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校日新月异
迎来发展的春天

“政府对大庙初中的一校两点进行
资源整合，不仅新修了运动场，还新建
了教学楼、宿舍楼，改善了学校环境，娃
娃们的学习、住宿条件越来越好，他们
太幸福了。”庙宇镇居民曾利说。

大庙初中整体改建后，很多家长都
像曾利这样，发出了认可、称赞的“声
音”。

2012年以来，巫山投资4000多万
元，为大庙初中新征地27亩，校地面积
已达30264.1平方米。新建校舍15328
平方米，新建体育场地14280平方米。
学校建起了藏书室1间，师生阅览室各
1间，现有图书47275册，包括纸质图书
45500本、电子图书1775本，极大地满
足了师生的多样化阅读需求；修建了六
大功能室12间、实验室 5间，配备了
158台计算机、50套多媒体、增配价值
223.7万元的教学仪器设备，安装了1
套校园网。这些投入为该校继续发展
壮大、更好地肩负起一乡一镇的义务教
育重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今天的大庙初中，坚持“立德树人”
的教育观，塑造高贵的灵魂；导航学生

志在四方的理想，培养勇敢笃行的精
神。全校师生锐意进取，品墨修业，把
学校建设成为环境优雅、内涵丰富的育
人乐园。

教师内外兼修
育人质量更上层楼

在今年的巫山县中南片区七校联
盟历史教学研讨会上，大庙初中、笃坪
初中等7所学校选派的历史老师就《明
朝对外关系》一课进行同题异构。大庙
初中历史老师陈堃在课堂上展示风采
……

这只是大庙初中真抓实干，推动教
育教学更上台阶的缩影。该校通过多
种方式对老师育人水平、业务能力进行
多维度的培训和提升，促使老师内外
兼修。

拿拓宽培训渠道来说，该校增大培
训投入，为更多教师谋求开拓眼界、更
新理念的机会。大庙初中同巫山初中
结成联谊校，每学期上派4名教师跟岗
学习；共建“巫山中南片区教研同盟”，
开展定期交流、研讨，“走出去、请进来”
引领教师专业化成长。

同时，着眼于教师培训有效性，“量

身定制”校本培训内容；实施“青蓝工
程”，创立“以老带新、以新促老、共同进
步”机制；营造校长引领、党员干部和骨
干教师示范、教师悉数参与的研修氛
围。建立“三查一通报”制度，开展“听
真课、真听课”活动，推广优秀教案、课
件评比活动，全面规范教学工作秩序，
塑造教师教育教学发展的“生态圈”。

此外，大庙初中教师队伍坚持“以
生为本，百花齐放”的课堂改革之路，遵
循“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训练为主
线”的原则，致力打造“四善”课堂，逐步
形成课堂教学的特色模式。

目前，该校129名专任教师中，中
高级教师77人，占59.7﹪。教师的科
研论文、赛课在国家、市、县获奖达50
余人次，在杂志、报刊发表文章30余
篇。一支德才兼备的高水平教师队伍
已初步成型。

学生全员参与
特色德育有声有色

3月5日，大庙初中组织七、八年级
的学生来到龙骨坡社区开展“学雷锋，
护环境”活动。志愿学生分成两人或三
人小组，到社区的每个角落进行清洁行

动。经过近1个小时的辛勤劳动，社区
面貌焕然一新，赢得了村民和过往路人
的夸奖。

这次活动与学校“微善三岗”中的
“社会责任岗”活动相结合，让学生在劳
动中收获快乐，在奉献中修炼品行。

事实上，大庙初中从中学生的身心
特点和思想实际出发，秉持“尚善”教育
理念，探索德育工作的新途径、新方法，
成立“尚善”活动社团，围绕“微善三
岗”，即“家庭亲情岗”、“学校责任岗”、

“社会实践岗”，开展具有鲜明实践特
色、符合学生年龄特征和广大师生乐于
接受的系列活动，努力营造责任萌芽、
爱心流动的校园育人环境，形成学生全
员参与爱心活动的格局。

“德育工作的落实要‘润物细无
声’，尚善爱心社的活动开展，‘微善三
岗’在学生中间的贯彻实施，真正把德
育工作做到学生心坎上，融入到学生的
日常生活中，让校园处处洋溢‘善’的文
化气息，全体师生也能更好地孕善念、
存善心、行善举。”大庙初中校长韩官
雄说。

