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在西安市铁一中了解
到，以铁一中为核心共聚的有5
所学校：公办初中西安市第十
二中学、公办完全中学西安市
第二中学，民办初中辅轮中学、
民办高中西铁国际。2012年，
铁一中成为大学区管理制改革
的首批学校，其成员校又加入
了灞桥区的滨河学校、长安区
的湖滨学校和五楼中学。在充

分结合各学校的办学情况下，
西安铁一中的“名校＋”工程
的推进以两校制度建设和教
师队伍建设为基本点，支持改
善硬件条件的同时，着力提升
软件，探索采用分类推进的方
式，如“公办+公办”，采取结对
提升，精准帮扶的办法，着力
解决铁一中与十二中、二中公
办薄弱学校发展中的突出问

题；“公办+民办”，则施行“一
长多校，共同发展”的方式，以

“铁一中+铁一中分校、西铁国
际、滨河、湖滨四所民办学校，
打造群体高质量教育品牌；

“民办+民办”，则通过交流合
作，资源共享的方式，如铁一
分校、西铁国际分别加滨河初
高中，滨河小学部与湖滨小学
部，彼此借鉴，合作竞争。

西安市铁一中分类推进多形式提高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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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丹凤县委、县政府主办，丹凤县
安森曼葡萄酒庄有限公司承办的“百
年丹凤·品味中国红，2018丹凤安森
曼葡萄酒文化节”今日在丹凤开启。

据了解，此次活动是近年来丹凤
举办规模最大的一次葡萄酒盛会，也
是丹凤首届葡萄酒文化节。活动邀
请国内知名葡萄酒酿酒专家及营销
专家亲临现场，进行葡萄酒品鉴及论
坛讲座。除此之外，主办方还准备了
精彩的开幕式文艺节目演出助兴，活
动内容丰富多彩，诚挚邀请陕西酒水
行业精英、优秀经销商等前来参加。

开幕式上，将有葡萄酒业及文化
界知名人士、嘉宾、知名媒体及市、县
旅游联席会议成员代表等亲临。本次
活动还准备了葡萄酒品评会互动环
节，并邀请国内外知名葡萄酒行业营
销专家、行业教授亲临现场对丹凤葡

萄酒的发展进行探讨交流。
为了推动丹凤葡萄酒向健康领

域发展，主办方准备了葡萄酒高峰论
坛活动，特别邀请到著名文化学者商
子雍、著名营销专家马斐做客论坛，
高峰论坛将以酒为媒、以会为桥，各
方携手合作、共谋发展，共同推进葡
萄酒产业。

为活跃丹凤安森曼葡萄酒文化
节气氛，丰富活动内容，主办方特地准
备了精彩的当地及地区特色文化节目
现场表演，让前来参与的领导及嘉宾
感受丹凤地区的文化特色。了解陕西
文化，带你走进震撼人心的《大唐盛
世》，抢眼的花式调酒、秦歌十三狼带
来的陕西名曲、精彩的节目汇演，让远
到而来的游客感受丹凤葡萄酒的魅
力，感受到丹凤人的热情。P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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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名校+工程 促优质资源共享

西安各学校大开“脑洞”

“习酒·老酒鉴定海选会”
今日约藏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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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参与流程：
报名:关注微信公众号，在左下

方“最新活动”一栏，点击“老酒收
藏鉴赏”进入报名页面，点击“报名
通道”或拨打电话0851-84856659
可咨询报名。

海选:在报名成功后，习酒公司
将组织已报名藏友参加老酒甄选
鉴定预选会，专家团队将对藏友所
持老酒进行免费评估。

入选:在预选会的基础上，由专
家组讨论选出预选会上最具有收

藏价值和代表意义的老酒，确定六
位持宝人参与“习酒·老酒鉴赏与
收藏&窖藏年份酒尊享品鉴会”活
动竞价。

竞卖:在“习酒·老酒鉴赏与
收藏&窖藏年份酒尊享品鉴会”
活动现场专家会对持宝人所持
藏酒进行点评，给出市场估价，
由台下的嘉宾
根据自己的意
愿参与自由竞
价活动。

2018丹凤安森曼
葡萄酒文化节今举办

自今年8月下旬以来，西安市教育局在原有“大学区管理”制基础

上，为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在西安市范围内推进西安市教育系统“名

校+”工程。据了解，2018年西安市组建名校+的教育联合体66个，

涉及学校147所（“名校”66所，“+校”81所），其中中学28个，小学33

个，学前教育5个。那么“名校+”工程在各学校是如何推进的？近日，

记者走访了西安市部分实施“名校+”工程的主体学校。

西安市第一保育院是与西
安市第六保育院、西安市碑林区
新旅程幼儿园结成“名校+”教育
联合体。在西安市第一保育院
院长王淑君看来，同时肩负“公
办+公办”、“公办+民办”模式的
教育综合体，意味着要有更科学
的规划去辐射名园的影响力。
被誉为“红色摇篮”的西安市第

