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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牛路小学

近日，中原区伏牛路小学迎来了登封市磴槽艺术
学校师生们送来的戏曲文化盛宴。演员们为师生演
出了现代京剧《红灯记》、传统剧目《花木兰》等，活动
中还穿插了普及戏曲知识环节和互动环节，让孩子们
进一步感受了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戏曲文化的魅
力。

◆管城回族区回民第一小学

近日，管城回族区中小学短式网球比赛在管城回
族区回民第一小学举行。共有来自管城回族区回民
第一小学、南学街小学、七里河小学、外国语小学、创
新街紫荆小学、实验小学等学校的代表队参赛，比赛
分为甲乙两组，分别进行了男女单、双打，团体比赛。

◆创新街小学

近日，管城回族区创新街小学教育集团举行了
“走进自主课堂，聆听智慧教学”数学青年教师展示课
研讨活动，为青年教师们搭建了一个实践教学理念、
锻炼自己、展示才干、交流学习的平台，促进创新街小
学教育集团数学课堂教学水平的提高。

◆东风路小学

10月 23日，惠济区东风路小学在学校操场开展
了“红领巾”跳蚤市场活动，不仅提高了闲置图书的使
用价值，营造浓厚的校园共读的氛围，更重要的是提
升了队员们的交往沟通、策划组织和经营理财的能
力。

◆高新区实验小学

近日，高新区实验小学第二届“阅之美”校园读书
节活动正式开幕。学校在高年级举行了读书征文比
赛，在中年级举行了读书摘抄评比，在低年级举行了
讲故事比赛。

◆南学街小学

10月 23日，管城回族区南学街小学组织全体学
生开展了汉字书写比赛。本次活动既提高了学生规
范汉字的书写水平，又培养了学生对书法的兴趣，为
进一步推动南学街小学的书法特色教学打下了良好
基础。

◆紫东路小学

为了打造“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
系，促进学生健康全面发展，给校园文化注入新的活
力，近日，管城回族区紫东路小学开展首次特色家长
课堂活动。7名来自不同行业的家长根据自身专业和
特长，精心备课，为孩子们呈现了一节节精彩的课堂。

◆货栈街小学

近日，管城回族区货栈街小学四一中队开展了
《让我们的教室更美丽》少先队活动课。队员们尽自
己最大的努力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有的剪造型、有
的填颜色、有的装饰，共同把教室打扮得漂漂亮亮。

◆江山路第一小学

近日，惠济区江山路第一小学举办家长沙龙活
动，为家长普及心理健康知识，提升家长科学教育理
念，促进家长学习成长，更好地做好家校育人的工作。

◆优胜路小学

亲子共读是家庭教育的重要方式之一，关系广大
少年儿童健康成长。近日，金水区优胜路小学三一班
就亲子共读开展问卷调查，促进家长陪伴阅读。

◆惠济区实验幼儿园

为了进一步增强幼儿、家长及教师的安全防拐骗
意识，提高幼儿的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避
免拐骗幼儿的事故发生。近日，惠济区实验幼儿园组
织全体幼儿开展防拐安全教育活动。

◆五里堡小学

10月 22日，管城回族区五里堡小学开展了“做诚
信学生”主题教育活动。增强学生的“孝敬、节约、诚
信”等意识，将诚信教育与日常教育相结合，建立诚信
教育长效机制。

◆凤凰双语小学

近日，金水区凤凰双语小学党支部组织党员20余
人赴兰考县学习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重温入党誓
词，缅怀革命先烈。

◆建设路第二小学

近日，中原区小学语文学科新上岗教师协作组比
赛活动在中原区建设路第二小学西校区举行，使青年
教师对语文教学有了新的理解与思考，助推中原区青
年教师的快速成长。

◆荥阳市第三幼儿园

10月 22日，荥阳市第三幼儿园开展了“我在三幼
找秋天”的活动。孩子们在“寻秋”这个充满兴趣的活
动中，建构着自己的认知结构，发展着自己的智慧。
在亲身实践的活动中，进入自觉、积极的学习状态。

在语文教学上，申建平坚持对学
生从读、背、写三方面进行训练。“近
几年，语文学科的核心素养谈得比较
热，这个热应该是热在老师。我提倡
读、背、写三个字。读，体现在学生掌
握知识的丰富性。背，是精度，一些
需要背的资料，学生必须精确掌握，
才能更好地提高语言表达能力。写，
则是最后的落脚点。”

而为了帮助学生达成读、背、写
的目标，申建平还对学生实施了许多

“优惠措施”。比如学生背会了《长恨
歌》等大篇幅文章，那么在考试的时
候，就可以加五分，以此来激励学
生。为了让学生更加喜欢语文课堂，
申建平紧随时代的步伐，讲学生喜欢
听的语言，在教学中穿插他们感兴趣
的话题。“我很欣赏当代作词人方文

