瓶窑镇第一幼儿园

举行
“青蓝工程”
的师徒结对活动
■ 通讯员 郑琳

记者 王杨宁

在这硕果累累的金秋，瓶窑
镇第一幼儿园迎来了十位充满青
春、活力和冲劲的新教师。为了
能够更好地促进她们的成长，近
日，该园举行了“青蓝工程”的师
徒结对活动。
业务园长童红燕宣读师徒结
对的名单及结对协议，明确双方
职责，师徒签订了结对协议。接

着，大家在小卡片上写下了对彼
此最美好的祝福和希望，还进行
交流与分享。项智敏、陆园两位
老师分别代表师徒双方在会上发
言。王丰珍园长对骨干教师的
传、帮、带工作提出了新的期许，
希望师傅们“身正为范”，贴近与
关心徒弟的学习与生活。徒弟们
能珍惜现在的机会，积极主动、虚
心学习，
“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最后，徒弟们为师傅精心准备的

小 礼 物 —— 杯 子 ，一 杯 子 ，一 辈
子，祝福师徒情谊长长久久。
通过此次师徒结对活动，师
徒双方明确帮带内容和职责，增
进了彼此的感情。时光不语，静
待花开，相信在师徒的共同努力
下，一定能教学相长、共同促进，
最终全面提升保育和教育教学的
质量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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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行生命麦田
做一个有情怀的教育人

东湖街道中心幼儿园
开展
“做幸福教师”
暑期师德培训活动
■ 通讯员 任慧芳 记者 王杨宁

（紧接第 13 版）
“110 周年”是学校发 年发展彰显卓越和创新。一小成为
展的又一新里程碑，是彰显师生风 名校是百年历史的呼唤，是办学自信
采，促进学校发展的良好契机。通过 的体现，是责任担当，是创新卓越！
组织开展校庆系列活动，把继承与创 “一小人”心中的名校——有温度、有
新、总结与重构、建设与展示作为校 情怀、有品味，能为塘栖老百姓提供
庆的主旋律，让校庆成为提炼学校文 优质教育的学校。”概括起来一句话，
化内涵，凝聚一小师生精气神的载 名校看中的不应是一块牌子。真正
体，为塘栖一小新一轮发展奠定坚实 的名校以前是名校、现在是、将来也
基础。经过梳理，我们把一小的文化 会是，她更多的是一种老百姓的认同
定位在“求真 尚美 笃行”六个字上， 和认可。学校目前比较有竞争力的
涵盖了一小所有文化建设、师生发展 有三点：名师多，质量稳，
课程美。
的外延和内涵。具体展开在这个篇
“名师多”，上面那一问我基本回
幅里可能比较困难，但是走进我们校 答了。
“ 质量稳”，是指教育教学质量
园，
就能感受到这一文化扑面而来。 均位居余杭区前列。作为一所普通
记者：你刚才说到“师生共同生 的公办学校，我们必须考虑在高考背
长”这一概念，学生生长我们比较关 景下的中国教育体制，学生的分数还
注，
教师生长很想听听你的理解。
是实打实不容回避的一项指标，要让
郑晓娟：一所学校什么最宝贵？ 孩子从小打下扎实的学习基础。
“教
教师！会生长的教师！然后会产生 得认真，学得专注”是一小“求真”文
出名师。我十年前第一次听当代教 化的最直接体现。
育家杨一青先生的讲座时，他说的一
“课程美”，是指提供给学生的课
句管理心得“教师第一，学生第二”我 程是适应学生成长需要的。一所学
牢牢记在心里。这是一句很容易产 校好不好还是要看能提供给孩子怎
生歧义的话，但是却道出了学校管理 样的课程。我校作为余杭区首批课
的要害。一个学校，一位校长，只有 程改革试点学校，致力于让学生在学
带出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才能真正 校中能找到自己喜欢的课程，找到能
说对学生负责了！为此，我非常重视 展示自我、实现自我的课程为出发
教师队伍的成长，并且相信每个老师 点，制定“求真”课程体系。经过近两
只要给点机会、给点平台都会努力生 年的再开发，
《一小六年，习惯终生
长的。在塘栖一小，我让每位老师重 ——塘栖一小一日十大好习惯》微课
新制定新一轮三年发展规划，清晰目 程体系，以微视频、全评价等的方式
标再出发。然后，学校根据教师发展 为孩子一生奠定扎实的基础；在艺术
述求开发三级发展平台：积极借力浙 课程里校本化开发了“水墨栖溪”课
江外国语学院，聘请省内顶尖特级教 程，充分结合塘栖水乡资源进行拓展
师工作室入驻校园，邀请区内名师为 性教学。这一课程入选 20 项浙江省
青年教师课堂把脉诊断。通过“请进 网络精品课程，得到了全国、省、市、
来、走出去”的方式，让教师不断吸 区专家的一致认可，也成了学校的一
收、反思，开阔全体老师的视野。目 张金名片；融塘栖地方资源的“二十
前，学校拥有的名优教师比例达到 四季”实践性课程；53 个兴趣拓展课
55%，这一比例在全区学校中是不多 程极大丰富了课程的多样性和可选
见的。这两年，我们给老师最大的福 择性。同时，我们也在积极开发延伸
利就是培训。分配两年的年轻老师 性课程：比如打造 3.0 版本的校园文
对外面的同行说：
“在塘栖一小，可学 化——让校园文化和课程建设相结
习的资源太多了，太好了！”我也坚 合等等。这一切得到了家长的支持
信，在老师生长过程中我们的学生才 和肯定，受到了孩子们由衷的欢迎。
会有更充足的生长养分！
记者：郑校长，跟你聊下来，可以
记者：有了名师才能出高徒，这 感受到你的内心充满了对教育的热
关乎学生发展、学校发展。郑校长， 爱，怪不得你说做一个“有情怀的教
塘栖一小是一所百年老校，今年又被 育人”
，这是你的内心独白吗？
评为了余杭区名校，你认为塘栖一小
郑晓娟：我是余杭教育群体中很
成为名校的亮点在哪里？
普 通 的 一 员 。 25 年 的 教 育 教 学 生
郑晓娟：我在这学期的学校工作 活，15 年担任学校管理工作的经历
计划之前有这么一段话与全体老师 中，自己也在慢慢生长着，和同伴、和
共勉的：
“ 名校，是一小近期的、未来 孩子、和学校一起。在这个过程中，
的发展目标。怎样的学校是名校？ 越来越觉得自己就像那个麦田里的
我们为什么要成为名校？
“一小人”需 守望者，努力地、有所作为地守望着，
要进一步思索！我们理解的名校要 希望能创建出学校教育的新生活！
有自己的办学坚持，让学校百年底蕴
叶澜教授说：
“教天地人事，育生
得到传承和弘扬；要有自己的办学思 命自觉！”我就用内心始终保有的这
想，让学校百年文化发挥示范和引 份浪漫情怀，继续践行教育理想，踏
领；要有自己的办学愿景，让学校百 行生命麦田！
■ 记者 王杨宁