一保育院，在“名校+”工程中，沿
着“摇篮精神”的主线，以“起承
转合”的思路推进。比如西安市
第六保育院，是“公办+公办”的
形式，将继续沿用一长多校的
管理模式。由于行政区域的跨
度，在队伍建设、环境指导等方
面会采用“线上+线下”的模
式。对于新旅程幼儿园，是“公

办+民办”的形式，结合该幼儿
园的办园性质、资源配置与师
资水平，将进行点对点的剖析、
规划。同时，西安市第一保育
院的“摇篮精神”也将成为创设
品牌化“名校＋”教育联合体的
文化核心，让六保、新旅程幼儿
园的孩子在一保的师资中，浸
润“摇篮文化”。

西安市第一保育院“起承转合”的主线浸润“摇篮文化”

据西安市新城区教育局负
责人介绍，目前，该辖区内共组
建了51个“名校+”教育共同体，
其中一长多校同体 15个，学校
联盟共同体 22个，教育集团共
同体 10个，中小幼共建共强区
域共同体 4个。黄河小学是一
所在西安市新城区康乐路区域
教育发展中发挥名校引领的名
校。实施一长多校、学校联盟、

集团化办学中，主动请战，托管
黄河小学电力分校，与中兴路
小学实行分校双挂牌，从而组
建了西安市新城区黄河小学

“名校+”教育集团。
黄河小学电力分校的家长

们告诉记者说：“孩子回到家可
高兴了，他们配发的校服和黄
河小学一模一样，他们也是黄
河小学的学生啦。”家长表示，

“名校+”模式，让老百姓在家门
口就能享受黄河小学优质资
源、科学的管理模式，而且回家
后孩子的表现能明显感觉到变
化。这样的认同感，归属感不
仅在学生、家长层面汇聚，从把
学校办好的情感认同，到知行
合一的价值认同的“名校+”工
作理念，更是极大调动起了老
师们的工作热情。

西安黄河小学 师资共享效果初显

西安高新第九小学成立于
2017年 9月，自建校起，高新国
际学校校长王志宏便兼任高新
第九小学校长，提出了依托高新
国际学校，遵循“文化同根、理念
先行、管理同步、质量同的”四同
理念，推进“名校+新校”的办学
模式，帮助九小快速发展。

首先，进行全景式管理培
训。在九小筹备期间，九小的
中层管理人员进入西安高新国
际学校参加培训，从愿景、战
略、能力和文化五个方面展开，
帮助九小快速提升管理水平；
一年多时间以来，浸入式管理
帮扶成为了两校日常交流的常
态。国际学校主管行政后勤、
教育教学三位副校长以及分管
学科的校长助理定期对九小各
项管理工作、教育教学进行细
致指导和严格督导，浸入式的
管理，保证了“管理同步”这一
理念落到实处。不定期开展教
师轮岗双向交流活动，也是西
安高新国际学校推进“名校+”

工程中的一项重要举措。在高
新国际学校的引领下，通过教
研活动相通相融，课堂教学实
践提升，课后辅导同步跟进，青
蓝工程结对引领，赛季奥活动

同台竞技，STEAM课程同步实
施，班级管理传经送宝等形式
多样的协同教学方式，稳步提
升教学质量。

本报记者赵娜

西安高新国际学校 “名校+新校”模式推进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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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本报“习酒·老酒鉴赏与收
藏”活动引起读者广泛关注。不少习
酒爱好者通过微信、电话咨询，如何
参加此次活动。有的要“献宝”，希望
鉴定手中的老酒；有的想品尝真正的
陈年好酒。

据悉，今日下午3点，“习酒·老酒
鉴定海选会”在西安香格里拉酒店举
办。本次活动将海选出6位持宝人，携
最具代表意义和收藏价值的习酒老酒，
参加10月13日“习酒·窖藏年份酒尊享
品鉴会暨老酒鉴赏与收藏”活动。

专家评估老酒的价值

主办方组织此次活动，一是分辨
习酒的收藏价值和品质气韵，二是帮
助消费者评估藏品的市值。在甄选
时，专家将根据老酒的品相、年代、稀
缺程度等方面去评估藏友手中老酒
的收藏价值。

