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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在天桥区的每一所学校中，最令人
印象深刻的就是这里对孩子综合素质的全面
培育。目前，天桥区已面向全体学校普及体
育、艺术、科技活动，实现阳光体育全覆盖，
形成“一校一品、一校多品”“生生参与、个
个精彩”的体育特色发展格局。全区有20所
学校幼儿园加入全国体育联
盟，全区共有 5 0余所国家级
体育、艺术、科技特色学校，
2019-2020学年济南市学生体
质健康测试中，天桥区“四分
一率”均位列第一名。

可以看到，天桥区格外重
视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全区范
围内构建起经纬交织的传统文
化教育课程体系，经典诵读、书
法、剪纸等区域特色独树一帜，
各校通过课堂教学、主题活动、
社会实践等途径，引导学生亲
近经典，领略和接纳传统文化
精髓。传统文化节、剪纸艺术节
已成天桥传统文化教育名片。
与山东大学合作培养传统文化
师资，成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传
承者、传播者。

在这些学校中，每个孩子
都在道德品质方面有着出色表
现，这得益于天桥区对德育品
牌的扎实创建。“我们扎实开展
基于情感教育下的德育一体化
研究，多项课题获济南市德育
品牌称号。全面开展课程思政，
全区有9名教师入选济南市‘立
德树人双领军团队’，在全市占
比较高。济南第十三中学苏万
梅被评选为‘山东学校优秀思
政课教师’，成为济南市获此殊
荣的4名初中思政教师之一。扎
实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师培育工
程，构建12年制家庭教育课程
体系，全面提升区域家庭教育
质量。”张萍介绍。

当然，天桥区的教学质量
也在不断实现新突破，通过全
面推进基于信息技术支撑的教
学质量保障体系建设，师资队
伍日臻成熟、教学管理科学规
范、教学质量不断提升。区教体
局、济南市明湖小学、济南第十
三中学、行知小学、制锦市街小
学先后荣获国家、省、市基础教
育教学成果奖。

“一直以来，天桥教育人都
在追寻理想的天桥教育，我们
希望通过努力，建设出来的‘理
想学校’能够成为这样的典范：
我们不挑生源，负责任地接纳并悦纳对口就
近入学的全体学生，无论他来自哪里；在政府
均衡配置教育资源的前提下，学校综合办学水
平、育人质量明显提高，成为周边百姓满意的好
学校；以促进每一个孩子良好健康成长为价值
追求，通过课程教学改革，尽可能适应学生差
异，满足学生共同的和不同的发展需求，努力实
现‘让天桥的每一个孩子都能在家门口享受到
优质教育’的美丽梦想。”张萍表示。

让每个孩子都能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教育
天桥区打造现代化中心城区教育新高地

让每个孩子全面
而个性地成长

每天清晨，伴随着教学楼里传来
的优美钢琴声，宝华小学的孩子们带
着愉悦的心情开始了一天的学习生
活，他们右行礼让，轻声慢步，见到同
学和老师都会友好地微笑和问好。

这样美好的场景，在宝华小学的
师生看来已习以为常。“大家不同
大家都好”，每个走进宝华小学的人，
都会首先看到这句话。这所追求高品
质办学的学校教学楼，每一层都单独
开设了超过200平米的活动室，翠微
书馆、创客空间、乒乓球室……孩子
们的理想在这里萌芽，思维在这里发
散，人生得到不断成长。

“每个孩子都是与众不同的”，这
是宝华小学一直秉承的教育理念，自
建校之初，宝华小学就将品质学校的
价值追求融入学校“大家不同 大家
都好”的教育核心价值理念。在师生
家长多方参与下，确立了“探索适性
教育 创建品质学校”的总体目标，
提出“顺应天性、立足共性、培养个
性”适性教育“三性”特质，界定适性
教育视野下的“学校品质”内涵：即关
注“每一个儿童”,尊重“每一个儿
童”，发展“每一个儿童”，努力促进每
一个儿童全面而个性地成长。

“我们学校已成为‘老百姓家门
口的好学校’。”济南市天桥区宝华
小学校长周晓琳说，通过品质学校
创建极大地促进了宝华小学办学影
响力的提升。2018年学校荣膺中国
教科院首批STEM教育领航学校，
成为省基础教育改革项目学校、省
教育信息化试点学校、省人工智能
试点学校、省科普教育示范学校、市
2018年青少年科技教育工作先进单
位。在2019年市社情民意调查和教
体局第三方家长满意度电话调查
中，学校各项指标的办学满意度均
超过了98 . 5%。

