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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又一一批批新新校校建建成成，，金金乡乡教教育育呈呈现现新新气气象象
解决“大班额”踏实有力，教育均衡发展谱新章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通讯员 张恒宇 记者 姬生辉

伴随着解决“大班额”任务，2017年暑假过后，在金乡，香城、春城、书院附小等一批新校名“应运
而生”，改变了在校名史上多年来形成的实验、附小、中心“一统天下”现象。进入2019年，万福、致远、
金山等学校名称进入大众视野，金乡教育也随之呈现出更具活力的新气象。近年来，金乡县在解决

“大班额”问题上走得踏实而有力，人们对金乡教育的关注度都在持续攀升。开学一个多月了，今年的
这些新启用学校怎么样了？有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在硬件设施配备完成的情况下，软实力可否经得起
人民的检验？近日，记者走访了金乡县万福小学、致远实验学校、金山实验学校这三个新校。

金乡县万福小学
古万福河畔，新时代焕发新生机

金乡县万福小学位于金乡县
万福河南岸，新汽车站北(文化路
西侧，中华路南侧，锦绣路北侧)，
占地面积约40亩，建筑面积17600
平方米。规划规模小学24个班、幼
儿园6个班，建有综合楼、宿舍、餐
厅、小学部教学楼、幼儿园教学
楼、标准塑胶操场、停车场等配套
设施。是一所以实施义务教育为
主的民办公助性质的学校，归属
金乡县学院附小教育集团统一管
理。目前，一期工程已经竣工，二
期工程正在紧张施工当中。要说
万福这个名字的来历，还有一段
历史。

金乡属黄泛区，地容地貌深
受黄河冲积的影响。公元前132
年，黄河在瓠(hù)子口(河南濮
阳)决堤，汉武帝亲临指挥堵塞了
瓠子口，并有“宣防塞兮万福来”
的诗句庆贺，金乡的万福河由此
而得名。承载着古济水神韵的万
福之河，孕育了两岸勤劳智慧的
人民，千百年来一直作为“川神”
受到历朝历代的封禅和朝拜，前
人称她为“万福之源”。

万福万福，万民之福，解决
“大班额”、惠及民生，万福小学让
古老的万福河在新时代又焕发了
新的生机。2019年9月2日，万福小
学如期开学，朗朗的读书声和着
老师们的淳淳教导，在新学期如
期上演。目前，该校在校学生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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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0日，记者来到了金乡县
万福小学，高大的拱形门为简欧
造型设计，红白相间的柱子在两
端相映挺立，正上方有金乡县教
体局李英渠局长题写的校名，可
谓古韵、新貌交相呼应，煞是壮
观。一期工程完工后，二期建设依
然在紧张施工当中。记者进入几
个教室了解情况，一年级的孩子
们正在挺身做好，认真书写，二年
级的孩子们正在老师的指引下用

标准的普通话诵读课文，办公室
里，老师们正在认真的备课，一切
井然有序的样子，很是温馨。“学
校本着发展有蓝图、工作有规划、
师生有发展、事事有着落的工作
思路，努力打造人民满意、领导放
心、学生向往的学校。”金乡学院
附小教育集团总校长张为灿这样
告诉记者。“学校秉承附小集团

‘和教善育、立德树人’的教育理
念，坚持‘以人为本、张扬个性、全
面发展、终身奠基’的办学宗旨，
建立制度化与人文化相结合的管
理机制，树立高质量、高品位的发
展理念，全面落实素质教育要
求。”万福小学校长杨卫国这样
说。

金乡县致远实验学校
教研加社团，助孩子全面均衡发展

金乡县致远实验学校是一所
义务教育为主的合作办学学校，
位于奎星路西、凯盛大道北，总规
模为84个教学班，包括幼儿园、小
学、初中三个学段。目前，该校一
期建设工程已经全面完成，16个
教学班的400多名学生已经正常
在该校开始了学习活动。

为保障师生全面、科学发展，
年轻的致远实验学校创设了“1+1
+1”教研模式。模式中第一个“1”
为每天抽出一节课(40分钟)，进
行一次本年级各教研组分组教研
活动；第二个“1”为一周(月)进行
一次本学科跨年级教研活动；第
三个“1”为一个月(半学期)进行
一次全校性的跨学科教研活动
(示范课+专家点评+专家讲座或

联合教研等)。教研活动以公开课
为主要载体，模式灵活、形式多
样。其中，《金乡县致远实验学校

“校级公开观摩课”活动实施方
案》中对公开课的具体目标、活动
要求、实施流程、奖励机制等都做
了明确界定，伴之而生的《公开观
摩课安排表》《教师公开课评分
表》《督查检查表》等也让整体教
研活动更加规范了，老师们纷纷
表示，在学校里成长很快。