据相关专家介绍，白酒无论是收
藏或饮用，高度白酒比低度白酒具有
更大的收藏价值与升值空间，酒类储
存时需注意避光、干燥、通风、瓶身保
护与密封等环节。保存时避免使用
蜡封、保鲜膜及胶带缠绕等对于酒体
外包装具有破坏性的保存或密封手

段。可使用生料带、密封袋等具有较
好密封性且没有粘性的物料对酒的
包装进行保护，避免老酒外包装损坏
带来的损失。

鉴定海选会吸引全国藏友

据了解，第一场贵州站的“习酒·
老酒鉴定海选会”，在活动发起的两
周内，就收到全国各地400多名老酒
收藏爱好者报名。组委会根据藏友
提交的藏品照片和年代等备注信息，
从400多名藏友中挑选出了20名到
现场，甄选出9名老酒“持宝人”参加
竞猜、竞价活动。

据歌德盈香老酒鉴定师李超介
绍，初步甄选通知了20名藏友，现场
来了30多人，有一家三代、有亲戚朋
友。藏品大部分出自上世纪 80年
代，其中不乏品相相当完美、70年代
早期的红卫大曲这样的珍品。

“报名人数超过 400名，初步筛
选的20名藏友，带来360多瓶不同时
期的老酒，使得我们甄选难度加大不
少。”李超感慨，贵州的消费者对老酒
的认知这么深，收藏如此多，这在全
国都很罕见，不愧是白酒之乡。

本报记者 唐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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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以铁一中为核心共聚的有5
所学校：公办初中西安市第十
二中学、公办完全中学西安市
第二中学，民办初中辅轮中学、
民办高中西铁国际。2012年，
铁一中成为大学区管理制改革
的首批学校，其成员校又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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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丹凤·品味中国红，2018丹凤安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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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发展，主办方准备了葡萄酒高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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萄酒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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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关注微信公众号，在左下

方“最新活动”一栏，点击“老酒收
藏鉴赏”进入报名页面，点击“报名
通道”或拨打电话0851-84856659
可咨询报名。

海选:在报名成功后，习酒公司
将组织已报名藏友参加老酒甄选
鉴定预选会，专家团队将对藏友所
持老酒进行免费评估。

入选:在预选会的基础上，由专
家组讨论选出预选会上最具有收

藏价值和代表意义的老酒，确定六
位持宝人参与“习酒·老酒鉴赏与
收藏&窖藏年份酒尊享品鉴会”活
动竞价。

竞卖:在“习酒·老酒鉴赏与
收藏&窖藏年份酒尊享品鉴会”
活动现场专家会对持宝人所持
藏酒进行点评，给出市场估价，
由台下的嘉宾
根据自己的意
愿参与自由竞
价活动。

2018丹凤安森曼
葡萄酒文化节今举办

自今年8月下旬以来，西安市教育局在原有“大学区管理”制基础

上，为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在西安市范围内推进西安市教育系统“名

校+”工程。据了解，2018年西安市组建名校+的教育联合体66个，

涉及学校147所（“名校”66所，“+校”81所），其中中学28个，小学33

个，学前教育5个。那么“名校+”工程在各学校是如何推进的？近日，

记者走访了西安市部分实施“名校+”工程的主体学校。

西安市第一保育院是与西
安市第六保育院、西安市碑林区
新旅程幼儿园结成“名校+”教育
联合体。在西安市第一保育院
院长王淑君看来，同时肩负“公
办+公办”、“公办+民办”模式的
教育综合体，意味着要有更科学
的规划去辐射名园的影响力。
被誉为“红色摇篮”的西安市第

一保育院，在“名校+”工程中，沿
着“摇篮精神”的主线，以“起承
转合”的思路推进。比如西安市
第六保育院，是“公办+公办”的
形式，将继续沿用一长多校的
管理模式。由于行政区域的跨
度，在队伍建设、环境指导等方
面会采用“线上+线下”的模
式。对于新旅程幼儿园，是“公

办+民办”的形式，结合该幼儿
园的办园性质、资源配置与师
资水平，将进行点对点的剖析、
规划。同时，西安市第一保育
院的“摇篮精神”也将成为创设
品牌化“名校＋”教育联合体的
文化核心，让六保、新旅程幼儿
园的孩子在一保的师资中，浸
润“摇篮文化”。

西安市第一保育院“起承转合”的主线浸润“摇篮文化”

据西安市新城区教育局负
责人介绍，目前，该辖区内共组
建了51个“名校+”教育共同体，
其中一长多校同体 15个，学校
联盟共同体 22个，教育集团共
同体 10个，中小幼共建共强区
域共同体 4个。黄河小学是一
所在西安市新城区康乐路区域
教育发展中发挥名校引领的名
校。实施一长多校、学校联盟、

