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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苏娜）6月13
日，上海中学、东北师大附中校领
导和老师一行莅临西安铁一中参
观交流，各学科教师与铁一中同
行就新课程、新高考改革下的教
学教研展开讨论和分享。

研讨期间，西安铁一中校长
庆群邀请来访者观看了该校宣传
片《攀登》，并介绍了学校发展历
程和整体办学情况。

交流中，东北师大附中副校
长刘玉新作了《学术型教师培养
与校本教研》主题报告，并介绍了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积极推动

学术型教师队伍建设，深入实施
学术型教师培养的“12345”工程
取得的丰硕成果。

上海中学校长冯志刚以《不
走寻常路》为题，分享了上海中学
的办学理念与办学实践。

交流现场，上海中学、东北
师大附中的教师们对西安铁一
中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方法表示
赞赏，并结合各科教学发展的
最新趋势就教学方法、教材选
用、科研课题等一系列话题，与
西安铁一中的一线教师进行了
深入探讨。

本报讯（记者 王佳）6 月 10
日，咸阳彩虹中学高中校区召开
第 20 届青年教师“五项技能大
赛”动员会。彩虹中学执行校长
张争趣、副校长高辉等参加会
议。会上，科研处主任郝璞就本
次赛教活动中的一些问题给予
了细致解读。

会上，张争趣在讲话中肯定了
青年教师们入职以来的工作，希
望青年教师们能认真对待本次赛
教活动，认真备课，积极向其他老
师请教，赛出自己的水平，并能通
过本次赛教实现个人业务素质的
提高和该校课堂教学质量的整体
提升。

高辉在讲话中鼓励青年教师
们要认真准备，提升自我的同时
注意调整个人状态。并强调，赛
教是帮助大家成长进步、总结得
失的重要展台，要求参赛老师们
要正确看待。

郝璞提出，青年教师要抓住机
会，精心准备，赛出水平。

咸阳彩虹中学
召开技能大赛动员会

西安铁一中

名校教师“登门”研讨

本报讯（记者 张苏娜）“旌旗
飞扬展壮志，青春做伴迎高三！”
6 月 11 日，西安市第三中学“名
校 +”教育联合体举行新高三启
航仪式。

启航仪式上，西安市第三中学
副校长张引红勉励同学们，在高中
生涯的最后阶段，要心无旁骛，专心
享受奋斗的过程，同时提醒同学们
要学会规划，科学备考，善于休息，
紧跟高三老师们翔实的学习要求和
具体的复习节奏，并鼓励同学们自
信从容、勇敢坚持。

学生刘璋洋的家长作为家长代
表在发言中说道：“你们要始终坚
信，我们是你们最坚实的后盾，最温
暖的港湾。”家长们还精心录制了视
频，向同学们表达他们的支持和鼓
励。

高2022届年级主任叶小安勉励
同学们：“作为你们的老师，我们朝
夕相伴了两年，有幸陪大家一同走
过了你们生命中最亮丽的时节。在
这最后的一年里，愿意甘做人梯，助
你们攀登险峰。”

西安市三中“名校+”
举行新高三启航仪式

本报讯（记者 赵勇）6 月 10 日
至 11 日，在碑林区第 32 届中小学
艺术展演活动中，乐居厂小学舞
蹈作品《星星在闪烁》荣获小学组
特等奖。

在 本 次 比 赛 中 ，该 校 选 派
的 选 手 以 优 美 的 舞 姿 和 用 情
的 演 出 ，赢 得 了 场 上 阵 阵 掌
声。

负责展演的音乐组杨妍和
张梦颖老师纷纷表示，本次的
荣 誉 离 不 开 校 领 导 的 鼎 力 支
持，及指导老师的辛勤付出，更
离不开参赛同学的辛苦排练和
家长们的默默支持。孩子们利
用放学后时间反复排练，没有
一名同学喊苦叫累中途放弃 。
这一份荣誉不仅属于学校，更
属于每一位为本次艺术展演而
努力的学生和家长。

碑林区中小学艺术展演
乐居厂小学获佳绩

本报讯（记者 王佳）6 月
11 日，阎良区关山初级中学
邀请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袁利平教授来到该校，就如
何促进学生深度学习作课堂
教学改革报告。通过聆听报
告，让该校老师达到更新教
育观念，了解新形势下的教
育改革和学科发展趋势的目
的，从而全面提升该校的课
堂教学。

指导期间，袁利平教授逐
班进行巡课，并深入课堂仔细
观察了解课堂与学生的真实

情况，给出具有针对性的指导
建议。

巡课过后，袁利平为该校
教师作了题为《促进深度学习
的整体性教学变革》的报告，
从“深度学习的所指与能指、
教学变革的背景与意义、教学
变革的理念与路径、深度学习
的方法与策略”等方面，做了
翔实、具体的举证与解读。“教
师只是学习的引导者，学生才
是学习的主角，要让每个孩子
成为心智自由的学生。”袁利
平在报告中指出。

