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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以来，邵庄初中在青
州市教育局、邵庄中心学校的正
确领导下，全面实施依法自主办
学，不断激发和释放办学活力，
加快构建现代学校制度，努力创
办人民群众满意学校：先后被评
为青州市教学工作先进单位、青
州市课改优秀学校、招生工作先
进单位。近两年学校中考成绩位
居青州市前列，数、理、化、政等
单科成绩进入青州市前十名。

强化师德师风建设

学校具有一支高素质、专业
化强的年轻教师队伍，全部具备本
科学历，其中硕士研究生 3 人。

近两年学校通过请进来、走
出去的方式，加大教师业务培训
的投入，使教师的业务技能不断
得到提升，其中3人获得全国青
少年科技创新二等奖，1 人被评
为潍坊市学科育人示范标兵，6

人被评为青州市课改名师，8 项
教育教学成果获得青州市政府
成果奖，3 人获得青州市立德树
人特色课程奖，35 人被评为青州
市教学能手。

提升班主任队伍专业素养

建立完善班主任配备选聘、
培养培训、考核奖惩制度，利用
培训学习方式更新班主任的教
育思想、转变了教育观念，使爱

岗敬业、乐于负责成为我校班主
任共有品格，近几年有多名班主
任先后受到市级表彰，涌现了一
批学生认可、家长满意、社会赞
誉的班主任。

加强校园安全建设

投资改建数字高清校园监
控系统，实现校园监控全覆盖，
建立 24 小时无缝隙值班制度，
聘请专职宿管员与教师一起进

行晚间宿舍值班，确保学
生晚睡安全。

每周组织
班主任开展
危 险 品 排
查、校园设
施安全隐患
排 查 、校 园

欺凌学生矛盾
排查，杜绝不安全

事故发生。实行教师村
庄包靠制度，定期走访，了解学生
家庭状况，建立危险水域巡查制
度，防止学生溺水事故的发生。

改善提升学生就餐质量

本学期邵庄初中为改善学
生的就餐环境，提高就餐质量，
实行食堂自主经营模式，提升学
校餐厅服务质量，严把进货渠
道，保证原材料质量；严把生产
加工流程，确保食品卫生及安

全，严格审议食品价格，真正实
现“让利于学生”。

饭菜的质量得到提高，花样
增多，价格更加实惠，得到广大
教师和学生家长的一致好评，学
校的满意度得到了提升。

严把贫困资助政策关

本学期有 225 名同学得到
贫困寄宿生的救助，救助率达
到在校住宿生人数的 30%，其中
有 10 名家庭特困生得到青州市
特困生救助，使贫困生资助政
策真正落到实处，使那些因贫
困需要帮助的家庭真正得到了
救助。

除此之外，还建立了教师爸
爸妈妈制度，为每名孤儿确立一
名教师爸爸或妈妈，在社会中得
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

全面落实教育惠民服务

建立惠民服务办公室，设立
惠民服务热线3851142，落实“服
务承诺、首问负责、限时办结、责
任追究、督导考核”制度，建立咨
询、查询、投诉、查处、反馈、评
估、帮扶等快速反应机制，提升
服务质量。

发挥党员教师引领作用

深入开展“两学一做”主题
教育、“作风建设年”、“师德师风
建设月”学习践行党的十九大精
神，充分发挥党员教师的引领作
用，努力办好人民群众满意的教
育，广大教师转变工作作风，成
为讲政治、有信念，讲规矩、有纪
律，讲道德、有品行，讲奉献、有
作为的合格教师。

邵庄初中

努力创办人民群众满意学校

2017 年以来，邵庄小学树立
生态教育的办学思想，确定了

“让每个孩子都像花儿一样自由
绽放”的办学理念，走出了一条
富有山区特色的生态教育办学
之路。

建立科学完善的生态制度，

提升教师工作的幸福指数

一、“四会五步法”程序体现
制度制定的民主。建立健全民
主管理“四会”制度，将校长权
力关进“笼子”。对涉及重大问
题或与教师切身利益的制度，
采取了“调研—起草—讨论—
完善—审议”五步程序，让每一
位教师参与到制度制定的全程
中，确保调研的广度、起草的精
度、讨论的深度、完善的细度、
审议的效度，充分体现每一位
教职工的主人翁地位。

二、弹性与温情让制度不再
冰冷。学校把教师当家人，教师
就把学校当成家。《孝亲假日制
度》规定父母的生日、本人的结
婚纪念日可以在不影响工作的
前提下请假；《特殊情况教师免
岗制度》，规定年老体弱、怀孕哺
乳、生病教师可以个人提出申
请、教代会讨论通过，不再安排
值班护校等岗位工作；《青年教
师成长扶持制度》，对35岁以下
的青年教师配备专业书籍、成长
导师，帮助青年教师专业成长。

《贫困家庭学生救助制定》为多

个家庭贫困学生减免了生活费，
每年争取救助金近10万元对贫
困家庭学生进行救助。学校积极
争取企业资金50万元成立了《邵
庄小学优秀教师奖励基金》，每
年两次对优秀教师进行奖励，投
资8万元建设了1000平方米的停
车场，投资4万元完善了哺乳期
女教师周转房。

