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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知识宣讲进课堂

11 月 22 日，滨州市生态环境
局全环境立德树人宣讲团走进
滨州实验学校二年级六班，开展
了一堂别开生面的趣味环保知
识宣讲。

课前，宣讲团成员播放了《环
保人之歌》MV，以浑厚的歌声和治
污攻坚一线真实的画面引入宣讲

主题。课堂上，宣讲团成员给同学
们普及了“世界环境日”的由来、当
前面临的十大环境问题及成因，通
过图片展示和趣味问答的形式讲
解了垃圾分类的实际应用，在寓教
于乐中将绿色低碳的环保理念植
入学生们心中。（滨州日报/滨州网
通讯员 韩宝鑫 杨洋 摄影）

滨州日报/滨州网邹平讯（通
讯员 李丽娜 报道）日前，邹平市
临池镇初级中学举行第九届“生
命教育·高效课堂”课堂教学大赛
暨德育课程一体化优秀课例展评
活动。

活动中，6名党员教师执教了
示范课，老师们交流学习；年轻教
师进行课堂达标，4名教师被确立

为骨干培养对象。
今年以来，临池镇初级中学

党支部积极推进落实党员教师
“双培养”机制，努力把骨干教师
培养成党员，把党员教师培养成
教育教学骨干，全力打造一支师
德高尚、业务精湛、爱岗敬业的
教师队伍。

临池初中深入落实
党员教师“双培养”

滨州日报/滨州网沾化讯（通
讯员 张良信 报道）近期，沾化区古
城镇学区通过主题宣讲、个人自
学、交流研讨等多种形式，组织辖
区全体教职工原原本本学习党的
二十大报告。

通过认真系统准确学习贯彻
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该校教职
工积极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进
学校、进课堂、进头脑，以党的二
十大精神引领教育教学工作高
质量发展。

古城镇学区教职工
认真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

滨州日报/滨州网阳信讯（通
讯员 张燕 报道）眼下，2022年卡
塔尔世界杯足球赛激战正酣。为
借势培养孩子们的足球热情，日
前，阳信县河流镇于家小学举办了
主题为“你好，世界杯”的足球联
赛。

比赛前，教练指导孩子们进行

了热身活动，开展了绕障碍、九
宫格射门等游戏。比赛开始后，
孩子们本着“友谊第一，比赛第
二”的体育精神，和对手友好击
掌、相互鼓励。比赛中，孩子们
灵活地盘球、躲闪、传球、射门，
在绿茵赛场展示出奋力拼搏的精
气神。

阳信一乡村小学举办
“你好，世界杯”足球联赛

从金花，无棣县第二实验小学
教师，语文教研组组长。从教27
年来，她一直担任小学语文教学及
班主任工作。

担任班主任以来，从金花坚持
家校共育，为两届学生家长每周写
信，十年来已写下了近50万字，至
今仍在坚持。作为校语文教研组
组长，她积极帮助青年教师专业成
长，其教育教学、读书及班主任工
作经验多次在校内外分享。

工作之间，从金花先后多次被
评为“无棣县优秀教师”“无棣县最
美女教师”，是无棣县小学语文教
学能手无棣县功勋教师；曾获“滨
州市小学教学工作先进个人”“滨
州市新教育先进个人”“滨州市优
秀班主任”等荣誉；参与或主持的
省市县等各级课题研究均顺利结
题，多篇论文在国家及省级核心期
刊上发表。

从金花从小的梦想，就是走上
三尺讲台和孩子们在文字间徜徉，
还要做班主任，成为孩子们的“亲
老师”。在她看来，没有爱，就没
有教育。2018年秋，从金花又接
手了新的班级“小蜜蜂班”。孩
子们难以忘记入学第一天的情
景——早上，从金花老师早早地
站在教室门口，微笑着拥抱每一
个孩子的到来，虽然有的孩子比

较害羞，但他们分明都感受到了
来自从老师妈妈般的温情；之
后，根据从金花设计的仪式，在
热心家长的协助下，孩子们郑重
地印下了自己的小手印儿，确认
自己是小学生啦。这些开学第一
天内容，让孩子们感到惊喜和有
趣，继而快速融入了校园环境。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后，有了加长版的寒假。从金花认

真上网课，并坚持在网络平台上批
阅作业，即使累得头昏眼花、颈椎
疼，也不降低逐字逐句批改的质量
要求。她还精心组织举行钉钉网
络家长会，提醒、鼓励家长和孩子
保持健康心态，积极面对疫情。另
外，她结合孩子们的网课表现，每
周坚持制作美篇进行展示，赢得了
家长们的点赞。

从金花注重家校共育，从

2012年开始，她坚持给学生家长
每周写一封信，至今已坚持10年，
累计写下了近 50万字。这些信
件，让一百多个家庭的家长受益，
也让孩子们在家校共育中得到了
健康发展。

从教以来，面对课堂的低效，
从金花进行了“以疑定教”方面的
课题研究——课前先收集学生
有价值的疑问，以此作为讲课的
切入点，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
已经会的简单讲，对学生存在共
性的问题重点解决，极大地提高
了课堂效率。此项课题被评为
县级小课题一等奖。

