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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教师专业发展”工程现场会在荣成举行
本报荣成11月25日讯(通讯员

宋浩) 2019年11月19至20日，
由省教育厅主办，荣成市承办的
山东省“互联网+教师专业发展”
工程教师专业发展省级工作坊首
次线下现场会，在荣成中和大酒
店拉开帷幕。山东省教师专业发
展工作坊课程专家、全省16地市、
学校分管培训工作的负责人及骨
干教师近300人参加了会议。

会上鲁东大学的魏雪峰教授
做了《教育信息化2 . 0的推进策
略》的讲座，对我省教育信息化
2 . 0的推进起到了引领作用。会议
还分别从市县两级教育培训机构
以及学校的不同层面介绍了在引
领教师专业成长方面的典型经验

的做法。青岛、滨州交流了区域教
师整体培训的经验，荣成市教研
培训中心交流了读书团队促进师
生读写和班主任工作室建设的经
验、张启胜校长交流了科研促进
教师专业发展的经验。

会议期间观摩了蜊江小学和
蜊江中学的校本培训，鞠文玲校
长和汤文江校长分别介绍了本校
在助推教师专业成长方面的先进
经验和做法，并现场展示了蜊江
小学的青年教师团队问题研讨活
动和蜊江中学的联盟片教师教学
研讨活动。

会议报告、交流与展示活动
得到了省教师专业发展工作坊专
家和各地与会人员的高度认可，

认为本次会议的理论前沿，各地
的区域培训体系化、层次化，培训
形式多样，注重培训的实效性。荣
成的校本培训基于现实问题开
展，融合了信息化2 . 0的运用，解
决问题基于同伴互助、理论指导、
专家的引领，形成解决问题的策
略，注重培训的改进和提高，培训
精准、扎实、有深度，能够学习和
借鉴。

此次会议成功探索了线上研
修与线下活动相结合的教师专业
发展途径，借助现场研讨会的形
式，聆听专家报告，推出典型经
验，观摩培训项目，引领专业思
考，将进一步助推我省教师的专
业发展。

近日，应市教体局邀请，日
本学校法人东海学园理事长坂
本顺一、大阪社会福祉专门学校
事务长高野纯一等一行四人于
对荣成市进行访问，对接国际游
学等工作。荣成市教体局和荣成
一中的相关人员陪同理事长考
察了荣成一中的学生发展指导
中心、成山书社、艺术馆等场所，
理事长一行对学校的场地设施
赞不绝口，对学校深厚的办学底
蕴给予了充分肯定。双方共同商
定，今后就国际游学、师生互访
等事项加强合作，共同推进中日
青少年友好交流。今年以来，根
据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部署，市教
体局全力推进国际游学工作，研
究制定了《关于推进青少年国际
游学活动的实施方案》，设计了
两天、三天、五天行程共三条国
际游学线路，满足不同团队的国
际游学需求，旨在通过友好学校
交流，促进荣成对外交流，全力
服务“双招双引”。

宋浩
11月20日上午，2019年山东

省“互联网+教师专业发展”工程
暨教师专业发展专题省级工作
坊现场会在市蜊江中学举行，来
自全省各地分管学校培训工作
的校长、中层领导干部共300余
人，参加了此次会议。此次会议
首先由市蜊江中学校长汤校长
做《聚集校本研修，助推教师成
长》的经验交流。汤校长详细介
绍了近两年来在全市科研创新
改革大潮中蜊江中学所作的努
力，他从“创新机制，构建校本研
修新生态”到“加强管评，形成研
修新体系”等方面详细介绍了蜊
江中学在校本研修培训课程、师
资团队建设、借力专家资源、依
托区域资源、挖掘内部资源等方

面所作的尝试与取得的可喜成
就，得到与会专家与领导的一致
肯定，也为互联网模式下学校扎
实开展校本研修提供有力借鉴。

刘兰芳
为提高全体教师的政治思

想素质和职业道德修养，近日，
蜊江中学开展了师德教育系列
活动。以学习《新时代中小学教
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和《中小
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
办法》为核心，通过集中学习、分
组研讨、问题查摆、自我深化等
形式，进一步加深领悟，促进内
化，有效提升广大教师师德水
平。全体教师以这次学习为契
机，把文件精神落实到平时的教
学实践中，推动全校师德师风水
平再上新台阶。

