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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反哺母校 爱心激励奋进
“超爱基金”
为永嘉二中 44 名师生送上奖学金
本报讯 9 月 19 日，农工党龙湾区基
层委主委、温州曙光医院院长金叶道代
表永嘉超爱基金，为永嘉第二高级中学
44 名师生送上了 13 万元奖教奖学金。
是日，
“ 培根铸魂守初心，立德树人
担使命”永嘉超爱基金暨永嘉二中师生
表彰大会举行，这次颁出卓越奖、优秀奖
等奖项 43 名，分别给予奖励，其中奖金最
高 1 万元。
据了解，2018 年 12 月 30 日，在永嘉
二中举行建校八十周年庆祝大会上，该
校校友金叶道捐 100 万元发起成立“永嘉
超爱基金”，用于表彰为永嘉二中做出突

出贡献的师生，金叶道说，他发起“超爱
习动力，她立志在学习上有所成就来回
基金”，希望校友一起捐赠善款，把好的
报社会。
教师人才引进母校，促进母校教育质量
永嘉二中现有在校生 1526 名。该校
大飞跃。“超爱基金”已经走过 5 年，有
校长金志彬说，校友金叶道在学校八十
302 名师生得到奖励，已累计发放奖教
周年校庆时捐款 100 万元启动资金设立
奖学金 50 万元。
“超爱基金”，并每年以其中的 10 万元奖
现场，受到奖励的同学纷纷表示， 励该校优秀师生，这是该校发展史上的
这个奖励对他们是鼓励、鞭策和感恩， 重要篇章，对全校师生鼓舞很大，出了
今后他们会更加努力学习，回报社会。 不少优秀的老师和学生，在今年教师节
来自枫林镇的徐筠然，今年考上了中国
受到县政府的嘉奖。同时，他也希望社
计量大学，她获得了“超爱基金”1 万
会各界关心山区教育事业，为培养更多
元的奖励。她表示十分感谢“超爱基
优秀教师和学生多做贡献。
金”，减少了她的经济压力，增强了学
通讯员 永二中

项目化学习案例获市级 15 个奖项，4 位名师工作室主持人评上省特级教
师，20 多万人次学生享受线上学习 ......

我县教育研训成绩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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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聚焦

师训干训促评有大收获

今年上半年，借助省项目化学习资源众筹活动在全县得到
今年上半年，我县完成了师训干训 329961 学时，成功举行
整体推进，形成以 600 多人未来骨干教师为基础，精选重组 “十四五”第一期全县校园长、副校园长、各类中层干部、骨干班
160 多人参加项目化学习理论研修营。目前，有 198 所学校、 主任研修班等培训活动。5 月份，全县九年级科任老师 700 人
370 个团队、1553 人参与项目化学习案例实践与研究活动。 分 5 个考点进行了考学活动，活动从去年下半年发动，到今年 5
这项工作，得到省教研室的肯定与鼓励，并把我县列入省“项
月实施的半年时间里，促进了任课老师积极钻研试题、研究命
目化学习积极推进县域发展”阵营。在 5 月 27 日举行的浙江
题，
在教师中产生了较大的反响，
达到了以考促学的目的。
省项目化学习区域工作策划交流会上，我县 《永嘉县基于生长
各类培训等活动高效，
促评方面有了大收获。如，今年评上
式研训模式 （FGSM） 项目化学习整体推进活动》 的典型发
省特级教师的肖飞燕、朱金峰、单志明、戴建法等 4 位老师都是
言，得到了好评。项目化学习案例评比获得市级一等奖 3 个、 名师工作室主持人；
瓯北三小的徐大彬荣获温州市名校长，
实验
二等奖 4 个、三等奖 8 个。
中学的陈军杰、实验小学的胡忍节推选为浙派名校长培养对象，
得力于各类校长培训；徐晓珍，李丽华，丁丽娜，潘连飞、黄炎群
等 5 人评上市级名班主任，其中四位学员为我县第二期骨干班
教育科研深化课题提升
主任研修班和班主任高研班学员。
“推动研训工作持续健康发展，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是
今年上半年，我县共立项市级课题 38 项、省教科课题 5
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县教育局副局长季建波告诉记者，下半
项、省教研课题 1 项，立项率居全市前列。同时，我县加强了
年研训工作要抓质量，
突出过程管理；
要抓规范，
突出常规管理；
对课题管理、监控、反馈和跟踪跟进。完成了 2022 年县级论
要抓落实，
突出
“三课”
管理；
要抓服务，
突出研训员管理。在党
文、案例评比活动。2022 年市论文获奖 106 篇，其中一等奖
的二十大即将召开的重要历史时期，
教育系统要凝心聚力，
把握
16 篇，二等奖 34 篇，三等奖 56 篇。推进“以课题研究带动教
工作重点，
为永嘉发展贡献教育力量。
特约记者 麻庆杰
学实践”“以项目引领促进教师发展”的“教•研•训”一体
化式校本研修，创新了学校教师培养与发展模式。认真做好
省、市教科研课题立项、结题评审工作，省级以上课题申报研
究取得新成效，有 6 项课题结题，如县实验中学郑志聪老师
《基于智慧课堂下平板与科学教学融合策略的研究》 的课题，
获教育部的全国教育信息技术研究课题结题。建设“嘉课网”
教学平台，到目前为止播出了 22 期，组建了有 80 多名教研员
和中小学学科带头人组成的线上教学指导组， 231900 多人次
的学生参加线上学习。上半年，教师发展中心全体研训员调研
了 32 所学校，下沉式指导学科教学，通过指导的学校进步明
显，如岩坦中学、乌牛一中、鹤盛中学、桥下镇中等学校，今
年中考取得较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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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海探航

