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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色宜人的校园环境

!!!!!!!

近日! 记者从淮阳县羲城中学获

悉!

3

月
-!

日至
-.

日! 由全国和谐教

法研究会"周口市教育局主办!淮阳县

羲城中学承办的全国第五届和谐杯中

学 #我的模式我的课高效教学模式博

览会$暨#三级建模$经验交流会在该

校成功召开%

此次会议旨在推动全国各中学

的课堂改革 !交流 &三级建模 $的经

验 ! 展示各学校不同教学模式的风

采! 探讨高效课堂模式的基本规律 %

会议期间!淮阳县羲城中学作为承办

方!把该校
,,3

个班的高效课堂呈现

给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学代表% 此外 !

与会学校代表还在该校进行了赛课!

诠释各校高效课堂模式以及&三级建

模$在学校的运用情况%

淮阳县羲城中学的前身是淮阳

县西城中学%

-4#-

年
5

月!校长董长

林接管了当时濒临倒闭的原淮阳县

西城中学% 如何及时改变当时的办学

困境 !校长董长林当年就提出了 &一

年基础'二年创牌"三年擦亮$的奋斗

目标 !经过三年的不懈努力 !该校如

期实现了预期目标 ( 从
-##.

年到

-#,-

年! 该校采取滚动式发展战略!

边建设边管理 !利用几年时间 !建起

了占地
,3#

亩!拥有教学班
,,3

个!学

生
5-##

多人 !教职工
!##

多人 !各种

设施齐全现代化的民办公助性质的

全寄宿初级中学(

-#,-

年!该校在完

成建设后!对教学和管理进行了大刀

阔斧的改革(

规范的教学管理! 是促进课堂教

学改革的有效途径! 羲城中学在近几

年的改革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培训'

备课'课堂'质量检测'检查评价'课题

研究'校本课程为特色的管理模式(

多层培训
自主探索求创新

实行新课改以来! 羲城中学的培

训变成了常态化!时时有培训!事事要

培训!培训无处不在( 每次新学期开学

时! 羲城中学都会针对学校的教学模

式)一校一模*对全体教师进行培训+

关于如何编写导学稿! 对教师进行培

训+ 开学后针对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

题适时进行培训! 例如如何让课堂更

高效,如何让学生抢答有序,如何及时

反馈当堂检测, 学生如何写高效学习

计划,晚自习的作业布置要求等等%培

训形式多种多样!有专题培训!有以会

代训!有示范课引领代替培训!有分层

培训等等%

分层备课
有效管理促提升

有效备课是促进课堂改革的保

证! 该校的备课活动是在科学规范的

管理下分层进行的% 教务处组织备课

遵循以下管理制度-认真挑选组长!合

理配置成员+建立规范制度!明确活动

要求+加强指导督促!理顺管理体系 +

构建激励机制!发挥主体活力%体备课

分三层进行-自备...备课标和教材+

集备...三定四统一)规定备课时间'

落实备课步骤'精细备课内容'规范导

学稿的要求 *+ 个备...备学生和方

法%教务处主抓教学工作!对备课规范

管理!备课实行教研组长承包责任制!

教务处抽查制! 督促备课活动有效进

行!提高备课质量%

阳光课堂
发展学生自主学习力

课堂是教学的主阵地!在新课程

改革过程中!羲城中学提出了在新课

程下要进行#三还$-把时间还给学生'

把能力还给学生'把健康还给学生%针

对#三还$结合阳光课堂模式!本学期!