从2011年起，天桥区以“爱生学
校”评估机制改革激发学校办学活
力，由推进规范学校建设到品质学校

建设，实现教育内涵发展。积极探索
融合学校发展优势和鲜明特色的品
质学校创建路径，形成了“规范+特
色”的品质学校评价方式。通过品质
学校建设，引领学校以校园物质（环
境）文化建设为基础，以校园精神文
化建设为核心，以校园制度文化建设
为保证，以校园活动文化为载体，在
理念创新、管理变革、教师发展、课程
建设、课堂革新、评价改革等方面深
入研究，做到了精神文化有内涵，物
质文化出精品，制度文化有特色，活
动文化出成果，育人环境全面优化，
育人品质全面提升，学校、教师、学生
全面和谐发展，打造并拭亮了天桥品
质教育品牌。

“例如，以陶行知先生名字命名
的济南市行知小学，在生活教育方面
独树一帜，获得全区首个品质学校
创建优胜奖；百年老校济南市制锦
市街小学，作为济南市领航学校，各
项工作均走在全区前列；济南汇才
学校作为区域教学质量龙头学校，
在近年来的学考中成绩不断攀升。”
张萍介绍。

“济南第十三中学、宝华小学也
是天桥区品质学校建设的代表，在智
慧校园建设、学校文化建设方面成效
显著。此外，全国书法特色学校济南
市博文小学、教学质量与特色建设相
得益彰的济南市明珠小学及天桥实
验幼儿园、鹤琴英华幼儿园、影壁后
街学校等学校幼儿园均是天桥区品
质学校建设的典范。下一步，我们将
进一步深化评估机制改革，实现天桥
教育品质发展的突破与蜕变。”张萍
表示。

不断扩大优质
教育资源总量

宽敞的塑胶操场，崭新的实验
室，按标准化建设的教室、功能室，近
800平方米的室内篮球馆，350平方米
的地下报告厅，楼顶平台网球场、地
下停车场等，能容纳36个教学班、近
1800名学生就读。

作为一所新建初中学校，宝华中

学所处地理位置优越、硬件设施先
进，是天桥区的重点教育项目，自开
建到落地受到了天桥区委区政府、
各级教育部门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
持。学校占地38亩，建筑面积2 . 98
万平方米，使用面积1 . 88万平方米，
其中西侧报告厅2910平方米，可容纳
1000余人，这种规模大小即使在全市
也很少见。

“我们打造的新宝华将会是一所
高颜值的智慧学校，也会是一所有内
涵的品质学校，更是一所人文、科技、
生态和谐共存的绿色学校。”济南市
天桥区宝华中学校长王莹介绍，目
前，学校智慧校园建设项目正在有序
展开，建有录播教室、微机教室、创客
空间，实现物联，能够让学生切身感
受科技的魅力。

同时，通过互联网、大数据、人工
智能等技术赋能，宝华中学实施教育
教学的改革创新，实现教育教学质量
提升，在天桥区创建智慧教育示范区
域的过程中，成为教育信息化发展
的领航者，同时成为集中展示天桥
区教育信息化水平的典范学校，力
求将宝华中学打造成为山东省乃至
全国领先的智慧校园建设与应用的
先进典型。

“作为我们的基础教育来讲，要
做有未来的教育，就应适应社会和时
代变革的需要，涵养顽强的教育根
系，以不变应万变，实施养根教育。”
宝华中学以“厚植根基、对话未来”作
为教育理念，站在学生的未来设计今
天的教育，涵养学生成长根基，引导
学生对话未来，帮助学生有面对未来
世界、适应未来发展的能力；遵循“科
学·绿色·人文”的管理理念，打造师
生共同成长的精神家园，让每一个学
生和教师都能在学校得到最适宜、最
充分的发展。

“作为第一批宝华人，我们将不
负众望，发扬‘放眼未来，追求卓越’
的宝华精神，力求打造宝华品牌，让
学校管理理念、文化建设、课程规
划、教学质量等各项工作走在全区
前列，乃至全市前列。力求一年上轨
道，三年出成绩，五年创一流。”王莹
表示。

2018年起，天桥区全面推进《济
南市中心城基础教育设施三年建设
规划》的实施，加快教育设施配建进
程，新建学校、幼儿园陆续投入使用。
2018年，凡尔赛幼儿园、瑞景幼儿园、
瑞景小学、花语馨苑幼儿园、金色悦
城幼儿园、滨河左岸小学、技师学院
北校区改建小学等7处教育设施建成
并投入使用，新增幼儿园学位990个，
小学学位4320个。