在巫山县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过程中，不少学校在
县委、县政府和县教委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通过教育
资源的优化整合，实现学校的快速发展。坐落于庙宇
镇的大庙初中就是一个典型。

创建于1958年的巫山县大庙初级中学，曾经由于
龙骨坡初级中学并入，呈现“一校两点”的格局。校点
布局不合理、教育资源分散等问题，是当时学校面临的
一道道坎。2018年，大庙初中完成资源整合，实现两校
点合一，步入教育均衡、优质发展的新征程。

如今，大庙初中秉承“品墨载道，尚善笃行”的校
训，践行“耕心种德，善行天下”的办学理念，基于良好
的办学条件与环境，以“学生育德生活化、教师课堂个
性化、校本课程地方化”为抓手推动学校内涵发展，为
莘莘学子打造快乐学习、阳光生活的一方沃土。

姚兰 张骞月
图片由巫山县大庙初级中学提供

我在大庙初中已经工作了22
年，见证了学校发展的点点滴滴，
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阳光的沐浴
下，大庙初中逐渐焕发出迷人光
彩。工作环境日益改善，教育资
源愈加丰富；教师工资持续上涨，
待遇逐年提高，周转房修建完后，
居住条件更加宜人，扎根山区教
育的教师越来越多；新建的学生
宿舍楼，每个寝室都有配套厕所，
不再两个人挤一张单人床，住宿
条件越来越好；营养改善计划实
施以来，孩子们吃上了美味可口
的饭菜，体质有了实实在在的提
升……

今天的大庙初中迎来新发
展，发生新蝶变。未来，这所学校
必定会继续铿锵前行，书写教育
的美好篇章。

大庙初中校长 韩官雄

最美均衡见证人

漂亮的校舍

立足资源整合 开辟素质教育新天地
巫山县大庙初级中学

打响龙文化
培养快乐奋进龙传人

威武的金龙辗转腾挪，矫健的身姿
精神抖擞，这是乌龙学校大课间上动人
的的一幕。学生人人精神振奋、气势
轩昂。

巫山县乌龙学校地处市级深度贫
困镇双龙镇乌龙村，学校结合地域文化
创特色，深入挖掘地方民俗文化，确定
以龙文化为主题的校园文化深入打造
龙文化，弘扬龙的奋发向上、努力腾飞
精神。

学校从龙文化的历史渊源、人文情
怀、审美艺术等角度创立了“龙之根”、

“龙之魂”、“龙之韵”、“龙之梦”、“龙之

兴”等龙文化体系，并延伸设计了以
“龙”为主题的乌龙学校校徽。

“学校文化的渗透，既要外化于形，
也要内化于心。”在校长余德旺看来，要
让文化如雪落春泥般润物无声，就需要
从小处细处着手。

学校创作了《乌龙学校赋》、校歌
《龙园之歌》，修正了“乌龙学校校训”，
打造了“五大龙园”、“七大龙楼”，树立
了“龙之骄子”开拓进取、努力腾飞的师
生文化。学校要求“班级文化”、“寝室
文化”、“园林文化”、“厕所文化”均结合

“龙文化”设计，校园处处凸显“龙文化”
主题，龙文化就这样潜移默化的渗透进
孩子们的一言一行中。

“我们怀着对未来的憧憬相聚‘跃
龙班’，希望我们能迎着朝阳，腾云驾

雾，目标在那更高远的天空……”在乌
龙学校的教室门口，醒目地挂着以龙命
名的班级班牌和誓词。

从外在的要求到内在的认同，乌龙
学校以龙的精神为引领，以“龙文化”系
列教育活动为依托，着力打造品牌学
校，培育新一代龙的传人。

办好少年宫
打造师生成长幸福乐园

下午时分走进乌龙学校，处处一派
热闹的景象。功能室里，孩子们在民间
艺人的指导下，熟练地打草鞋、编斗笠；
在美术兴趣室里，孩子们亲手绘成的一
幅幅素描、水彩画跃然纸上……在同一