羲城中学又提出了#课堂动起来!思维

活起来!效果好起来$的口号!让全校

师生的脸上都洋溢着阳光般的笑容 %

为了推动教师按照阳光课堂模式上

课! 每个学期初在该校的计划里都会

有教师课堂教学达标活动 ! 通过立

标...学标...验标...达标! 提升

教师的授课水平%另外!该校还会举行

一系列的教学活动推动教学改革 !每

周六推选
,

至
-

名教师上示范课 !以

榜样引领教师进步提高! 并且对达标

的教师和示范课教师都会给予不同金

额的奖励%到目前为止!羲城中学逐渐

形成了完善的#三级建模$!全校教师

共创建模式
,##

多种! 覆盖初中所有

学科的所有课型%

特色教学
突显素质教育

评价是羲城中学进行课改推进的

有力工具!与培训一样!羲城中学的每

一项制度都有评价% 在教学质量的评

价方面 ! 该校采取节节清的教学方

法! 根据学科的不同 ! 有单元清 '章

清'周清'月清!通过形式多样的#清$

来提高学生的整体学习质量% 课堂教

学评价主要看学生的主动性 ' 积极

性'参与性'探究性'展示性在课堂教

学中是否能得到有效激发和表现 !以

学生在课堂中的热情度作为考察教

师课堂教学成功的主要因素% 在课堂

改革过程中!教师们会遇到各种各样

的问题!有共性的'有个性的!对于这

样的问题! 教师及时提出来通过教研

组进行解决!如果解决不了!学校成立

课题研究小组帮助解决%该校规定!每

月每位教师都要根据自己的教学实际

写一篇教育教学论文! 可以是课堂实

录!可以是教学反思!也可以是针对教

学过程中的问题进行的研究结果等

等!作为提升业务素质的方式%

学生管理
基础素养评价为推手

羲城中学的学生管理以基础素养

评价为主要工具! 它是羲城中学的独

创!以学生的自主管理为目标!现已成

为羲城中学班级自治管理的得力助手%

该校基础素养评价现在已经形成了一

套完整的评价办法!制作出了一系列完

善的评价表格!并形成了一种可持续发

展的评价机制% 基础素养评价的运用!

为班主任的班级管理减轻了压力!提高

了学生自主成长' 自主发展的积极性!

在班级管理的历史上创造了一个奇迹%

现在!羲城中学各年级'各班级已经基

本实现了自治!学生真正成为了班级的

主人!他们的责任意识和担当责任的能

力都得到了加强和提高%

文明有序
发展学生自主生活力

来到羲城中学的校园里!在就餐时

间你会发现! 同学们从走出班级开始!

在下楼梯和去餐厅的路途上!皆是三人

一排!整齐有序%看到羲城中学的路队!

来羲城中学参观的领导和兄弟学校的

同仁们赞不绝口!他们说没有见过这样

管理有序的学校!没有见过这样乐观自

信的学生% 寝室管理是班级管理的延

续!羲城中学的寝室管理同样采用自治

管理的办法!每室一名寝室长!每班男

女舍长各一名!寝室内务和晚休纪律都

纳入到基础素养评价之中% 通过各种管

理方法!该校学生无论是排队就餐还是

内务卫生!都给人留下极深印象% 羲城

中学的晚问安活动也开展得有声有色!

每天晚上!七'八'九年级各派一个班级!

在学生公寓楼的各个路口向同学们和

老师们问好问安!这一活动为提高同学

们的文明礼仪水平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社团活动
提高学生自主发展力

社团活动别具特色% 根据学生的兴

趣爱好! 羲城中学的教师成立了多个社

团!以满足学生发展的需要% 在每天的课

外活动时间!该校学生们或跑或跳!或画

或唱!尽情释放自己的激情!快乐而又健

康地成长着% 羲城中学的社团活动!不但

有章程'有计划!而且定期有活动成果展

示!很好地丰富了学生的业余生活!并为

学生的健康成长打下了坚实基础% 用心'

细心和创新是羲城中学取得成绩的法

宝!只有优秀的领导!方能创建优秀的学

校+只有优秀的老师!方能教出优秀的学

生+只有优秀的学生!才能创造出美好的

未来% 万丈高楼平地起! 点滴辛苦点滴

勤% 优秀的道路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是

由一滴一滴的汗水汇聚而成的% 愿羲城

中学在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变得更加

优秀!愿羲城中学的明天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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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阳县羲城中学教育教学管理特色解析
记者 田维国 刘华志 文

6

图

特色的课堂教学模式 省级标准化餐厅学校知辛楼"餐厅#

图书室

实验室

学生寝室

校园健身区

学生公寓楼

标准化塑胶操场

教学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