近年来，山东省金乡县为推
动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大力推
进素质教育改革，多渠道开齐开
全艺术课程，选优配强艺术师资，
引领孩子们向善、向美、向真、全
面发展。精选出师资优势明显的
五个项目作为突破口，全力打造

县域艺术教育品牌。通过深入开
展“京剧进校园”“地方非物质文
化遗产进校园”“书画进课堂”等
一系列活动，经过近几年的努力，
逐步形成了校园京剧、地方戏曲、
书法、陶艺、围棋等享誉鲁西南的

“五大艺术教育品牌”，形成了独
具特色的“金乡模式”。“五大品
牌”的成功打造，赢得了学生、家
长和社会对金乡教育的认可和高
度赞赏。作为在“大班额”任务完
成后进一步强本固基而建设的新
校，致远实验学校在继承金乡教
育优良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阔步
前行，将社团活动进一步优化、扩
大。每天下午课外活动时间段的
走班教学，高雅的开张了。据了
解，学校在开设传统的舞蹈、国
画、儿童画、手工、素描、围棋、象
棋、硬笔书法、机器人等金乡素质
教育传统科目以外，在下午课后
活动时间段中，又将声乐、钢琴、
电子琴、二胡、葫芦丝、琵琶、古筝
等科目切实开展起来。

学校负责人表示，在下一步的
发展中，学校将继续完善涵盖有语
言、乐器、体育、舞蹈、美术、非遗等
六大类几十个社团课程，让孩子们
在活动中培养兴趣，陶冶情操，开
阔视野，锻炼能力。丰富多彩的社
团活动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营造
了浓厚的校园艺术氛围。孩子们表
示，在这里学习、生活得很开心。

金山县实验学校

军事化管理

促学子养成良好习惯

金乡县金山实验
学校是以义务教育为
主的非营利性民办公
助现代化示范学校，位
于金乡县金山公园北
侧，规模容量为84个教
学班，目前，该校一期
建设工程已经全面完
成，2019年9月2日，小
学至初中阶段的21个
教学班近700名学生入
驻新校。记者于国庆假
期过后来到此校，了解
到该校的办学宗旨为
实施精诚教育，注重培
养孩子的良好习惯与
挖掘广泛兴趣、铸就优
良品质，争取把学生塑
造成具有家国情怀、国
际视野的现代公民。学
校的定位为把学校建
设成为质量一流、队伍
卓越、特色鲜明的高品
位学校，让学校成为师
生的学园、乐园、家园，
让栖居者心旷神怡，关
注者心悦诚服，回忆者
心向往之。

除了良好的硬件
配套设施之外，学校在
宏观规划的引领下，对
软实力上的微观设计
也是动了一番心思。国
庆假期过后，该校委托
山东冲锋号教育咨询
有限公司为学校派遣
了两名教官长期进驻
该校协助学校进行统
一的军事化管理。记者
来到学校的时候，学校
负责人表示，尽管此项

活动刚开始四天，从早
操、就餐、宿舍管理等
方面来看，皆取得很大
成效。学生的早操由原
来的集合整队速度慢、
松散，到现在已经做到
了整队安静迅速，跑操
过程中学生的口号干
脆、整齐、洪亮，步伐、
排面整齐、合拍。此项
军事化管理融入大大
提升了学生的士气，为
一天的学习生活注满
了活力。

学校负责人表示：
无规矩不成方圆，是学
校的办学理念，和注重
学生的个性开发、全面
发展并不矛盾。为全面
落实、执行“国家课程、
特色课程、校本课程”
相结合的课程体系建
设，全面推进素质教
育，该校除按照新课程
标准开全开齐国家规
定课程外，还增设了钢
琴、古筝、手工、跆拳道
等近20个特色课程，为
学生的全面发展、终身
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特色课程的开展活跃
了校园文化生活、增强
了学校的艺术教育氛
围，推进了学校整体工
作的全面发展。“我们
学校既有规矩，也发展
学生个性，在学校师生
的共同努力下，孩子们
已经很适应新学校生
活。”金山实验学校的
老师这样告诉记者。

近年来，金乡教育超前谋划、敢为人先，在
财政相对困难的情况下，科学安排、精准发力，
取得了很多突破：率先完成国家义务教育基本
均衡县验收，率先完成国家改薄项目验收，拥有
享誉鲁西南的“五大艺术教育品牌”、享有省级
艺术教育标杆县称号，“校园京剧”成为中央电
视台京剧进校园基地，多名学子被北大、清华录
取、本科上线率高达70%，德育工作被教育部《中
国德育》杂志作为“样板”向全国教育系统推介，
教育满意度、解决“大班额”、教育优质均衡全市
领跑……诸多新校的建成加入，再一次为金乡
教育注入了澎湃持久的动能。新校建成，新的不
只是校舍、桌椅，全新的教育理念，精深的教育
思想，踏实的工作作风，让这些学校凝聚出一股
强大的力量，让金乡教育也呈现出新时代的新
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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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乡县实验学校的高标准学生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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