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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冯清华 陈少石

本报讯 为满足企业对高素质技
术技能型人才的需求，日前，市高级职
业技术学校将富士康科技集团（淮安）
厂区企业大师、劳模杨新春引进学校，
成立富士康模具专业和自动化专业两
个人才专班，全面推进校企合作、资源

共享，共同培养企业用得上、留得住、干
得好的高素质人才。

杨新春是富士康集团高级技师、工
程师，淮安市劳动模范，江苏省产业教
授和企业首席技师，国家模具学会行业
顾问。将劳模引进校园、成立人才专
班，校企双方将充分利用各自资源优
势，实现专业与产业、课程内容与职业
标准、实训过程与生产过程、企业文化

与校园文化的全面对接，从而做到教育
双主体、学生双身份、师资双团队、课程
双体系、教学双资源、育人双环境、校企
双收益。专班学生将在五年制高职第
三学年进入企业进行为期8周的教学
实习，提前感受和认知企业和工作岗
位；在第四学年导入企业培训课程，实
行现代学徒制培养，由企业导师负责教
授理论和实训课程；第五学年，学生进

入企业进行岗位实习，毕业后通过双向
选择进入企业工作。

此次合作进一步丰富了校企合作
形式、创新了人才培养路径，学校和企
业达到共生、共长、共赢的目的。今后，
市高职校将进一步密切围绕地方产业
发展需求，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充分发
挥技术技能型人才“蓄水池”作用，着力
服务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通讯员 刘 杰

本报讯 如何在疫情防控期间保
持自律，并充满正能量？日前，江苏
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民族学院2021

级艺术设计专业学生自发组建团队，
以防疫宣传、拼搏奋斗等为题材，创
作手机屏保图片，并向全校师生展示
推广。

创作团队利用课余时间多次研讨，
精挑细选励志名言，配套设计精美图

画，几易其稿，最终创作12幅作品。多
吉扎巴等少数民族同学作品在学校

“2022年职业教育活动周”展出后，深
受广大师生喜爱。通过扫描二维码链
接，同学们可以快速获得作品原图，作
为手机屏保。

创作中，团队成员以实际行动弘扬
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
风尚，充分展现了少数民族学子的艺术
风采和专业技能，营造了人人皆可成
才、人人尽展其才的浓厚氛围。

■通讯员 刘玮玮

本报讯 为落地落实“双减”政
策、丰富师生课余生活，进一步丰富校
园文化，增强师生体质，日前，淮阴师
范学院附属小学开展“向阳吉尼斯”挑
战赛，师生们运动的身影成为校园一
道亮丽的风景线。

4月底，该校全体教职工“向阳吉

尼斯”挑战赛拉开帷幕，挑战项目为跳
绳（1分钟）和单脚踢毽子（1分钟）。
经过年级海选和全校总决赛，最终，夏
建国和程麟雅两位老师分别获得跳绳
和踢毽子冠军。

学生“向阳吉尼斯”挑战赛分两个
阶段进行，即线上打卡和线下挑战。
挑战项目为：跳绳（1分钟单摇）、跳绳
（1分钟双摇）、俯卧撑（1分钟）、平板
支撑（1分钟）、篮球指尖转球和单脚

踢毽子（1分钟）。全体学生通过钉钉
打卡的形式参与比赛，各班班主任根
据打卡视频选出每个项目的班级第一
名，并接受公开挑战。经过激烈角逐，
胡君逸等十名同学登上“向阳吉尼斯”
荣誉榜。

通过挑战赛，全校师生不仅锻炼
了身体、愉悦了身心，还树立了“坚
持体育锻炼，迎接健康生活”的理
念。

■通讯员 杨 玲

本报讯 为进一步增强全园师幼
防灾减灾意识、提高自救自护能力，日
前，淮安市新区幼儿园开展“防灾减
灾，安全同行”主题活动。

活动中，各班老师向幼儿讲解防
震、避险常识及疏散演练注意事项，通

过游戏、图片、视频等，向幼儿传授防
灾减灾安全知识，倡导孩子们争做“安
全小卫士”，增强安全意识。此外，该
园还组织开展安全疏散演练。

在今后的工作中，该园将时刻绷
紧安全教育这根弦，切实加强防灾减
灾教育，构建和谐、平安校园。

在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
新征程中，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是每一位教
育管理者的责任和义务；谋求学校优
质特色发展，聚焦办学内涵品质提
升，是新时代每一所学校的目标和追
求。

