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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登封市教育系统关工委召开
2020 年工作总结暨表彰会议
本报讯 1月6日，
2020年登封
市教育系统关工委工作总结表彰会
在市教育局东三楼会议室召开。会
议总结了 2020 年关工委工作取得
的成绩及工作中存在的不足，
并安
排部署2021年关工委工作。
会上，
登封市教育局关工委主
任杨万林传达了郑州市关工委会
议精神、
宣读了登封市教育局关于
转发《郑州市教育局关工委关于组
织发行家长学校教材》的通知。对

荣获
“美好生活 劳动创造”
读书活
动郑州市先进学校代表（市直二初
中、
嵩阳中学、
崇高路小学、
大金店
镇中心小学、东华镇中心小学、大
冶镇中心小学）颁发了荣誉证书。
教育系统关工委其他负责人
对教育系统 2020 年“美好生活 劳
动创造”读书征文活动、家长学校
联动工作等进行了总结回顾。安
排部署 2021 年教育系统关工委工
作主要任务。

市教育局班子成员王学伟从
切实增强四个意识、
不断提升思想
境界、
努力提升四个能力以及关工
委队伍建设的重要性等方面做了
进一步强调，
并对下一步教育系统
关工委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
希望
各单位关工委负责人按照会议要
求，扎扎实实做好相关工作，努力
开创教育系统关工委工作新局面。
登封融媒记者 高鹏敏
通讯员 袁克文

登封市教育局举行
初中学科教师课堂教学力测试
本报讯 1 月 9 日，
登封市初中
学科教师课堂教学力测试顺利进
行，来自登封市初中 330 多名语文
教师集中在市直五初中进行测试。
本次测试由登封市教育局统
一组织，教师进修学校具体实施。
测试内容以课标、教材、新课程理
念，
学科知识特点、
教学基本规律、
教学常规方法，教育科研、信息技
术与课堂教学的融合等为主，
围绕
登封市教育局党组提出的“3+2+
N”工作思路和初中教育教学质量

管理实施办法，
聚焦登封市初中阶
段教师队伍建设和专业成长中的
关键能力，
以教师课堂教学力的提
升推动登封市初中教育，
全面提高
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和专业化水平，
实现高质量发展。
为保障考试顺利进行，教师
进修学校工作人员严格按照考试
各项规章制度，做好各项考务工
作和疫情防控工作。测试过程
中，登封市教育局有关负责人到
现场进行巡查。

根据要求，初中学科教师课
堂教学力测试纳入常态化工作，
各初中借助测试在校内掀起学习
课标、解析教材、进行学科建设的
热潮，把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的功
夫用到教师课堂教学力提升上；
认真抓好校本研修工作，要充分
认识到教师队伍建设对于学校发
展的重要作用，将提高教师业务
素质、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作为
学校高质量发展的引擎。
登封融媒记者 高鹏敏

■登封教育巡礼

近年来，
登封市委、
市政府在大力推进美丽登封建设的同时，
高度重视教育发展，
坚持教育优先
发展的战略地位，
登封教育在办学条件、
教育改革、
提升教师待遇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发展，
高起点
谋划学校发展，
全方位提升教育质量，
快节奏深化内部改革，
大幅度提升治理水平，
实现了教育领域
综合改革的多口突破。本期推出
“登封教育巡礼”
系列报道之三。

改革潮起 激活发展原动力
什么是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走出来的，是从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登封教
育用改革倒逼学校发展，激活发展原动力，再一次站在深化教育改革的潮头，委托办
学、机构改革、撤乡并校等先后震撼出炉。登封融媒记者 高鹏敏
大胆试水，开启“破冰之旅”
鉴往知来，改革就是廓清困
扰和束缚发展的思想迷雾，不断
推进“破冰行动”。登封教育大
胆试水委托管理，实施“强校带
弱校”战略。由登封市区优质中
小学托管市区周边薄弱学校，实
现了师资均衡，资源共享，最大
程度满足群众对优质教育的需
求。同时，拓展乡镇中心小学带
动乡镇村级小学，以“星火燎原”
之势，促进城乡教育发展进步。
“破冰之旅”就要敢为人先，敢做
“破局”第一人。秉承改革、维新
的 精 神 ，撤 销 15 个 乡 镇 区 中 心
学校。乡镇公办初中、市区公办
学校由教育局直接管理，原乡镇
中心学校管理职能由乡镇中心
小学承担。原中心学校工作人
员全部分流到辖区内一线学校
任教。

