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德初中曾是一所农村初
中。其前身是普通初级中学，
2017 年 9 月 1 日新校建成并投
入使用，正式更名为明德初中。
学校坚持以追求内涵发展为重
点，以弘扬学校文化为目标，紧
紧围绕依法自主办学开展工作。
在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全校
师生团结一致凝心聚力，积极打
造当地基础实、品位高、个性强
的现代化学校。

抓课改，促质量

课改效果初见成效

由于拆迁原因学校生源流
失严重，学生基础较差。针对这
种情况，学校成立专门的课改领
导小组，制定了《普通初中课堂
教学改革实施方案》，形成了学
校“备、说、议、听、看、谈、评”教
研组活动流程。各个教研组深入

开展活动。制定了《普通初中学
习小组评价、激励办法》，课堂上
实行小组合作竞争机制，真正调
动了每一名学生上课回答问题
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最大限度地
做到了课堂优质高效。最终形成
了“1242”教学模式。学校教学成
绩有了长足进步。连续多年中考
成绩都较为突出，尤其是化学一
直在青州市名列前茅，形成了

“鲁宁宁现象”，受到上级领导和
社会的一致好评。

采取多种措施

引领教师专业发展

为了有效地促进教师的专
业化发展和教学能力的提高，学
校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对教师
专业水平和教学能力的提高进
行系统培训。二是落实教学管理
制度，促进教师专业化和教学能

力的提高。三是创设高效课堂，
实现教师专业成长和教学能力
的提高。通过努力，学校一支师
德良好、业务精湛的师资队伍已
初步建成。

2016—2017学年下学期学校
有25人次在上级组织的各项活
动中获奖。

提升内涵发展

办有特色学校

(一)加强理化生实验教学，
培养学生动手操作和创新实践
能力。学校理化生三科在市组织
实验大赛中多次获奖。其中生物
连续三年获得一等奖。2017 年在
市“中小学生实验操作技能大
赛”中左佳旭、韩金硕获得创新
实验一等奖，张万婷获得个人实
验一等奖。左佳旭、韩金硕代表
市参加“潍坊中小学生实验操作

技能大赛”生物创新实验大赛。
(二)落实国家课程方案，加

强地方、学校课程的教学，重视
体卫艺工作，把素质教育落到实
处。在青州市中小学运动会踢毽
子比赛中我校获得团体第2名，
刘艳雪等六名同学获得二等奖，
党世晨获得三等奖。

青州电视台为学校拍摄特
别节目《提升内涵发展 走特色
办学之路》，对学校的体育、实验
教学特色给予报道。

完善学校内部治理体系

健全学校内部治理制度

学校依法自主管理，建立决
策，构建起以学校制度为依据，
以校长负责制为主体，校委会、
教职工代表大会和家长委员会
民主参与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

1 .健全校长负责制。完善理

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2 .完善学校决策机制。完善

校委会、教职工大会和家长委员
会对学校发展重大事项的决策
咨询和审议功能。

3 .推进校委会建设。实行校
委会例会制度。同时校长、校委
会成员以身作则，担任主要学科
的教学，处处起表率作用。

4 .健全教职工大会。学校考
评方案、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办
法、绩效工资分配方案等与教职
工切身利益相关的制度、事务，
要经教职工大会审议通过；涉及
学校发展的重大事项要提交教
职工大会讨论。充分发挥教职工
大会参与学校民主管理和监督
主渠道的作用。

5 .健全家长委员会。家长委
员会是代表全体家长参与学校
民主管理，支持和监督学校做好
教育工作的群众性组织。制定家
长委员会章程，明确家长委员会
的权利和义务，创新家长委员会
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机制，充分发
挥家长委员会参与学校管理的
积极作用。 薛希诚

明德初中

打造基础实、品位高、个性强的现代化学校

青州市邵庄中心幼儿园位于
邵庄镇政府驻地，建于1996年9
月，现有在园幼儿157名，分为大
中小7个班，教职工14名，其中专
任教师12名。1996年被评为潍坊
市示范幼儿园，2013 年通过了山
东省中心幼儿园达标认定。

以幼儿发展为本

“一切为了孩子，为了孩子的
一切”为办园宗旨，开展了丰富多
彩的室内外活动，强调在活动中
锻炼孩子们的身体，在快乐中发
展孩子的智力，受到了孩子们的
欢迎，得到了家长的肯定。

中心幼儿园内净化美化儿童
化“三化”浑然一体，符合幼儿健
康发展要求的活动室，科学发现
室，卫生保健室，厨房，餐厅等配
套齐全，功能多样的大型玩具、蹦
蹦床、滑梯、满足了孩子的玩乐需
求。2014 年幼儿园新铺设花砖活
动场地 400 平方米，人造草坪 120
平方米，新上大型玩具一套，电钢

