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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0日，市教育局召开2018年基础教
育质量表彰会，市三高以优异成绩荣膺全市
基础教育质量高中特长教育奖。这是该校连
续第 4 年获得这个奖项，今年的“含金量”格
外高——高考报名人数415人，二本以上251
人，特长学生本科双过线174 人。这些 3 年前
中招平均成绩只有 408 分的学生能够取得如
此耀眼的成绩，充分展示出市三高特色教育
的独特魅力，擂响了市三高崛起发展的时代
劲鼓。

从2014年高考本科上线率19%到2018年
高考本科上线率60.5%，短短5年间，市三高的
教学质量连攀新高，先后荣获全国特色学校、
省级文明单位、省校园文化艺术工作先进学
校、市先进基层党组织、市特长教育先进学校、
市基础教育先进集体、市德育工作先进学校、
市教育科研先进单位等称号以及市五一劳动
奖状。

是什么铸就了一个个沉甸甸的荣誉？带
着这个问题，记者近日走进了市三高。

魅力校园 放飞梦想

记者来到市三高时，恰逢该校“以艺促成
三高圆梦”第五届文化体育艺术节开幕。学生
们各展所长，歌曲、舞蹈、诗朗诵等节目精彩纷
呈，现场掌声、喝彩声响成一片，成为学生核心
素养和艺术素质成果展示的“饕餮盛宴”。

与此同时，书法作品展、绘画作品展、摄影
作品展进行得如火如荼，琳琅满目的作品把校
园装扮成了艺术的海洋，充分展现出该校在校
园文化和特长教育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

“陈钇瑞 北京邮电大学、王嘉莹 西南大
学……”在校园西面墙壁的荣誉榜上，2018年
被本科以上录取的 251 名学生中有不少人圆
梦重点大学，其中有16人考入郑州大学。

前身是神马子弟学校的市三高，在 2007
年划归市教育局管理后，开始了艰难的涅槃之
路，历经10余年砥砺奋进，一代教职工青丝变
白发。如今，市三高历经岁月的洗礼，以骄人
的成绩破茧成蝶、凌空而飞。

“‘以艺促成’是我们一直追求和践行的特
色，我们为每一个学生提供成长的舞台，帮助
每一个学子实现梦想。”时光荏苒，市三高校长
张建岭对教育的执着不变。他说，该校始终坚
定一个目标，即培育全面发展的学生；落实两
个理念，即为了每一个学生的一生、让每一个
学生走向成功；努力实施三大工程，即基础设
施、师资队伍和校园文化工程；拉动“四驾马
车”，即严管理抓习惯、办特长给出路、兴社团
找自信、搞课改提素质，创造“低进优出”的奇
迹，助力众多学子实现大学梦。

市三高校园里，浓郁的艺术气息、学生的
多才多艺、随时开放的智慧课堂……令人耳目
一新。“通过在校3年艺术特长的学习，每一名
学子都能受益终身。”张建岭的话掷地有声。
让学生学会学习、学会生活、学会做事，学会感
恩、学会做人，这不仅是市三高的教育目标，更
是该校教职工情之所至的教育理想。在这样
多彩多姿的校园里，学生们放飞梦想，尽情谱
写青春华章。

激情校园 拼搏奋进

“晨光熹微，一日又新；青春年少，努力趁
早……”晨曦微露，市三高校园内传出整齐的
诵读声，令人振奋。充满希望的一天，在这激
情的集体自勉齐诵声中拉开序幕。

“每天早上诵读自勉文时，我都会暗暗地
给自己鼓劲儿：一定要好好学习，不能浪费一
天的大好时光。”该校高二（8）班学生戚帅强
说，“我们学校的管理是出了名的‘严’，但这种

‘严’不是让你感受到约束，而是让你充满斗
志。”他的话，道出了该校许多学子的心声。

从学生入校开始，该校便围绕立德树人这
一根本任务，不间断地开展习惯养成教育、励
志教育、责任教育、感恩教育等，引导学生自觉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通过国旗下演
讲、主题班会、才艺展示、志愿者行动等活动，
大力倡导文明之风，激励学生为实现中国梦而
努力学习。在充满正能量的氛围中，学生的积
极性被充分调动出来，学习劲头大增。

该校负责德育工作的校长助理宋涛说，学
校的管理精细入微，宗旨在于帮助人、激励人、
塑造人、成就人。从本学期开始，该校要求学
生晨诵自勉文、课前集体宣誓、午唱校歌、晚诵
省思文……这种触动心灵的管理方式，让学生
心服口服。

为提升学生素质，该校开展文明校园、文
明城市创建活动，引导学生争创文明班级、争
做文明学生，努力构建昂扬向上、积极进取的
校园文化；把“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作为衡
量学生的重要指标，为每个学生都建立道德档
案，将每天、每周的表现记录其中，每学期作出
综合评价，督促学生向上向善提升素质；建立

“明骏励志奖学金”，每年向家庭贫困、品学兼
优的学生发放奖学金，激励学生成才；选拔一
批年富力强、认真负责的教师担任班主任，开
设感恩等特色课程，不间断地举办励志讲座，
激发学生“我要成才、我要成功”的欲望。