在学生作业方面，从金花也进
行了有效探索，针对学生特点和课
堂内容，布置有趣味性和实用性的
作业，帮助学生提高写作业的兴
趣和积极性，许多作业设计获得
县级作业设计一等奖。另外，她
带领团队进行的《生活化、趣味
化的小学语文作业初探》课题研
究获得滨州市“作业革命”优秀成
果一等奖。

从金花的诸多实践经验，得到
同事和家长的高度认可，也辐射到
了周围班级及兄弟学校。她曾给
无棣县新上岗教师作班主任工作
培训，在校内给青年教师分享班级
管理经验，反响热烈。

无棣县第二实验小学教师从金花：

10年间给学生家长写下长达50万字的书信
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1992年，山东埕口盐场子弟
学校的一次招聘活动，让怀揣教
师梦的孙长丽走上三尺讲台。
一晃，30年过去了，那个第一节
课只能讲清楚标题的青涩女教
师，现在已经成长为滨州市骨干
教师、市优秀教师，并在临近退
休的年纪里，又获得滨州市“教书
育人楷模”光荣称号。

没有读过大学，不是科班出
身，第一次登上讲台时的紧张，让
当时刚20岁出头的孙长丽怀疑自
己是不是块当老师的料。但当时
的校长穆云烟用一句话点醒了她：

“腹有诗书气自华，最是书香能致
远。”从此，孙长丽成了学校图书室
借书最多的人，每学期下来，读书
笔记能写好几本。凭借这股好学
精神，孙长丽克服了工作中遇到的
各种困难，并且花了6年时间拿到
了从专科到本科的自学考试毕业
证书。

1996年，她终于拿到了属于
自己的教师资格证书。2002年冬
天，孙长丽跟其他2名老师迈进了
马山子镇中学的大门，成为了一名
真正意义上的语文老师。

30年来，在不断地学习和实
践中，孙长丽结合农村孩子阅读素
材少、写作能力差的特点，摸索出
了“跟教材名家学写作”阅读写作

模式。从2002年获得无棣县优质
课一等奖，到2020年获得滨州市优
质课一等奖；从2003年获得无棣县
教学能手，到2008年获得滨州市第
八批学科带头人——孙长丽不断探
索创新教育教学模式，让语文课堂
富有诗意和激情，学生们称她是

“最有味道的语文老师”“最自带光
芒的老师”。

在自我成长的同时，孙长丽还
不忘示范引领，积极参与青蓝结
对活动，在教学教研上充当领航
者的角色。如今，她指导的青年
教师王树芳已经成为滨州市“名
教师”“教坛新星”；指导的青年
教师李景玉已经成为滨州市优
质课一等奖教师，北海经济开发区

“教坛新星”。

自身经历的坎坷深深影响着
孙长丽，使她始终用一颗细致而敏
锐的心观察学生、关爱学生。学生
李秀芳是一个性格内向、自卑的女
孩子，刚入学就被孙长丽注意到。之
后，从询问兴趣爱好到关心衣食住
行，孙长丽像母亲一般关爱和鼓励着
李秀芳，打开了这个孩子孤独而闭塞
的心，让她从躲避同学逐渐融入集
体，从成绩中游到以优异的成绩毕
业。毕业前夕，李秀芳偷偷在孙长
丽家的后窗台上用铅笔写下：“孙
老师，我爱您，一辈子都不会忘了
您。”冬天来临，给后窗户钉塑料布
的孙长丽发现了那行字，感动得潸
然泪下。

在女儿李春晓眼中，孙长丽曾
是“别人孩子的妈妈”。李春晓说，
因为学校的一个电话，母亲常常
半夜扔下她，去处理住宿学生的
纠纷；同学的家长会都是爸爸妈
妈轮流去开，只有她是爷爷和爸
爸轮流去；小学毕业典礼上，满
心希望妈妈出现的她又大失所
望，因为妈妈的学生又出了意外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李春晓
逐渐理解了自己的母亲，并且将其
视为榜样——考上大学的李春晓
也选择了师范院校，当问起原因，
她说：“我以后也想成为妈妈那样
的人。”

北海经济开发区第一实验学校教师孙长丽：

学生眼中“最有味道的语文老师”
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2022年，定向滨州省属公费师
范生、市委托培养师范生（全省
2022年唯一实施市）招生再创历史
新高，高分考生的录取有力保证了
生源质量，显示了滨州对优秀教育
人才的吸引力，印证了改革试点的
巨大生命力。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滨
州公费师范生、滨城区第三中学美
术教研组长刘怿辰的故事。