琴以及保教设备一批，新配备科
学发现室一间，先进的环保设施
设备，丰富适宜的活动空间，平等
关爱的人文气氛，处处体现着以
幼儿发展为本的教育理念。

为成为山东省示范园而努力

中心幼儿园拥有一支高素质
的专业师资队伍，教师大专学历
达 100%，2 人被评为潍坊市教学
能手，3 人被评为青州市教学能
手，5 人被评为青州市优秀教师;
在 2012 年全市基本功大赛中参
赛的 3 名教师一人获全能一等
奖，两人获二等奖。近 3 年来，幼
儿园完成国家级 2 项，有 50 多篇
教师的论文，在各类刊物发表或
上级组织的比赛中获奖。

责任在心中，服务无止境。如
今，邵庄中心幼儿园正乘学前教
育三年行动计划之东风，鼓足干
劲，力争上游，全力为实现将幼儿
园建设成为山东省示范园的目标
而努力着。

蓬勃发展中的邵庄中心幼儿园

中中心心幼幼儿儿园园游游乐乐场场一一角角

明德小学

普通中孕育非凡 快乐里成就梦想
明德小学 (原普通小学 )是

青州市尧王山脚下的一所普通
的农村学校。近年来，学校致力
于特色办学，在秉承育人为本
的同时，积极探索新时期教育
发展之路，成效初显：在当地成
立了潍坊市首家微笑图书实验
室，让孩子们尽享快乐阅读健
康成长；在当地较早成立小学
足球队并使得少儿足球在潍坊
市足球比赛中获5个第二名2个
第三名的佳绩，学校因此被教
育部命名为全国首批青少年足
球特色学校。

校园足球

秀出孩子们精彩生活

2010年，学校分来了两名足
球专业的体育教师，校领导敏锐
地意识到这是千载难逢的良机，

就必须走特色发展之路。为确保
活动的开展，学校对校园足球教
学管理、训练竞赛、安全防范等
周密安排，成立了小学男女足球
队。校园足球队的成立，堪称普
通小学体育史上的一件大事，但
要办得卓有成效，绝非易事。

训练之初，家长顾虑重重，
学生都会愿意跟着老师踢足球
吗？学生练习足球会影响学习
吗？然而，学校足球队员在郑宝
霞、鲁静两位体育老师精心培养
下，迅速成长起来。于是体育课
上、每天一小时校园体育锻炼时
间到处充满了孩子们的身影，事
实证明，办法总比困难多。

校园足球运动从无到有，从
弱到强，硬是实实在在地发展起
来了。足球俨然已成为孩子们的
最爱。为了突显学校足球教育活

动，展示学校足球教育成果，每
年确立足球特色周，开展系列活
动，学生足球才艺展示，师生足
球友谊赛男女足球对抗赛等，足
球文化让很多学生在学习上更
用功了，在生活交往上更和谐
了，在集体活动中更有团队意识
了，收到了可喜的育人效果。定
期开展班级足球赛成了足球文
化的最大看点和亮点。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普通小学男女足球队
在潍坊体彩杯少儿足球赛中连
续获得第二名的成绩。普通小学
两次被授予“青州市青少年足球
训练基地”。

绘本阅读

体现孩子们快乐分享

提及学校的绘本阅读，要
感谢上海微笑公益组织的志愿

者——— 杨德永先生。优秀的绘
本以历历在目的方式来叙述、
描画充满真情与独特创意的故
事，巧妙地将人与自然、生命与
死亡、勇气与智慧、奉献与索取
等人性主题讲述出来。为此，杨
先生千里迢迢带领他的团队来
校，指导绘本阅读，并与师生展
开互动交流。他们以听故事、读
故事、讲故事、演故事、续写故
事、玩游戏、创作童话故事等形
式，让孩子们爱上阅读，爱上思
考，在故事中明事理，在学习中
健全人格，在生活中感知哲理，
心灵与心灵的交流。

杨德永先生向学校捐赠绘
本 1000 余本，学校率先建立青
州市第一个微笑图书室。绘本
阅读成为学校课外阅读中一道
独特的风景线。首先学校在低

年级全面推动亲子共读，“绘本
妈妈志愿者”走进课堂给孩子
们讲故事，而且规定学生在家
里也要有固定的阅读时间。学
校课表中每周安排一节阅读
课，把学生必读书目纳入课程
之中，教师以主题引领的方式
带领学生阅读绘本。班级阅读
中，以晨诵、午读为主要方式，
普通小学“读绘本、讲绘本、演
绘本”素养展示活动如期开展，
一场围绕绘本的精彩汇报演
出，成就了孩子展示自我放飞
梦想的舞台。

学校自 2014 年引入绘本以
来，全校班级中掀起了阅读热
潮，李娟老师的“低年级语文阅
读教学法”在青州乃至潍坊都赢
得了一定的知名度，先后有3个
考察团来校观摩，4次代表学校
在全国、省、市语文研讨会上典
型发言，2016年青州市教育局在
学校召开“教育大讲堂李娟阅读
教学法”推介会，全市200余名校
长、语文教师参加，学校成为语
文阅读教学的名校。

教育T30 2017 年 9 月 29 日 星期五 编辑：权震乾 美编：顾佳泉Education


	T30-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