2019年，天桥区开工建设基础教
育设施项目12个。2020年，天桥区将
开工建设规划项目14个。2020年9月，
宝华中学、瑞景中学、云世界实验小
学、锦绣明湖小学和幼儿园、文澜幼
儿园、滨河左岸幼儿园等7处教育设
施完成建设任务并投入使用，共新增
幼儿园学位1530个，小学学位4320
个，初中学位2700个。

据了解，2020年底还将有加州启
城小学、海信九麓府小学和幼儿园、
文清小学改建幼儿园、少年宫改建幼
儿园、云世界实验幼儿园等6个项目
完成建设并投入使用。“随着这些项
目的全部落实，天桥区教育资源总量
紧张的局面将得到实质性解决。”张
萍如是说道。

另外，为高起点打造新建校，天
桥区积极引进国内知名教育资源，
全力支持新建校、新建学区发展提
升。如今，云世界实验小学已与济
南外国语学校深度合作，山大基础
教育集团与宝华学区签约共建，区
域品牌效应初步形成，这极大满足
了老百姓在家门口享受优质教育
的需求。

努力争创全国
智慧教育示范区

在风景优美的五龙潭边，一座
历史悠久的中学里书声琅琅，作为
天桥区“教育信息化”试点学校，济
南第十三中学不仅师资雄厚，还在
智慧教学中走在了全市的前列。

“古老的济南，城内那么狭窄，
城外又那么宽广。”在七年级的教
学班中，语文老师正在向学生们教
授老舍的课文，与传统教学不同的
是，电子大屏取代了传统的黑板，
老师手持一台平板电脑，可以随时
在上面的电子课文中标注重点，与
此同时，这也会出现在每一位学生
面前的平板电脑上。

“我们的课堂在发生变化，教
师的教有效、高效，学生的学主动、
实效，教与学方式有了质的 提
升。”济南第十三中学校长尚建波
介绍，例如，课上教师向学生发布
练习和检测，学生答题后，检测数
据实时生成，教师收到学生集体
的、个人的课堂数据，立即调整课
堂节奏，对学生掌握困难的知识
点进行补救，对个性化的问题予
以矫正。课后，教师根据课堂数
据，分层为学生布置作业，推送微
课学习资源；鼓励学生参与资源的
建设和推荐。

而在学校的VR教室里，这种
高科技范儿的教学方式更为凸显，

“在这里上生物课，戴上3D眼镜，我
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例如人体的细
胞、食道的消化，更加生动形象，让
我们更能体会到学习的快乐。”学
生柴纳说。

创客空间则是学生们体验科
技乐趣的另一大场所，会跳舞的机
器人、无人机、3D打印……这些社
团课程不仅增强了学生的动手能
力，更为重要的是培养起他们对课
程学习的浓厚兴趣。

近几年，天桥区教育信息化一
直走在全省乃至全国前列。2018
年，天桥区被中央电教馆确定为

“信息技术支持下的区域研修模式
研究及试点”项目试点区。2020年，
天桥区又成功入选“教育部2019年
度全国网络学习空间应用普及活
动优秀区域”。

“全国只评选了34个，天桥区
是山东省唯一一个获表彰的区域，
充分说明天桥区教育信息化工作
走在了全国前列。”天桥区教体局
局长、党组书记张萍表示。另外，济
南汇文实验学校小学部同步获得

“2019年度全国网络学习空间应用
普及活动优秀学校”殊荣。

近年来，天桥区建成教育信息
网络中心，实现全区所有教育单位
裸光纤直连；启动天桥区智慧教育
云平台，实现所有学校数字化校园
与云平台之间的数据共享、信息联
通。全区数字化校园逐步升级为区
校一体化的云智慧校园，与教育城
域网、智慧教育云平台，一同构建
起天桥教育信息化发展的“两个平
台，一个中心，局校互通、双网互

联”体系，实现了优质数字教育资
源共建共享。

天桥区为全区所有教师配备
移动终端，形成“课堂用、经常用、
普遍用”的信息化教学新常态。依
托10所省级人工智能试点学校，
建立联盟，先试先行，逐步实现天
桥区中小学全面普及人工智能课
程。目前，天桥区开通网络学习空
间14 . 5万余个，实现了全区教育
管理者、教师、学生空间100%全
覆盖，为教育教学提供了强有力
支撑。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推进教
育信息化建设成果转化，发挥‘教
育部网络学习空间应用普及活动
优秀区域’优势，开展‘一十百千’
工程，即打造一所创新型智慧校
园、建设十所人工智能试点校、积
累百佳教育信息化应用典型案
例、开展千余名中小学教师信息
化素养提升四级勋章进阶体系工
程建设，全面提升师生的信息化
素养和应用水平，在更高层次上
促进教育公平，实现教学更加个
性化、管理更加精细化、决策更加
科学化，形成区域教育信息化高
地，努力争创全国智慧教育示范
区。”张萍表示。