打造载体，实现育人功能广辐射

近年来，江苏省涟水中学不断总
结省级国学课程基地建设经验，逐渐
确定以课程基地为载体、课程开发为
突破、师生实践为路径的特色发展之
路。

立足基准点，发掘助推点，实现项
目创建定点开花。在追求特色发展过
程中，学校以省级生态环境教育课程
基地建设为蓝本，积极调配人员、组建
团队、深入研讨，发掘与之相关的创建
项目，使省级生态环境教育课程基地
建设和省级生态文明实践基地、省中
小学生劳动教育与综合实践优秀基地
建设有序推进。

立足突破点，找准增长点，实现课
程开发落地生根。近年来，学校以国
学和生态两个省级课程基地为依托，
制定校本课程开发规划和优化方案，
按章依序开发特色校本课程。目前，
已开发国学课程、学科生态课程、学生
活动指导手册等，极大丰富了课程内
容，初步彰显了学校特色发展的魅力。

立足交汇点，聚焦出发点，实现育
人活动丰富多彩。在特色育人活动开
展方面，学校突出两大课程基地育人
功能精细化、智能化建设，积极推动育
人方式转型，实现育人活动的多样化

开展。学校先后开展传统礼仪、诗词
创作、乡土文化等方面研究活动，果蔬
种植、水生植物水培实验、家畜家禽饲
养实践、农作物种植实践、生态环境实
验研究等活动，拓宽了育人路径，强化
了育人效果。

丰富形式，注重“五育并举”齐推进

全面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积极落
实“五育并举”，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注重社团建设，以国学馆、生态
馆、体育馆为主要平台，形成类型多
样、数量充足，能够满足学生不同兴趣
爱好和需求的艺术团体、体育团队、科
技社团，依托读书节、戏剧节、生态节、
体艺节、国学节“五大主题”校园节开
展具有品牌影响力的特色活动。

注重活动组织，在探索活动育人
过程中，形成以“劳动活动、科技活动、
体育活动、才艺展示活动”为主体的活
动育人体系，丰富学生生活，提升学生
能力与素养。

注重内容形式，在落实“五育并
举”过程中，学校不断探索、创新、丰富
活动形式，即做优品牌项目，扩大特色
发展影响力；创新活动形式，增强特色
发展竞争力；组织大型活动，凸显特色
发展表现力。

牢记使命，突出内在动力深激发

学校的发展在师生，品质的提升
也在师生。师生永远是学校长足发展
的宝贵资源，学校要实现高质量发展，
必须激发师生动力。

加强师资建设，打造优质团队。

当下，学校积极组织交流学习，推进
“广教研”和“青蓝结对工程”实施，强
化“传学帮带”，开展优课竞赛活动，为
教师成长搭建舞台；厚植崇高教育情
怀，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提升教师修
养，逐步打造“四有”好老师团队，为学
校发展增后劲；精心编制教师成长发
展规划，建立追踪式培养档案，强化教
师生涯发展指导，把教师逐步培养为
名师，为学校发展集智聚力。

推进教学改革，促进质量提升。
面对新一轮课程改革，学校通过专家
讲学、专题培训等，持续推动每一位教
师更新教学理念；采用全新研学模式，
打造“以学生为主体”的高效课堂；成
立学科核心团队，凝聚集体智慧，精心
研究打磨，推出符合学校实情的高质
量集体教案；加大课堂开放力度，让课
堂成为检验教学改革成效的主阵地。