“围绕中学生核心素养塑造，我们通过形
式多样的德育教育活动，让每一名学生都能转
变思想，迎头赶上，变得品行优良、素质全面、
敢于担当。”张建岭说。

为提升管理效果，该校把学生家长吸纳
到教育教学管理队伍中来，形成教育合力，通
过各班家长委员会动员家长随时进班听课、
督学。该校还在我市率先开通远程课堂实时
播放系统，所有家长都可以随时利用互联网
通过电脑或手机查看学生上课情况。这种完
全开放、透明的办学方式既是对师生的监督，
也是对师生的激励，有效助推了教育教学质量

的提升。
严明的校纪营造出浓郁的学风，学生耳濡

目染，向着理想的彼岸奋勇拼搏。

艺术乐园 桃李芬芳

“每一名学生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在学
校里他们是千分之一，但在家里他们承载着百
分之百的希望。”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让张
建岭煞费苦心地找寻学校发展、学子成才的良
策，努力创设最佳的教育生态。

经过多年的教育实践和探索，市三高把特
长教育作为突破口，提出“扩规模、增类别、双
提高、上台阶”的特色教育指导思想，坚持低
起点、严要求，面向全体、发展特长，充分结合
每个学生的性格、爱好挖掘潜能，为学生提供
广阔的舞台，真正做到了“海阔凭鱼跃，天高任
鸟飞”。

据该校副校长周素娟介绍，市三高的特长
教育项目齐全，增加了书法、传媒艺术、体育舞
蹈、武术、射箭等项目；师资力量雄厚，拥有一
支由省级名师黄勇带领的中青年专业教师团
队，探索出了一套适合学生成才的教学模式；
配备了高标准的特长训练设施，成立了特长训
练中心，使特长教育与文化课学习齐头并进；
有成熟的自编教材，注重以赛促教、以赛促学，
力促艺术教育提质增速。

每年新生入校后，市三高都会开展第二课
堂、社团等活动，及时发现学生的特长，努力发
掘每一个学生的潜力，为他们订制个性化成长
套餐。“我们要让每一个学生免费学习一门特
长，增加一条成才的路径。”周素娟说。

通过兴趣的引导和培养，学生明确奋斗和
成才目标，真正激发出学习的内在动力和拼搏
进取的激情。“孩子进入市三高之后，变得爱学
习了，还主动帮助我们分担家务，就像变了一
个人。”家长们欣喜不已地说。

该校还引进优质教育资源，与中国传媒大
学、武汉音乐学院、河南大学、平顶山学院等联
合教学，形成了完备的特长教育培训体系，为
学生成才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在今年的全
省艺术生统考中，市三高美术、音乐、体育舞

蹈、播音与主持、影视编导等专业过线率
100%；音乐专业本科过线率100%，体育舞蹈专
业本科过线率 94.3%，美术专业本科过线率
92.4%……一大批学生通过特长教育找到了人
生目标，“飞”向了包括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天
津大学、四川大学等著名学府。

如今，市三高已成我市普通高中举办特长
教育的典范，吸引着众多拥有艺术梦想的学子
来此成长、圆梦。

智慧校园 课堂高效

在高二（8）班，老师贺真真正带领着学生
上作文课。学生通过平板电脑阅读老师推送
的材料，提前学习、思考、搜集资料。课堂上，
学生竞相发表观点，师生互动频繁，充分体现
了“生本课堂”的理念。

“以前上课的时候，老师会点名提问。现
在，我们都用平板电脑提交答案，全班学生共
同参与，大家积极性更高了。”学生赵金垒直
言，很喜欢平板智慧课堂的教学模式，因为即
使课堂上有些知识点没能掌握，课下看看老师
发的课件或者微课，很容易就能学会。

学生张亚瑄说，平板教学带来的最大好处
是让同学们学会了自学。“我们通过老师推送
的导学本预习，发来的资料、视频等拓展知识
面。比如语文老师会推送一些名篇佳作让我
们欣赏，物理老师会把一些很难做的实验视频
发给我们。学习变得很有意思，大家兴趣蛮高
的。”她说。

在贺真真看来，平板教学使课堂的容量、
深度不断提升，老师的备课量大增。“课堂上，
老师教学不再仅限于知识的传授，而是更加
关注学生素养和能力的提升。”她说，信息技
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促进了教师快速成
长。高二英语老师李可可深有感触地说：

“实行平板教学之后，我尝试以现代化手段
创设轻松、愉快、高效的课堂，并能关注到每
一个学生的学习水平，从而也更加注重探索
适合学情的教学方法，开始深入地进行教学
研究……”

重课改是市三高的强校策略之一。该校

大刀阔斧推进新课程改革，努力打造高效课
堂，让学生想学、会学、好学。今年上半年，该
校全面推行平板智慧课堂教学，依托互联网
和云教学平台搭建了智能学习环境，突破了
传统教学的时空界限，实现了课上课下师生、
生生实时互动，最大限度地提高了教育教学
效率，真正构建起了“以生为本”的课堂教学
模式。