山的一些歌词，那里有唐诗宋词的味
道。在课堂教学中，我会冷不丁地加
入进去，而学生的反映也证明这是有
效果的，一听到这些，他们就会立马
来了劲头。”

精彩的教育，是向学生传递正能
量。在申建平看来，这种正能量便是
爱。“学生是一本书，要教师潜心去研
读。班级是一个家，要师生用心去经
营。”他说，作为班主任，除了要管理
班级，提高成绩之外，最重要的就是
要了解班级里的每一个孩子，及时体
察他们的内心动态，疏导情绪，化阴
霾为朗日。之前的一个学生因为家
庭原因导致在校期间情绪低落，申建
平便在课后及时了解到他的情况。
一次次地谈心，一次次地引导，终于
稳定了这个学生的情绪。

教育是百年树人的大业，育德比
育才更重要。三十多年的育人之路
上，申建平始终坚持着以文化人，立德
树人。每当在校园里看到有学生随手
扔垃圾，无论是不是自己所带的学生，
申建平都会上前制止。他说：“尽管部
分学生的文化基础不是特别好，但他
们依然可以成为品德高尚之人。”

春华秋实，申建平一直辛勤地耕
耘着，守护花开。每年的教师节、春
节，他都会收到很多学生们的鲜花、
卡片、电话祝福等。学生们感激地
说：“谢谢一路有您。”而每当这时候
申建平就会觉得自己非常地富有。

洒下了一滴滴汗珠，收获了一
份份感动。他说：“只有爱，才能赢
得爱。你爱教育事业，教育事业也
会爱你。”

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教学质量是
教育工作的生命线。教师的素质决定学
生的前途，教师的水平决定学校的品位，
教师的风采决定教育的形象。

为打造一支综合能力强的师资队
伍，十八里河中心小学坚持每位教师每
月一本书制度，共读、共享、共交流；坚持
师生晨诵、午读制度，教学相长引领示
范；为全体教师赠送优质图书，综合提升
教师人文素养。在该校，青年教师占总
教师人数近四分之三，抓青年教师成长
显得尤为重要。学校开展“青蓝工程”一
带一，强化三笔字基本功，新入职教师开
学第一课、青年教师交流课、骨干教师示
范课、师徒同上一节课……一系列活动让

青年教师在团队的帮扶下成长得更快。
该校青年教师孙菁感慨道：“学校的‘青蓝
工程’让我受益匪浅，有了师傅的帮带，我
的课堂教学更扎实了，我也更自信了。”

在小刘东小学，为缩小城乡师资差
距，大力推进素质教育、全面提高教育教
学质量，该校不断为学校的师资建设注
入新鲜血液，引进大批高学历、高素质年
轻教师。三级教研、多渠道赛课、基本功
比赛、请进来走出去、师徒结对……创新
街小学教育集团绿都澜湾校区通过丰富
多样的形式为教师搭建学习交流平台，
不断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在班级管理
上，通过集体教研活动，我学习到其他班
主任老师管理班级的方法，使我从刚开

始的迷茫无措，逐渐找到自己班级的管
理方式，也开始有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和
措施。”该校新入职的语文教师时若涵表
示，学校的教研培训活动让自己对未来
的教学工作增添了许多的自信和力量，
自己会不断努力，成为一名优秀的教师。

记者了解到，上年度十八里河辖区
教师在成果、论文、基本功、优质课等活
动中，获得省级奖30余项，市级奖150余
项。尤其是梁军杰的语文课优质课、林
秀芳的化学优质课、曹艳娜的生物优质
课、李康的思想品德优质课均荣获省级
一等奖。一个个奖项背后是十八里河辖
区教师队伍过硬的业务能力，是他们勤
勤恳恳，兢兢业业的努力耕耘。

潜心浇灌 守护花开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是国计，也是民生；是今天，更是明天。
现阶段，我国义务教育发展的任务已经从“有学上”转变为“上好学”，在
这样的背景下，“均衡教育”成为一个核心的发展理念。要办“适合学生
发展、奠基学生未来”的教育，促进教育优质、均衡、特色、和谐发展，是
管城回族区教育强区建设的总方向。

近年来，该区十八里河辖区的教育教学工作蓬勃发展，教育质量连
年攀高。十八里河中心校全面贯彻党的“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服务
基层学校，提升教育质量”为中心，积极开展教育教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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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读书人的标准：读万卷书，行万
里路，上万次网。”“你们爱玩王者荣耀，爱