化零为整,让五指并拢起来

拒绝套路，实力才是硬道理

改革如同登山攀岩，
真正的攀
登者绝不会因留恋半山风光而停
步，
也不会因前路艰险而畏缩。登
封的农村高中数量曾经占据着河
南农村高中的较大比重。不破不
立，
不塞不流，
不止不行。3 年时间
里，登封逐年停止 4 所农村高中的
招生。2019年，
农村高中悄然退出
历史舞台。但其血液又融入其他
学段，教师调至各学校，校舍留作
乡镇学校所用，让教育焕发新机。
合理优化教育资源布局的脚步不
会停止。加大登封市区闲置办公
场所进行资源整合利用，
原登封市
委党校加固改造供嵩山路小学使
用，
在武管中心原址上设立高标准
的市直爱民路幼儿园。整合优化
登封全市 35 所 100 人以下的乡村
小规模学校，优化了教师组合，乡
村学校办学水平进一步提高。

温室里长不出参天大树，
懈怠
者干不成宏图伟业。登封市教育
局机关和非教学单位缩减工作人
员。改革后的局机关人员锐减，
人
数不到原来的一半，
但管理理念进
一步优化，
战斗力进一步提高。改
变以往选人用人模式，
在竞赛中挑
选
“千里马”
。通过答辩演讲、
公开
考试等竞赛形式，
积极鼓励理论水
平高、管理能力强、教育理念新的
年轻干部
“脱颖而出”
。
特别是把综合素能测评前 10
名的年轻干部选派到基层学校重
要岗位，让“千里马”在大风浪中
经受考验，
在历练中迅速成长。
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
改革创新者胜。登封教育逢山开
路、遇水搭桥、滚石上山，在奋力
拼搏中实现变革创新，在改革浪
潮中焕发新机。

登封市直一幼
开展送课交流活动
本 报 讯 近 日 ，登 封 市
直一幼园长席颖霞、副园长
张青慧带领张方方、刘锴、
崔改苗、袁丽娟、董明臻、冯
润芝老师分为两组，分别到
少林办明德德融幼儿园和
登封市大金店镇直属第一
幼儿园进行送教下乡活
动。活动主要宗旨是提升
被帮扶幼儿园教师在语言
领域看图讲述、听说游戏、
主题谈话活动的设计和执
教 能 力 ，为 被 帮 扶 幼 儿 园

教师专业成长夯实基础。
登封市直幼儿园教师为结
对幼儿园带去了精彩的语
言活动示范课。展示活动
结 束 ，听 课 教 师 进 行 了 集
体研讨。此次活动加强了
帮扶结对园之间的交流与
学习，有效顺应了当前幼教
均衡发展的需要，真正实现
了“专业引领、资源共享、相
互促进、共同提高”的送教
目标。
登封融媒记者 胡建邦

登封市直二幼开展
教师讲故事比赛活动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高
语言教学技能，增强教师为
幼儿讲故事的感染力和表
现力，推进幼儿早期阅读教
育，1 月 8 日，登封市直二幼
开展了教师讲故事比赛活
动。比赛中，教师们精神饱
满、热情洋溢，她们用抑扬
顿挫的语言和丰富的感情、
生动的肢体动作，把故事情

景活灵活现地展现在大家
面前。此次活动旨在让教
师的语言表达更加自然流
畅。教师以讲故事为载体
更能走入幼儿的心灵，成为
他们朋友，让孩子愿意和老
师做心与心的交流，快乐健
康地成长。
郑报全媒体记者 袁建龙
通讯员 范玉红

君召初中召开
教育教学质量提升会议
本报讯 1 月 7 日，君召
初中组织全体教师在录播
教室召开会议。会议传达
了登封市教育局初中教育
教学质量提升工作会议精
神，具体指出了学校当前教
育现象中的不足，对标本校
的教育教学管理，对教师们
的教学常规提出了新的要
求，提出在下阶段的工作中

表彰和展示优秀教师教案
以及听课记录，以利于激发
老师们在教育教学中的进
取心。会议强调，学校将出
台相关的措施保障教育教
学 质 量 的 提 升 ，切 实 做 到
“为君召人民办一所家门口
的好学校”
。
登封融媒记者 高鹏敏
通讯员 王晓洁

嵩阳高中 2020~2021 学年
青年教师素能测试举行
本 报 讯 近 日 ，嵩 阳 高
中教导处组织全体一线青
年教师（35 周岁以下）进行
了本学年第一次青年教师
专业素能测试，涉及 9 门高
考 学 科 ，共 54 名 青 年 教 师
参加测试。考试中，老师们
认真审题、仔细解答，表现
出较高的业务水平。整个
考试过程组织严肃、秩序井
然，体现了嵩阳高中惯有的
严谨认真的工作作风。此

次考试，不仅让青年教师再
次切身体验了高考仿真模
拟的紧迫感，也很好地检验
了学科知识的掌握情况和
考试应答基本功。青年教
师纷纷表示，要在今后的学
习和工作中更加注重自身
业务能力的提高，力争为学
校发展做出实实在在的努
力和贡献。
登封融媒记者 高鹏敏
通讯员 郭志飞 吕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