本报讯（记者 赵丽莉）6月 12
日，第十九届全国中小学信息技术
创新与实践大赛陕西赛区在西安
交通大学附属中学航天学校开赛，

赛事吸引了来自全省各地市 380
余所中小学校 680 支代表队的
1500余名学生参与角逐。

据了解，本次赛事包含创意

编程类、创新创意作品类、智能
竞技类三大类共 18 个竞赛项
目。赛场上，参赛选手们聚精会
神调试设备，精心准备，沉着应
战；裁判人员、工作人员、技术支
持人员、志愿者各司其职，整个
赛场既紧张热烈，又井然有序。
记者在现场看到，比赛过程激烈
有趣，精彩纷呈。选手们用智慧
的大脑及灵巧的双手，通过计算
机编程、工程设计、机械组装等
形式，结合自己的日常观察与积
累，寻找处理问题、解决问题的
方案。在出色完成比赛的同时，
也充分展示了大赛创新、创意、
创造的宗旨和理念。

本次赛事由共青团陕西省
委、陕西省教育厅、陕西省少工

委共同主办。据介绍，“全国中
小学信息技术创新与实践大赛”
（简称 NOC 大赛）是由教育部批
准、面向中小学生开展的全国性
竞赛活动之一。2002年 9月，首
届 NOC 大赛正式启动。 19 年
来，“NOC大赛”面向青少年学生
开展人工智能普及活动，全面提
升学生信息素养，促进教育均衡
发展。为此，国家科学技术奖励
工作办公室专为大赛批准设立
了“恩欧希教育信息化发明创新
奖”。本次陕西赛区比赛是由陕
西省青少年活动交流与服务中
心承办，将推荐各项目组别优秀
队伍晋级参加 2021 年 7 月举办
的第 19 届全国中小学信息技术
创新与实践大赛。

6月11日，记者来到拥有70年
建校史的学校——西安市未央区
范家村小学，感受这所学校校园文
化对师生的引领和帮助。

走进范家村小学，校园书香气
息扑面而来。墙壁上的国学经典、
走廊顶棚的诗词歌赋，校园中的孔
子塑像无不在无声地传达着一种
信仰和初心。

家校共育营造教育氛围

谈起校园文化，该校校长李彬
迎表示，校园环境、教育氛围是一
所学校的脸面和品位；学校精神是
一所学校的灵魂和品质；规章制度
是一所学校的核心和精髓，更是一
所学校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的具
体体现。

那么，如何为全校师生创造一
个赏心悦目、情趣高雅、和谐文明
的校园环境？如何创造一个教师
勤教、学生乐学、艰苦奋斗、不懈探
索的教育氛围？

采访中，李彬迎拿出一个厚厚
的笔记本。记者看到，笔记本的每
一页画满了思维导图。原来，这是
李彬迎找老师谈话的内容重点，以
及老师们提出的意见建议。她几
乎对百余位教职工进行了谈话，了

解他们的工作、生活，及对教育教
学的认知。对于学生家长，李彬迎
组织老师们进行网上访谈，听取家
长们对学校的期待，构筑家校共育
网络。

“正文化”让课堂绽放魅力

经过大量的访谈，李彬迎将
“明德镕范 幸福筑家”作为教育理
念，打造“正文化”校园文化。经过
近一年的实践，“德育领正、学科赋
正、文化润正”的“启正课程”体系
已初见成效。

李彬迎表示，要求教师用忠
诚、良知、贤能、智慧的师风影响教
师的行为。学校启动的“学正”讲
堂，要求正名仁师立足课堂教学，
通过示范课、团队评优课、交流课、
研讨课、汇报课“五课”活动，夯实
教学基本功，让课堂绽放魅力。

点燃学习兴趣丰富校园生活

“提升每一门课程的贡献力，
点燃孩子学习的兴趣是我们的努
力方向。”李彬迎说，学校让音乐小
中琴、口风琴进课堂；美术黏土浮
雕、编织、摄影丰富课程内容，让学
生爱上美术课；体育三跳、三球、武
术进课堂，让学生感受到体育的魅

力；语文注重阅读和诵读，在品悟
国学中情怀深德智生；数学玩出智
慧、玩出精彩，每一学期学生熟练
掌握一种益智游戏，点燃孩子学习
数学的兴趣……

每个孩子都是“六正少年”

在“正文化”的引领下，范家村
小学 1900余名学生有一个共同的
名字叫“小正”。孩子们在正名仁
师、正名学长、正然少年、学正班级
的熏陶下言谈举止合礼仁爱，乐学

乐行乐思。学校也适时启动了“六
正少年”评选活动，要求学生们做
到“容正”“行正”“心正”“德正”“艺
正”“智正”。

家校共育是孩子健康成长的
基础，“正文化”要求家长们在教育
孩子时要方法正、目标正、情感正、
效果正，配合学校对孩子进行德育
教育。在学校和家长的共同努力
下，校园里处处生机勃勃，孩子们
个个精神抖擞。

本报记者赵丽莉赵勇

全国中小学信息技术创新与实践大赛陕西赛区开赛

我省1500余名选手参与角逐

“正文化”让课堂绽放魅力
未央区范家村小学校园文化建设成绩显著

学生们在比赛中

范家村小学组织学生们开展爱心义卖活动

阎良区关山初级中学

邀请专家进校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