滨州是帝师杜受田故里。那
么，什么样的人才能做皇帝的老师
呢？这个问题，刘怿辰经常思考。

2010年，刘怿辰被东北师范大
学公费师范专业录取，在校期间不
仅不需要她承担学费，还有额外的
生活补贴。优惠的教育政策、优良
的师资条件，让她心无旁骛地精进

自己。刘怿辰认为，这是党和国家
的政策给予她宝贵的学习机会，让
她去践行儿时的梦想，实现人生价
值。

毕业时，刘怿辰站在校训前合
影留念，将“为人师表”四个大字铭
记在心。

当毕业后回到魂牵梦绕的家乡
滨州，并且成为一名教师后，再读帝
师的故事，刘怿辰才深刻理解教师
的一生该是“品端学粹、鞠躬尽
瘁”。刘怿辰说：“一方水土养育一
方人，正是滨州这方热土养育了崇
德向善、勤劳奋进的滨州人。不仅
是帝师，看看身边，无数教师把青
春年华挥洒在了讲台而无怨无
悔，全身心扑在教育教学一线而
任劳任怨。许许多多的动人事迹

鞭策着我，指引我不断前行。我
唯有以帝师杜受田为榜样，以同
事为标杆，秉烛于心、提灯领航，
才能不负党和国家的培养、不负
老师的谆谆教诲，更不负遇到的
每一位学生。”

从初出校园的迷茫到驾驭课堂
的娴熟，从面对问题的困惑到尽责
履职的担当，刘怿辰逐渐完成了讲
台上的蝶变。在她的课堂上，没有
死气沉沉的“刻板教学”，生活之中
有趣的事情都有可能被搬进课堂。
结合课本，在与同学们的谈论中，她
将知识潜移默化地传授。

从教以来，刘怿辰坚信用自己
的真心，可以横跨与学生之间的“代
沟”。为此，她刻意弱化老师与学生
的固定称呼，以期以同龄人的存在

融入学生的生活圈。如今，很多学
生会称呼她“刘怿辰姐姐”，她和学
生的关系变得越发融洽。

美育是滋养学生心灵的重要组
成部分。在每一堂课中，刘怿辰都
将美育融入课堂教学全过程，引导
学生向美而行、以美育人。她希望
每一个孩子都能有捕捉美的眼睛，
通过课堂学习培养美的素养、滋养
美的心灵、涵养美的品味。同时，她
希望用美育引导孩子们厚植家乡情
怀，感受大美滨州。

如果说刘怿辰的学生注定要携
梦远航，那么，她就是与学生一起筑
梦的人。刘怿辰说，她将担负起公
费师范生的使命，为滨州教育事业
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不负党
和国家的培养。

滨城三中教师刘怿辰将美育融入课堂教学

引导学生感受大美滨州 厚植家乡情怀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刘清春 通讯员 胡顺利 马艺婷 蹇海钰

滨州日报/滨州网滨州讯（通
讯员 王晓芹 报道）近日，滨州职业
学院建筑工程学院组织专业骨干
教师赴山东卓信供应链有限公司
（国有控股）、山东卓联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联合山东大学）等公司，就
开展校企产学研合作、教学实训与

科研转化基地建设等进行考察调
研。

其间，校企双方就推动开展环
保材料技术应用与产业实践、科研
成果转化、共建科研转化创新基
地、丰富协同育人机制、共享产教
融合平台等合作达成共识。

滨职建工学院开展
产教融合专题考察调研

滨州日报/滨州网博兴讯（通
讯员 报道）近日，博兴县陈户派
出所组织民警走进董府幼儿园，
开展了“小手拉大手 一起防诈骗
’反诈知识进校园主题宣传教育活
动。

活动中，民警用通俗易懂的语

言，为学生和老师详细讲解了什么
是电信诈骗、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诈
骗手段以及如何防范电信诈骗等
方面的知识，并鼓励学生们变身

“反诈小宣传员”，将反诈宣传通向
家庭辐射，通过“小手拉大手”带动
家长树立反诈骗意识。

反诈宣传进校园

新华社北京11月 24日电（记
者高蕾）记者近日从中国残联获悉，
中国残联、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印
发《残疾人中等职业学校设置标
准》，对独立设置的残疾人中等职业
学校的基本标准进行了明确。

文件明确了残疾人中等职业学
校办学规模和教师队伍最低标准。

文件指出，各校常设专业一般不少
于4个，学历教育在校生规模不少
于 300 人，班额原则上为 8—20
人。教职工与在校生比例不低于
1：5，专任教师数不低于学校教职工
总数的60％。

文件对残疾人中等职业学校的
校园校舍建设和设施设备配备提出

了具体要求。文件强调，设置残疾
人中等职业学校，须有与办学规模、
专业设置和残疾人特点相适应的个
性化校园、校舍和设施，且符合《无
障碍环境建设条例》及《建筑与市政
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等标准规范
要求。文件还专门提出，须有200
米以上环形跑道的田径场，有满足

残疾人教学和体育活动需要的其他
设施和场地。

这是对2007年中国残联、教育
部印发的《残疾人中等职业学校设
置标准（试行）》的首次修订，不仅为
新建残疾人中等职业学校提供基本
依据，也将对已有的残疾人中等职
业学校起到规范作用。

七部门联合发文明确残疾人中等职业学校设置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