建设城乡紧密型
教育共同体

操场上，一群身穿统一服装的
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挥汗如雨地
练习板球；陶艺室里，小学生专心
致志地制作掐丝珐琅；多媒体教
室里，孩子们正在学习如何制作
电子贺卡……这一场景出现在位
于黄河以北的济南市天桥区桑梓
小学。近年来，在天桥区教体局的
大力支持下，在城乡紧密型共同
体的带动下，桑梓小学的办学条
件、教学观念等各方面实现了跨越
式提升。

学校硬件设施建设完善：班班
都是多媒体；微机室、录播教室、塑
胶操场、功能室齐全，学校广播系
统全面升级；学校图书室4万多册
图书，人均30册以上；可容纳两百
多人的阶梯报告厅……俨然一幅
新兴学校模样。

“多元共生、和而不同、优质特
色、高位均衡”，2013年，天桥教育
发布了《关于开展城乡紧密型教育
共同体建设的实施意见》，决定将
黄河南北各15所小学结成紧密型
教育共同体，实现“城乡联动、共享
资源、辐射带动、共同发展”，让农
村学校在办学思想、教育管理、教
育质量、教师成长等方面实现“规
范、特色、优质”发展，以此推动区
域教育的整体提升。

桑梓小学与制锦市街小学结
成城乡紧密型教育共同体，开启了

“一所学校，两个校区，统一管理，
捆绑评价”的从“共享教育”到“共
生发展”的探索之路。

“通过‘城乡紧密型教育共同
体’的建设，桑梓小学在学校管理、
教师与学生发展、资源整合、考核

评价等方面做到城乡一体化，从
而实现城乡学校‘共享资源增值、
共生发展增能’的双赢，推动了城
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济南市
天桥区桑梓小学校长韩丽介绍，
桑梓小学于2019年被评为山东省
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同年获得了
全国青少年板球锦标赛亚军，并
创建了“桑梓家訾”劳动教育德育
品牌，成为当地的窗口学校、热点
学校。

实际上，由于长期受城乡二元
结构和黄河“天堑”等影响，天桥区
形成了南北两岸教育发展不均衡
的现象。为了破解黄河北农村学校
干部教师教育理念落后、教育方式
传统、学校管理随意无序、优质师
资严重匮乏、与市区学校教学质量
存在巨大差距等问题，经过充分调
研分析论证，2013年，天桥区全面
启动城乡紧密型教育共同体建设
工作。

黄河南北各15所小学结成紧
密型教育共同体，形成“一所学校，
两个校区，统一管理，捆绑评价”的
运行模式，即城区学校校长任总校
长，全面负责“一校两区”各项工
作，原农村学校校长任分校执行校
长，在总校长领导下负责分校工
作，“一校两区”所有教职工由总校
进行统一调度，经费由总校统一管
理，年度爱生学校综合考核由区教
体局实施捆绑评价。

2016年，在总结上一轮共同体
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天桥区加大措
施，再促共同体学校的进一步融合
和再生，制定了《2016—2018年城
乡紧密型教育共同体建设实施意
见》，确定了“纵向分层、横向联盟，
纵横结合、多维并进”的发展新思
路。另外，北岸佳禾、五彩石和新欣
桑梓三个教育联盟充分发挥了自
身主观能动性和内驱力，彰显了联
盟的主体作用，城乡紧密型教育共
同体建设得到进一步发展。

“五年来，15所学校家长满意
度均超过95%，城乡紧密型教育共
同体学校建设得到了家长和社会
的充分认可。”张萍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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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投入使用的新建学校——— 济南市天桥区云世界实验小学。

升旗仪式上，宝华学子向国旗敬礼。
新欣桑梓教育联盟

在现代化中心城区的建设中，教育是不可或缺的一环。近年来，
济南市天桥区各学校的综合办学水平不断上升，育人质量得到越来
越多的肯定，“让天桥的每一个孩子都能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教育”
成为该区建设“理想学校”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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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8月30日，天桥区教体局与山大基础教育集团举行签约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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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济南市第十三中学，同学们正在VR教室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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