“新”光熠熠 携手启航
县实验中学开展新教师调研活动
本报讯 为了解新教师的教育教学状态，提高新教师
课堂教学质量，9 月 19 日，县实验中学开展了新教师集
体调研活动。校领导及教研组成员深入新教师课堂，观
课评课，对话课程，共助新教师专业成长。
活动中，该校周苗苗老师、朱海茹老师开出 《济南
的冬天》 一课，整堂课学生踊跃参与，氛围融洽而热
烈；潘永益老师和柯建盟老师分别展示了 《1.1 从自然
数到有理数②》 一课，两位老师各具特色，各展风姿；
李仲老师开出课题为 《基础实验操作》；吴爱春老师的一
堂 《学习伴成长》 的道德与法治课，即是一段师生心灵
的对话；詹晓芳老师上的历史课 《洋务运动》 令人很欣
喜，重现出了课堂的“历史味”
；体育组陈久道老师一堂
《身体素质练习---腰腹力量的练习方法》 带领学生进入
运动课堂；还有音乐组郑寒馨老师上 《彩色的中国》，带
领孩子们感受到了音乐的独特魅力。
在调研活动过程中，新入职教师都能认真准备，精
心备课，课堂上认真组织教学活动。课后，校领导及各
教研组组长、备课组组长对课堂分别进行了点评和有针
对性地指导。
通讯员 章艳蕾

研学新课标 蓄能新起航

项目化学习案
例评比获得市级一
等奖 3 个、二等奖 4
个 、三 等 奖 8 个 ；
“嘉课网”教学平台
播 出 了 22 期 ，
231900 多 人 次 的
学生享受线上学
习 ；4 位 名 师 工 作
室主持人评上省特
级 教 师 ……2022
上半年，我县教育
研训成绩斐然。

项目化学习促课改发展

版式：奔奔

本报讯 近日，桥头镇中心小学举行了 2022 版新课
标研讨活动，在校教科室的组织下，以学科组为单位，
老师们分组进行讲座、交流。
研讨会上，语文组、数学组、综合组各科老师分享
了教学经验。其中，单丽蒙老师以“厚积而薄发，知类
而通达”为题，聚焦基础型学习任务群，即语言文字积
累与梳理，以低年级段为例，跟老师们进行探讨、解
读；李建克和吴盈盈老师分享了 《义务教育数学新课程
标准 （2022 版）》 的解读；陈蕾蕾老师从“什么是核心
素养”“核心素养的四个方面”“专家建议我们如何落实
核心素养”等几个方面进行讲述，希望通过对新课标的
学习，使教学活动能够切实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
吴敌老师和王温婵老师结合科学的学科特色从多个方面
对 2022 年版科学课程标准进行了详细的解读。
校领导深入各组和老师们一起交流、学习，并要求
各学科教师要读懂、读细、读透，看清教学改革的新趋
势，看明教学改革的新变化，找准落地学科的新路径。
同时，建议人手一本新课标，常常对标，学习要多管齐
下，探索要一以贯之。在学习与交流中，老师们进一步
加深了对新课标的认识与理解，提高了解读教材、把握
教学目标的基本技能。
通讯员 王希希

依托
“水积云”评恒系统
通达
“双龙三动”作业

本报讯 9 月 21 日，沙头镇中心小学举行“双龙三动”
暑期作业“美篇”展评活动，23 位学生获奖。
“双龙三动”是齐鲁名师韩兴娥编著并推广的《成语
接龙》
《古诗接龙》，三动指的的劳动、运动、阅动。同学们
通过“一日一登记”
“一周一统计”
“一月一上传”
“两月一美
篇”的四部曲完成暑期作业“涓涓细流”的自主督学，增加
学习的趣味性。
获奖同学拿到证书后，通过智慧校园创建活动下打造
的“水积云”评恒系统进行扫码，实现积分自动入账，激发
学习兴趣，
树立个人奋斗目标。
通讯员 胡碧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