三、绿色执行让制度操作人
本化。学校建立了“PDCA”管理
模式，扎实做好“计划-实施-检
查-改进”四流程的各个环节，以
任务为导向，把落实做核心，注
重过程指导，减少误差积累；建
立容错机制，允许教师在成长中
出现失误，工作重心向帮助教师
成长倾斜；学校建立了“绿色惩
戒”机制，允许教师申诉，减轻惩
戒的后坐力。

构建生态教学

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

一、挖掘地方资源，构建生
态课程体系。邵庄镇地处齐文化
的核心地带，历史遗迹众多，人
文资源深厚；邵庄镇环境优美，
自然状态多样，矿产种类多，这
些都为校本课程的开发提供了
优越的条件。学校注重校本课程
顶层设计，借助当地资源，研发、
开设了语言与阅读、数学与科
技、品德与健康、审美与艺术、实
践与创新五大领域 19 种校本课
程，构建了爱学习、爱劳动、爱祖

国“三爱”教育课程体系。开发了
富有特色的《绘本阅读》、《习惯
养成》等课程，对学生进行爱学
习教育；利用校内闲置空地，整
理面积达 1500 平方米的“百草
园”种植基地，开发了《快乐百草
园》种植课程，同时拓展出《种子
粘贴画》、《树叶粘贴画》课程，让
学生受到劳动教育、生命教育、
环保教育，培养学生的劳动技
能；学校周边历史遗迹众多，学
校开发《青齐古韵》研学课程，编
写了《齐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校本教材，对学生进行爱
国教育。

二、改革创新，打造以自主
互助为主要特征的有效课堂。开
展了优质课堂标准的大讨论，确
立本校课堂教学的基本理念、基
本原则、基本要求，搭起了课堂
有效模式的基本框架。学校做到
课例研究制度化、常态化，组织
开展了“二四下午茶”活动，周二
语文周四数学英语固定时间开
展一课一研，推进课堂改革。组
织教师运用科学的课堂观察方
法，提出了课堂教学问题清单，
完善了完整课堂、有效课堂标
准，推进基于学情的教学设计的
改进，鼓励教师建构个性化、最
优化的课堂教学模式或课堂教
学法。

三、多把尺子，完善以核心
素养提升为目标的多元评价体
系。坚决树立德育为先、能力为

重、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以学
生全面发展为根本、科学多元的
评价制度改革取得重要进展。为
每名学生制作了《习惯养成银行
存折》，把抽象的德育目标转化
为具体的行为培养，使立德树人
工作有了抓手。从学生的德智体
美劳等方面建立“五彩纷呈”评
价体系，促进了学生全面发展。
采取学生自评、同学互评、教师、
家长参与的多角度评价方式，构
建了多元评价“立交桥”。

建设有灵魂的校园文化，

成为师生共同成长的乐园

一、建设爱国主义教育精神
校园。重视利用校园环境对学生
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把“红色”作
为校园文化建设的基本色，建设
了 120 平方米的“中国梦”彩绘
墙，制作了 30 平方米的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展板，爱国教育宣
传标语牌散布在校园花坛、墙壁
各处，成为学校办学的精神源
泉。开展了“唱经典红歌做时代
少年”红歌演唱会，加强对学生
的爱国主义教育。

二、创建传统文化浸润下的
诗意校园。充分利用地处齐文化
核心地域的优势，开设了齐文化
教育课，申报了《齐文化地域下
的传统美德教育》课题。开展了
争当“国学小名士”活动，举办了
齐文化节，开展了“齐国故事我
来讲”活动，让传统文化的精髓

成为滋润学生成长的营养。
三、建设以绘本阅读为主要

内容的书香校园。开设了“晨读午
唱晚书”课程，让校园充满书墨
香。建设了绘本阅读室，成立了教
师读书会，开设了绘本阅读课程，
采取疯狂借书日、流动小书包、为
爱读书会等多种形式的活动，推
动绘本阅读的推广，让绘本阅读
成为学校的特色。暑假期间与北
京邮电大学等单位联合举办了
夏令营，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学校生态教育实施以来，
“教师乐教、学生乐学、品质优
良、特色鲜明”的办学目标逐步
达成。2017 年，一名教师获全国
课堂大赛三等奖，一名教师被评
为潍坊市优秀乡村青年教师，8
名教师被评为青州市优秀班主
任、获优秀教研组长等荣誉称
号。1 名学生参加中央电视台“非
常 6 加 1”栏目演出，校女子篮球
队获青州市第三名，校合唱团在
青州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组
歌”比赛中获奖。1 项创新项目入
选潍坊市教育创新展，研学图片
被选入潍坊市研学画历，学校被
评为青州市教学工作先进单位、
卫生综合评定 A 级单位、青州市
惠民服务特色学校。实践活动、
绘本阅读、习惯养成、体育艺术
已成为学校的品牌项目，2017 年
山东教育报、中国教育报、人民
日报对学校工作进行了报道，在
社会上引起良好反响。

邵庄小学

全力打造师生共同成长的乐园

学科育人标兵表彰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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