集团化办学中，主动请战，托管
黄河小学电力分校，与中兴路
小学实行分校双挂牌，从而组
建了西安市新城区黄河小学

“名校+”教育集团。
黄河小学电力分校的家长

们告诉记者说：“孩子回到家可
高兴了，他们配发的校服和黄
河小学一模一样，他们也是黄
河小学的学生啦。”家长表示，

“名校+”模式，让老百姓在家门
口就能享受黄河小学优质资
源、科学的管理模式，而且回家
后孩子的表现能明显感觉到变
化。这样的认同感，归属感不
仅在学生、家长层面汇聚，从把
学校办好的情感认同，到知行
合一的价值认同的“名校+”工
作理念，更是极大调动起了老
师们的工作热情。

西安黄河小学 师资共享效果初显

西安高新第九小学成立于
2017年 9月，自建校起，高新国
际学校校长王志宏便兼任高新
第九小学校长，提出了依托高新
国际学校，遵循“文化同根、理念
先行、管理同步、质量同的”四同
理念，推进“名校+新校”的办学
模式，帮助九小快速发展。

首先，进行全景式管理培
训。在九小筹备期间，九小的
中层管理人员进入西安高新国
际学校参加培训，从愿景、战
略、能力和文化五个方面展开，
帮助九小快速提升管理水平；
一年多时间以来，浸入式管理
帮扶成为了两校日常交流的常
态。国际学校主管行政后勤、
教育教学三位副校长以及分管
学科的校长助理定期对九小各
项管理工作、教育教学进行细
致指导和严格督导，浸入式的
管理，保证了“管理同步”这一
理念落到实处。不定期开展教
师轮岗双向交流活动，也是西
安高新国际学校推进“名校+”

工程中的一项重要举措。在高
新国际学校的引领下，通过教
研活动相通相融，课堂教学实
践提升，课后辅导同步跟进，青
蓝工程结对引领，赛季奥活动

同台竞技，STEAM课程同步实
施，班级管理传经送宝等形式
多样的协同教学方式，稳步提
升教学质量。

本报记者赵娜

西安高新国际学校 “名校+新校”模式推进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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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本报“习酒·老酒鉴赏与收
藏”活动引起读者广泛关注。不少习
酒爱好者通过微信、电话咨询，如何
参加此次活动。有的要“献宝”，希望
鉴定手中的老酒；有的想品尝真正的
陈年好酒。

据悉，今日下午3点，“习酒·老酒
鉴定海选会”在西安香格里拉酒店举
办。本次活动将海选出6位持宝人，携
最具代表意义和收藏价值的习酒老酒，
参加10月13日“习酒·窖藏年份酒尊享
品鉴会暨老酒鉴赏与收藏”活动。

专家评估老酒的价值

主办方组织此次活动，一是分辨
习酒的收藏价值和品质气韵，二是帮
助消费者评估藏品的市值。在甄选
时，专家将根据老酒的品相、年代、稀
缺程度等方面去评估藏友手中老酒
的收藏价值。

据相关专家介绍，白酒无论是收
藏或饮用，高度白酒比低度白酒具有
更大的收藏价值与升值空间，酒类储
存时需注意避光、干燥、通风、瓶身保
护与密封等环节。保存时避免使用
蜡封、保鲜膜及胶带缠绕等对于酒体
外包装具有破坏性的保存或密封手

段。可使用生料带、密封袋等具有较
好密封性且没有粘性的物料对酒的
包装进行保护，避免老酒外包装损坏
带来的损失。

鉴定海选会吸引全国藏友

据了解，第一场贵州站的“习酒·
老酒鉴定海选会”，在活动发起的两
周内，就收到全国各地400多名老酒
收藏爱好者报名。组委会根据藏友
提交的藏品照片和年代等备注信息，
从400多名藏友中挑选出了20名到
现场，甄选出9名老酒“持宝人”参加
竞猜、竞价活动。

据歌德盈香老酒鉴定师李超介
绍，初步甄选通知了20名藏友，现场
来了30多人，有一家三代、有亲戚朋
友。藏品大部分出自上世纪 80年
代，其中不乏品相相当完美、70年代
早期的红卫大曲这样的珍品。

“报名人数超过 400名，初步筛
选的20名藏友，带来360多瓶不同时
期的老酒，使得我们甄选难度加大不
少。”李超感慨，贵州的消费者对老酒
的认知这么深，收藏如此多，这在全
国都很罕见，不愧是白酒之乡。

本报记者 唐明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