让我们能安
心从教。”《意见》一发布就引起了我省
中小学教师的强烈反响，被访教师吐槽
了过去一年做的那些无关教育教学的事
务，教师们都很期待政策的落地实施。

现状：总要大手拉小手，不知“小手”
多疲惫

省城一名小学校长坦言：“现在不论什

么活动都要来大手拉小手，都和学校有
关。其实，学校、老师还有孩子们真的是
很累，也很厌烦。就拿前不久的双拥活动
来说，我调查了学校的孩子，没有一名孩
子是军人家庭，孩子们也不愿意听这些枯
燥的东西。其实，在我们的国防教育中也
都有涉及双拥工作的知识，可是，现在又
要搞专题专项的活动。‘小手’们苦不堪
言，还要占用老师们的上课时间来做这项
工作。”

“最头疼的是各类活动进校园，有的活
动给小学生讲，真是一头雾水。老师讲得
费劲，孩子们也没听懂什么，还要有专项
汇报材料。”这也是省城一名小学校长吐
槽“大手拉小手”的活动。“其实，我们的文
明校园教育、传统文化教育已经在潜移默
化中教给孩子们，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
人的道理，比如，勿以恶小而为之的道理
等等。”

也有学校管理者分析，现在所有的活

动都要牵扯到学校，“可能是因为学校团
体好管理，活动好开展，总是想大手拉小
手，可是孩子们愿不愿意拉，老师的教学
过程有没有这项内容，都被忽略了。”

迎接材料、在线答题、各类表格，并称
三大难

在一份问卷调查中，教师最厌烦的无
关教育教学的工作位居前列的是迎检材
料、在线答题和各类表格的填写。“很多检
查和考核其实内容都是重复的，比如未成
工作和文明创建工作中基本上涵盖了学校
工作的很多方面，然后又会有很多分项的
专项督察，又得把其中的很多内容拆出来，
重新拼接到一起。年底，我要被埋进材料
堆里了。”省城中学中层管理者吐槽。

“每天的网络学习和答题占据了我所
有的课余时间。也不知道答这些无关紧
要的题对教育教学有什么作用。以前，我
们的工作就是教学生、管学生，哪里有这
么多的杂事。这样的环境是不利于教师

执教研学的。”一名从事教育工作 30 年的
老教师说。

期待：我省相关减负政策尽快落地实施
当中小学教师最全减负清单到来时，

我省中小学校和一线教师都在期待我省
的政策尽快落地实施。“从国家层面关注
教师额外负担，让我们教育工作者倍感温
暖。我们希望政策都全部落实到教师、学
校，还学校一片安静的教育教学环境，让
我们教育工作者安心、精心从教。”这也是
我省教师们的心声。

记者也从教育部门了解到，目前，我省
教育部门也正在多方调研，制定我省教师
减负的政策细则。

总爱大手拉小手，不知“小手”有多累
本报记者 莫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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