片蓝天下，农村孩子的童年与城市孩子
一样精彩。

杨小燕就是其中的一个受益者。
她上学期转来学校不久后，就迷上了剪
纸，在谭晓芳老师的指导，她不仅技能
娴熟，还积极发挥小组长带头作用，给
低年级的学生指导。

2014年，全市第四批乡村学校少
年宫项目落户乌龙学校，投资20万余
元，添置器材，装修提升图书室、阅览
室、书法室、音乐室等多个活动室，给孩
子成长以更多可能。

学校结合实际充分整合利用教育
资源，围绕“以读养德”、“以乐促智”、

“以技促能”、“以动促长”的活动主题，
设置了文学、科技、艺术、体育4个项
目，民俗手工制作、舞龙、腰鼓等20个
兴趣小组。其中打草鞋、编斗笠项目就
充分体现对地方资源的挖掘，舞龙则彰
显出校园文化的特色。

值得一提的是，学校成立花样跳绳
团队让学生在练习基础跳绳的过程中
去探讨、创造新的花样，学生自主创造
出单人“8字穿花”、双人“两人三足跳”
的跳绳样式。学校被命名为“重庆市体
育特色学校”，先后获得重庆市2016年
中小学生跳绳比赛初中组4×1分钟接
力跳绳三等奖、重庆市2016年中小学
生跳绳比赛初中组集体跳长绳一等奖。

为了让活动系统化、规范化，学校
还开发了优质的特色活动教材，结合以
龙文化为背景编制校本教材《乌龙腾
飞 龙行天下》《乌龙山下的教育故
事》，刊发校刊10期，编制各类兴趣活
动教案35册。

充分发掘资源，乌龙学校将少年宫
打造成农村孩子的好去处、家长放心的
好地方、素质教育的好载体。

科学管理
向着九年一贯制示范校迈进

乌龙学校是巫山一所典型的九年
一贯制学校。遇到很多九年一贯制学
校共同问题，学生年龄相差大，小的五

六岁，大的有十五六岁，日常管理较为
复杂。

真正将不同阶段的教育融合在一
起，科学化管理是关键。

在学校校长看来，尽管九年一贯制
学校在形式上会有小学部和初中部之
分，但二者的教育理念和育人目标是一
致的，就是实现教育的均衡与和谐发
展，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

因此，乌龙学校在尊重各学段特性
的同时，特别注意各学段之间的衔接，
既坚持管理目标的一体化、统一性，又
保持分部的相对独立性。

以教师培训为例。学校格外重视
教师专业成长，每年的教师培训经费占
公用经费的5%以上。在教师培训时，
学校通过初中教师与小学教师的互相
听课、兼课，共同学习、研究，实现中小
学的资源共享、有机衔接。

近年来，学校坚持“让每个孩子享
受适合自己发展的教育”为办学理念，
强化抓投入、抓培训、抓管理、抓特色，
以此促进校园环境美化、师资力量强
化、教育质量优化、德育活动量化。

数据统计，学校获得县级以上荣誉
称号180余人次，发表的国家级学术论
文达20余篇，课题研究获奖达40余人
次，学生在各级征文、演讲、才艺等大赛
中获奖750余人次。如今，学校正朝着

“办渝东北农村学校九年一贯制示范
校”的目标全力冲刺。

龙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象征，代表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百折不挠、奋发向上的精神，几千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尊崇。
乌龙学校是2007年建设的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学校以龙的精神为引领，结合地域文化创特色，坚持“让每个学生享受

适合自己发展的教育”办学理念，以“办渝东北农村九年一贯制示范校”为目标，立足质量求发展，狠抓常规促规范，创新德育
育全人。

老师指导学生绘画

姚兰 胡忠英
图片由巫山县乌龙学校提供

让龙文化注入农村娃精彩人生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让我们农
村学校焕发了生机与活力。以前
学校的器材少，场地有限，操场经
常是天晴一身土、下雨一身泥，孩
子们的体育活动受到限制。如今
有了漂亮的塑胶操场、完善的功
能室,孩子们的活动项目更丰富，
成长更多元、更精彩了。

乌龙学校校长 余德旺

最美均衡见证人

巫山县乌龙学校

数说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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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质图书45500本、电子图书

1775本，极大地满足了师生
的多样化阅读需求；修建了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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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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