强化优生培养，重塑品牌辉煌。
立足“办人民满意教育”的目标，学校
在优生群体培养方面思考颇多。推进
基础培优工程，按原则精选培优师资、
遴选优生群体、确定培优内容、制定培
优方案，常态化、系统化，有重点、有目
的地推进基础培优工作；实施全员导
师制，按照“六科捆绑、弱势对位、全程
跟踪”的原则，做好边缘生转化，保证
高考一、二本录取率再提高；探索升学
多渠道，在深入研究综合评价、专项计
划、强基计划等招生录取办法的基础
上，积极与资深教育机构合作，增加

“一评价、两计划”的录取人数；注重育
人多路径，根据发展形势和学生兴趣
爱好，开设艺术班，让更多优秀学生冲
刺文化类和艺术类名校。

把握机遇，聚焦发展愿景精谋划

“十四五”时期，支持涟水中学创
建省高品质示范高中，是县委县政府

“重塑涟水教育辉煌”的目标。当
下，学校把高品质示范高中建设放在
突出位置，精心谋划，力争取得长足
发展。

坚定“巩固一批、再添一批”的建
设思路，力争 5 年内建成市高品质示
范高中。首先，巩固已建成的两个省
级课程基地、已获得的省市级教学成
果、已形成的育人模式和已取得的育
人成果，争取 3 年内完成县市审核与
推荐。其次，再增添一个省级课程基
地、再获得一两个省级以上表彰、完成
校园电子设备的更新换代和信息化功
能教室的改造、建成智慧校园和智慧
教室，力争 5 年内建成市高品质示范
高中。

坚定“做优一批、规划一批”的发
展理念，力争5到8年建成省高品质示
范高中。全面加强课程基地建设、教
师团队打造、品牌课程开发及活动品
牌项目、省级以上教学成果与前瞻性
项目的研究，形成一批具有代表性和
影响力的特色项目；规划好与国际著
名高中的交流合作、与知名高校科研
院所的合作培养、与国外同行开展研
究的途径和方式，形成一批具有知名
度和认可度的品质项目，力争5到8年
建成省高品质示范高中。

挑战和机遇并存，涟中人始终不
忘初心、砥砺奋进，将以实际行动推动
高品质示范高中建设，努力为地区教
育事业发展增光添彩。

■通讯员 袁 萌
卢 艳

本报讯 5 月
12 日是国际护士
节，为弘扬伟大抗
疫精神，表达同学
们对医护人员的感
激之情，日前，淮
安市深圳路小学
开展“遇见最美的
你——感恩白衣天
使”主题教育系列
活动。

同学们在班会
课上了解护士节的
由来，重温南丁格
尔誓词，聆听白衣
天使的光荣事迹，
医护人员子女分享
家长身经百战、感人
至深的抗疫故事，
让大家感受到白衣
天使在疫情面前无
私无畏、勇敢逆行
的精神。

他们用爱做画
笔、用情做颜料，绘
制一幅幅医护人员
海报与手抄报，用
平凡的作品表达不
平凡的爱。

在这个特殊的
日子里，学校领导
及少先队员代表还
给为全校师生做核
酸检测的护士送上
鲜花。

■通讯员 夏妮娜

本报讯 为帮助教师根据幼儿年
龄特点和兴趣爱好制订日计划，日前，
淮安市富士康幼儿园通过线上会议的
形式，开展南马厂片区学前“日计划制
订与实施——反思与调整”线上专题
研讨活动。活动特邀淮安经开区学前
教研员、省特级教师殷秀兰，片区负责
人赵雪娟，片区幼儿园园长和老师等
参加线上研讨。

富士康幼儿园的何竹君、邹欢、陆
方媛等老师在研讨中分享本班级日计
划案例，发掘孩子兴趣、查找不足之
处，开设有价值的活动课程。片区内
各幼儿园老师分别发表意见，并结合

所在园提出设想。
殷秀兰对此次活动进行点评，

并对日计划的反思与调整提出指导
意见，希望与会人员要有自己的价值
判断，不仅要关注大部分孩子的发
展，还要关注特殊儿童的发展。在实
施日计划时，既要符合本班幼儿实
情，又要便于教师操作。教师要自我
学习、发现问题、及时跟进，力争做
一名有思想、有创造性和能动性的
教师。