尹红梅
近日，荣成市世纪小学组织师

生开展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倡导垃
圾分类，创建文明城市”的主题研
普活动。在荣成市王连撒野农场，

“垃圾分类”主题拓展活动在孩子
们饱满的热情中开启。教官带着孩
子们来到活动场地，首先把孩子们
分成两组，两组进行PK。活动结束
后，教官检查了各队投放结果，并
现场讲解关于垃圾分类的重要性、
分类方法及分类作用。

张颖
近日，蜊江中学初一年级

“心海扬帆”社团正式启航。学生
心理社团旨在关注学生健康成
长，促进学生身心全面发展。学
生带着各种小兴奋来到社团活
动室，在社团老师带领下很快进
入角色，主动侃侃而谈，与老师
一起共同营造了一个积极、专注
又有序的活动氛围。初中阶段是
每个人成长的关键时期，处在这
个年龄段的学生自我意识增强，

对很多事情有自己的见解，同时
也会出现很多困惑。他们需要在
同辈中获得认同，也需要在悦纳
自己中不断发展自己。学校心理
社团活动将为他们创造一个适
当的环境与空间，以帮助他们更
好地成长。

尹红梅
近日，市第三十五中学邀请

市艺术团的艺术家到校开展“戏
曲进校园”活动。活动中，专家们
给同学们介绍了国粹京剧的产
生、发展、辉煌的历史，介绍了京
剧的几个行当及各自脸谱、服
饰、唱腔等方面的特点。为强化
同学们对京剧的感性认识，还现
场为大家表演了几个著名唱段，
这些唱段既有现代京剧，又有古
装戏，既有高亢豪放的小生表
演，又有柔美细致的青衣演唱。
艺术家们还请同学们上台，传授
走步、手势等基本要领，使同学
们收获颇丰。

于忠强 张宏佳
11月17日上午，石岛实验小

学联合芬芳青少年社工中心组织
文化小先锋开展传承非遗剪纸文
化活动。小先锋们在家长的陪同
下早早的来到芬芳斥山儿童服务
站，提前把桌子摆放好，静候民间
剪纸艺术家连建民老师的到来。
在讲座过程中，连老师用通俗易
懂的语言为文化小先锋们介绍了
石岛民俗剪纸的起源与用途、非
遗传承的意义、以及剪纸的工具
及使用、图案稿的绘制、剪纸的技
巧和特征等，提高了文化小先锋
们对剪纸这一民间艺术的认识和
理解，陶冶了情操。

王丽杰
近日，蜊江中学举办了教师

阳光心理素质团体拓展活动。此
次活动由学校心理老师郑荣带

领。活动结束后，教师围坐一圈，
分享活动心得，“激动”、“快乐”
等词汇充分表达了教师们的心
情。阳光心理活动是蜊江中学长
期坚持开展的一项教师活动，旨
在帮助教师放松身心、快乐工
作、幸福生活，活动为老师们的
工作带来活力和灵感。

尹红梅
近日，荣成市虎山中心完小

全体语文教师开展了《义务教育
小学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
学习研讨活动。

学习研讨活动由王婷主任
主持，活动分两个环节。第一个
环节进行的是课标解读。教研组
长连春艳老师围绕语文课程的
性质、基本理念、设计思路、总目
标与阶段目标等进行了深入浅
出地解读，并给大家提出了不同
学段课程实施建议。全体语文老
师认真听、仔细记，并不时为连
老师的精彩讲解送去阵阵掌声。

第二环节进行的课标研讨。
全体语文老师围绕新课标谈认
识、谈理解，各抒己见、畅所欲
言，现场气氛热烈，展现了虎山
中心完小大兴学习之风、大兴教
研之风的良好工作状态。

徐海强 董琳琳
为详细掌握入学新生的整

体适应情况和心理健康水平，初
步建立学生心理档案，并为日后
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供科
学依据，我校近期启动了2019级
学生的心理健康测评工作。本次
普查采用的是《心理健康诊断测
验(MHT)》量表。量表由华东师
范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周步成和
其他心理学科研究人员，根据铃
木清等人编制的“不安倾向 诊
断测验”进行修订。