‘吃鸡’，这些我都知道。”……
活泼的语言，“调皮”的语调，光看这些，

很难想象出这些话是出自于郑州市艺术工
程学校一名从教35年的老教师之口。他是
申建平，自1983年踏上三尺讲台，在教师的
岗位上一干就是几十年。他善于用小品一
样的语言，把枯燥的学习内容变得有趣，为
学生们送上一堂堂幽默风趣的语文课。

申建平 郑州市艺术工程学校语文教师

申建平与学生畅聊心事

让孩子上好学校

每天清晨，当金色的晨光刚刚洒满校
园，就能看到孩子们背着书包，欢乐地与
小伙伴手牵着手走进春晓小学。这是一
所年轻而又充满活力的学校。从 2015年
8月开始招生，作为新建小学，在区政府和
教体局的大力支持下，春晓小学先后建成
了融现代化、科技化、多功能为一体的报
告厅，建成了标准的录播教室和少先队
室，以及典雅的茶艺教室、舒适的教师阅
读室和别具一格的图书馆等专项场地。

一周一节的足球课和足球社团的训
练有了新场地，这里的孩子终于能和城里
的孩子一样，在蓝天下的绿茵场上自由飞
奔。在大王庄小学新建成的足球场上，每
天都能看到足球在草坪上恣意滚动，笑容
在每一个孩子的脸上快乐绽放。

花溪路幼儿园在厨房配备了蒸车、电
饼铛、烤箱、发酵箱等先进的设施设备，以
保证幼儿吃的所有食品都是幼儿园自己
加工制作的，让幼儿吃得干净、营养、健
康。南小李庄小学特意打造一处温馨僻
静的“阳光小屋”，配备有音乐放松椅、沙
盘及模型、发泄人等作为心理咨询室。站
马屯小学的录播教室配备多台 360 度自
动旋转摄像头，自动捕捉影像，自动抓拍
师生动作，图像清晰，录制无杂音，使老师
们的录播课更加出彩。漓江路小学作为
一所新建校，从硬件建设到办学发展等方
面都做到了高起点定位、高规格发展……
记者了解到，在过去的一年中，十八里河
辖区学校加大教育投入，投资 1000余万
元维修教楼、操场，购置教学仪器、图书，
不断改善学习办公环境，均衡义务教育办
学，着力营造宽松舒适的教学环境，逐步
提高教育教学水平。

学校课程是教学目标的具体落实，只
有从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出发，才能提高
特色课程有效性，通过恰当丰富的特色课
程资源，满足学生的成长需求。

在课程教育改革和特色课程建设中，
小刘东小学积极探索并实践了创新教育，
有效促进学校教学改革以及教师的专业
发展，进一步更新了教学思想，提升了教
育理念。结合创客教育，该校建设有以

“花样跳绳、管乐、合唱、舞蹈”为常年发展
的文体课程，以“创客建筑模型、机器人搭
建及软件编程、3D打印及激光雕刻”等为
探索实践的创客课程，以“铝丝手工、刺
绣、陶艺、烘焙、滴胶”等14个社团组成的
综合实践课程，充分培养了学生的核心素

养能力。该校学生刘家硕感叹道：“学校
丰富的社团课程不仅激发了我们的学习
兴趣、开拓了视野，而且让我们在学习社
团课程的同时逐步树立了自信、加强了自
我认知。”

研发篮球校本课程，确保人人有篮
球、练篮球、爱篮球；研发少儿板画课程，
将少儿板画与管城商都文化紧密结合，传
承工艺，传承文明；开展葫芦丝进课堂活
动，用小乐器伴随儿童生活成长……在特
色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为满足学生个
性化需求，进一步强化教育教学，让学生
享受平等、普惠的优质教育，十八里河中
心小学在阅读课程、篮球课程、艺术课程
等方面凸显办学特色。“研发特色课程，让

每一个孩子都能在享受优质教育资源中
快乐成长，是我们朴素的教育理想。”该校
校长王凤香如是说。

“校本课程多元化，学生生活多彩
化”，本着这样的教育理念，站马屯小学依
据学生需求，适度研发校本课程，给予学
生更多的营养。先后开设了戏曲、舞蹈、
彩泥、创客、啦啦操、排球等 19 门课程。
除此之外，柴郭小学的足球课程、南小李
庄小学的书法课程、春晓小学的茶艺课
程、大王庄小学的诵读课程，八郎寨小学
的陶笛、彩塑课程均精彩纷呈，百花齐
放。这些课程既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又
陶冶了学生们的审美情趣，为教育学生健
康成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让乡村孩子幸福起跑让乡村孩子幸福起跑
——从十八里河辖区学校感受管城基层教育的力量

让孩子有好老师

让孩子享特色课

◀大王庄小
学“磨课·提升”
促教师成长

▼ 春 晓
小学茶艺社
团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