线上“云教研”，聚力共成长。片
区老师们将在今后的工作与学习中
不断总结反思，开展有爱、有温度的
学前教育，让孩子们拥有快乐美好的
童年。

■通讯员 蒯 军

本报讯 今年5月12日是第14
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为增强师生安全
意识，淮安市盐河镇中心学校组织开
展地震逃生应急疏散演练。

演练前，学校安全处专门制定详
细的演练方案，确保演练快速、高
效、有序进行。随着警报声响起，学
校相关领导和老师马上赶到预定地
点，任课老师组织学生用书包等物品

护住头，蜷曲身体，躲到墙角或书桌
下。一分钟后，警报声再次响起，老
师引导所有学生有序、迅速撤离到操
场上，全校学生无一人掉队，前后仅
用时40秒钟。

演练结束后，学校安全处对本次
演练进行总结，并对学生开展“减轻
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主题安全
教育，普及防灾自救知识，指导学生
遇到危险时如何逃生等。

防灾减灾 安全同行

新区幼儿园主题活动内容丰富

富士康幼儿园
邀请特级教师指导教研活动

盐河镇中心学校
开展地震逃生应急疏散演练

■通讯员 程 璐 季 园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高教师信息
技术应用能力，加快推进“合创”智慧
校园项目建设，日前，淮安市合肥路小
学结合疫情防控形势和“双减”背景，
通过线上腾讯会议的形式，组织教师
开展“提升工程2.0”培训。

学校邀请具有丰富信息化教学、

智慧课堂及智慧校园培训经验的华东
地区希沃讲师韩昱为大家主讲。韩昱
为老师们详细讲解希沃“云课堂”、
校本资源库建设、线上集体备课等内
容。

本次培训提升了该校教师信息技
术应用能力，明确了在教研中如何运
用信息技术，让他们感受到了信息技
术带来的教学改革力量。

■通讯员 卢志鹏

本报讯 日前，淮安市繁荣小学
五年级举行全力抗击疫情健康知识
竞赛。

竞赛内容包括疫情防控、病毒防

治、健康知识问答等。同学们经过认
真准备，答题正确率较高，全年级共评
选出一、二、三等奖30名。

本次健康知识竞赛以赛促学，增
强了同学们的疫情防控意识，为构
建平安校园打下了坚实基础。

■通讯员 薛彩虹

本报讯 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丰富校园文化生活，日前，淮安市
淮北路小学举办“魅力诗词、诗意校
园”诗词大会，让孩子们充分感受古诗
词的美妙韵律和美好意境。

本次诗词大会分前期准备和比拼

展示两个阶段。比拼展示现场进行背
诗词、接长龙，填字词、连诗句，观图
画、猜诗句，辨情境、对诗词等，竞赛形
式丰富多彩。选手们准备充分、争抢
先机、应对自如，气氛紧张激烈。重温
诗词，遇见美好。本次诗词大会培养
了同学们学习古诗词的兴趣，增强了
民族自豪感。

合肥路小学开展“提升工程2.0”培训

繁荣小学举行健康知识竞赛

淮北路小学举办诗词大会

谋特色发展 求质量提升

江苏省涟水中学着力建设高品质示范高中
■江苏省涟水中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 胡恒进

引进企业大师 成立人才专班

市高职校开启产教融合新模式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学生：

创作励志屏保 助力疫情防控

淮阴师范学院附属小学：

“向阳吉尼斯”挑战赛 打造校园风景线深
圳
路
小
学
开
展
护
士
节
主
题
教
育
活
动

日前，淮安市文津小学举行“书香润津园”读书节启动仪式。读书节期
间，各班级开展丰富多彩的读书活动，孩子们采用PPT或手抄报的形式，向
小伙伴们推荐经典书目，倡导大家多读书、读好书。

■通讯员 马 平 华千千

坚持“两手抓” 夺取“双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