进行《诗意、理想、智慧——提升教师的
职业幸福感》的讲座。讲座从分析幼儿
近日，东湖街道中心幼儿园开展了 教师的职业优势出发，例举了很多身边
为期一周的暑期师德培训活动。
生动的例子。
培训活动由园长给老师们上了《师
师德培训活动后，老师们学以致用，
德第一课》。园长从“修炼一颗柔软心” 利用休息时间，积极创设幼儿园大环境
“做一天和尚撞好一天钟”
“ 做教育路上 和班级环境，以一个干净整洁、富有童趣
的幸福旅者”等几方面出发，引导教师们 的新面貌迎接幼儿的到来。整个培训活
要有一颗包容心，善待每一个孩子，同时 动结束后，每位老师还积极撰写了师德
要尽心做好本职工作，享受工作带来的 培训心得体会，本次师德培训活动成效
幸福。并邀请了临平街道中心学校校长 很大，
大家都觉得在东幼工作很幸福。

沈健龙获
“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
称号
■ 通讯员 余安

记者 王杨宁

近日，记者从临平街道中心学校获
悉，中国教育学会会员，该校校长、书记
沈健龙，被中国教育科学研究会授予“全
国优秀教育工作者”称号。
沈健龙是我区教育系统的一名坚守
教育情怀的老兵。从事教育工作 33 年
来，他一直在实践“做纯粹的有生命感的
教育者”的理想。12 年高中教育生涯，17
年机关教育历程，3 年初中校长经历，使
他成为一名优秀的团干部和志愿者、一
名学生喜爱的老师和校长。曾获评浙江

省优秀团干部、杭州市十大青年志愿者
行动标兵、省市家庭教育先进工作者、杭
州市教育科研先进个人、余杭市首届十
大杰出青年、余杭区十佳志愿者。2013
年 8 月起担任临平城东中学校长、书记
近三年，明确提出“追求师生成长与幸
福，努力打造初中小班化名校”的目标。
他立足校情，深化课改，全力打造小班化
“活力课堂”。他的文章、著述 6 次问鼎
“国字号”，被《中国教育报》
《中小学校
长》
《华夏教师》等国家级期刊发表，使城
东中学成为远近闻名、自主发展的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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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近“扎染”
文化 美丽三小校园

■ 通讯员 卫丽华

记者 王杨宁

大家都跃跃欲试。接着，老师们亲自动
手，把方巾浸湿，拧干，或扎，或捆，或夹，
“扎染”是传承了千年的民族民间独 上色……
特的染色工艺，它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它
不一会儿，一块块美丽的方巾出现
的商品属性，更在于它的文化属性和历 了，有的图案规整，有的色彩鲜艳，有的
史属性。近日，临平三小的全体女教职 造型独特，有的清新靓丽，有的端庄高雅
工齐聚食堂，亲手扎染方巾，感受了这种 ……让人爱不释手。学校还会将这些作
独特的传统工艺。
品装饰食堂，
装点美丽三小校园。
首先由美术老师陈琦芬为大家讲解
此次活动既让大家学习了简单的扎
扎染的方法和注意事项。讲解中，陈老 染工艺，又让大家返璞归真，传承传统文
师拿出了美术组老师自己扎染的作品， 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