赵春英 张丽芳

11月21日，第二十三中学张
校长为学校各级部近百余名家
长代表，进行以“关注心理健康，
呵护心灵成长”为主题的家庭教
育讲座。此次讲座是家长学校授
课活动，也是家长开放日系列活
动之一。张校长首先介绍了我校
心理健康教育的开展情况，然后
强调了关注孩子心理健康的重
要性。通过这场讲座，家长们表
示自己收获很大，明白了自己在
家庭教育中的不足和今后的教
育方向，以后会更加关注孩子心
理健康，呵护孩子心灵成长。

谷大鹏
11月22日，荣成市第二十三

中学举行2019年度体育节伴着
庄严的升旗仪式，腰鼓队、彩旗
队、各年级方阵，600多名运动员
迈着整齐的步伐、以饱满的精神
依次进入运动场，接受了领导的
检阅！庄严的升旗仪式后，李校
长致开幕辞。本届运动会是学校
校运会史上参与人数最多、规模
最大的一届，参赛运动员达600
余人，参加了百米短跑、长跑及
接力、跳高、跳远、趣味竞赛等15
个项目的角逐，比赛现场异彩纷
呈，显示出顽强拼搏的精神。

刘君响 孙嫣彬
近日，蜊学江中邀请荣成市

人民法院法官为初三年级全体
学生进行了一场精彩的法制教
育讲座。高法官用一系列案例详
细剖析了青少年校园违法犯罪
的原因、动机以及严重的社会危
害性。就如何防止校园意外伤
害，抵制不良风气侵袭，如何提
高自我保护防范意识等方面进
行了阐述，让学生们感受到了法
就在我们身边，要争做一个知
法、懂法、守法、用法的好学生。

尹红梅

简讯

荣成市特色学校建设

校长答辩

本报荣成11月25日讯(通
讯员 宋浩) 11月16日，市
教育和体育局在市第一中学
报告厅组织举行第二次“荣
成市特色学校建设校长答辩
活动”。

此次答辩会上，我市第
九中学、第十五中学、第三十
二中学、第三十七中学、青山
小学、石岛湾中学、第二十一
中学、第二十五中学等8所学
校校长就各自学校特色建设
的名称、目标、实施方案、实
施计划等进行现场陈述。评
审组成员结合各学校实际情
况，围绕顶层设计、特色理念
的落地、特色课程的实施等
情况一一进行提问，各学校
校长现场进行了答辩陈述。

会议指出，各学校要跳
出舒适区，克服恐慌区，进入
学习区，积极主动了解教育
现状，熟知教育规律，从学校
实际出发，坚持问题导向、发
展导向和目标导向，直面制
约学校发展的瓶颈问题，研
究挖掘学校潜在的特色优
势，从解决突出问题、创新突

破发展两个方面入手，明确
自己目标定位、抓好特色学
校建设、加快课程体系重构。
在“提炼个性鲜明的特色主
题、建构先进的理念顶层设
计、建立特色的课程体系及
形成有效推进计划”等方面，
挖掘内涵、创新思路，完成具
有一定可操作性的实施方
案，扎实推进教育改革落地
实施，为推动学校的特色发
展、提升全市教育品质夯实
基础。此次活动的持续开展，
进一步推进了全市特色学校
建设进程，提升了办学品质，
促进了内涵发展。对推进特
色学校建设，加快我市教育
改革与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

市教体局邀请威海教研
中心专家作为现场指导评
委，局机关班子成员、科室负
责人，教研中心分管领导、科
室负责人及相关学段教研室
人员，全市中小学校长、副校
长、中层干部、新教育研究小
组及骨干教师等500多人参
加了活动。

非遗进校园 文化润童心
为了让更多青少年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体验非遗乐趣，同时也为提升学生对家乡非物

质文化的认知度,让学生们零距离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体会传统民俗文化的韵味，11月20日荣
成市府新小学举行了“非遗进校园”活动。

通讯员 张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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