该校要求任课老师把每一节课都上成公
开课，课堂随时向家长开放。如今，坐在各班
教室后面听课的家长成了一道风景。“敢于开
放课堂，证明我们有这个教学实力。”高一（5）
班班主任要美琴笑道。她说，很多学生的学习
习惯不太好，需要家校携手改进。家长进班听
课，陪伴孩子学习，对孩子是一种关爱，更是一
种鼓励，学生不由自主地就提升了学习劲头，
老师们真心欢迎家长来听课。

“进班听了几节课，发现老师们的教学水
平很高，课堂气氛特别好，没有一个学生睡
觉、说话。即使自习课没有老师，孩子们也都
自觉学习，教室里非常安静。”高一（5）班学生
冀玉洁的妈妈说，“老师对每个学生都很关心，
班主任一有时间就找学生谈心，千方百计地调
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把孩子送到这儿，我特
别放心。”

在推进课堂教学改革的同时，该校严格考
核教师教学行为，同时积极开展集体备课、集
体教研、赛课等活动，提升教师的专业水平，促
进“教”与“学”有机统一，一大批青年教师脱颖
而出。近日，李可可的电教优质课在全国电教
馆组织的“互联网+课堂”比赛中荣获二等奖。

市三高全体教职工高举特色教育旗帜，用
精湛的教学技艺、崇高的教育情怀、赤诚的爱
生之心，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赢得了万千桃李
芬芳。

风劲好扬帆，腾飞正当时。在这样一个信
息发达的时代，市三高顺势走到了信息化教学
的前列。机遇与挑战并肩，光荣与梦想同行，
充满无穷活力和魅力的市三高，将运用现代教
育技术手段，大力推进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
让更多学子展艺术特长、圆名校梦想。

（文/本报记者 邢晓蕊 图/高春堂）

——解读市三高崛起之路

砥砺奋进勇争先 特色办学谱新篇
本报讯 （记 者 邢 晓

蕊）11 月是我市第七届中
小学“教科研活动月”，我
市各学校纷纷开展形式多
样的教科研活动，促进教
学质量提升。

本届活动月的主题是
“提升教师素养，提高教育
质量”，主要内容有开展阅
读教育名著活动，提高理
论素养；举办专家讲座，助
力脱贫攻坚；开展优质课
教师课堂教学展示活动，
提高教师课堂教学水平；
开展教师基本功展示活
动，提升教师教学技能；开

展全市新修订普通高中课
程方案和课程标准学科培
训，促进课改深入进行等。

日前，市四十三中开
展班主任师带徒结对、教
学师带徒结对活动。该校
领导为教研组组长发放读
书活动书籍，鼓励老师们
加强学习。市四十一中开
展科研成果交流展示、学
科论坛、名师讲座、小论文
评选、校级优质课、党员教
师示范课、课题观摩课等
活动。市三高、市十三中
等学校也开展教科研活动，
掀起学习、教研的热潮。

提升教师素养 提高教育质量

市第七届中小学“教科研活动月”启动

本报讯 （记 者 邢 晓
蕊 通讯员姚玮玮）日前，
平顶山技师学院参加由省
教育厅主办的2018年河南
省中等职业教育技能大
赛，取得了好成绩。

该 学 院 相 关 负 责 人
说，学院赛前邀请专家实
地督查、科学安排、统筹
管理，辅导教师们敬业拼
搏、无私奉献，参赛选手
坚持不懈、刻苦训练。比
赛中，该学院学生共荣获
个人一等奖 9 个、二等奖
11个、三等奖5个，专业类
技能竞赛团体二等奖4个、
三等奖1个。其中，数控技

术系学生郝鑫鑫、王子壮
荣获数控车加工技术赛项
一等奖，唐金龙、田煜栋荣
获数控铣加工技术赛项一
等奖，柳丁元、段志豪荣获
车加工技术赛项一等奖，
翟修博荣获全员化试点项
目——机械零部件测量与
测图赛项一等奖；汽车工
程系学生王永棋荣获汽车
维护全员化试点项目一等
奖，电气工程系学生吕明
豪、冯科翔荣获电气安装
与维修项目一等奖。时小
广、王峰伟、吴跃生、刘俊
辉、邓辉等 20 位教师获优
秀辅导教师奖。

全省中职技能大赛举行

平顶山技师学院获佳绩

本报讯 （记 者 邢 晓
蕊 通讯员张童）近日，省
委高校工委、省教育厅公
布第二届全省普通高等学
校校园文化建设优秀成
果，平顶山职业技术学院

“三个文明”创建活动从全
省 139 所 高 校 中 脱 颖 而
出，获得二等奖。

今年以来，该学院积
极开展“三个文明（文明班
级、文明宿舍、文明学生）”
创建活动，坚持教育与管
理并重、激励与约束并举、

自律与他律并进的原则，
突出一条主线、两块阵地、
三个抓手、四项措施，把文
明教育融入日常管理的全
过程。奖励先进、激励全
体、鼓励后进，推动校园精
神文明和校园文化高质量
快速发展。

该学院评选出63个文
明班级、87 个文明宿舍、
846名文明学生，并进行了
表彰，营造出良好的校园
文化氛围，促进了学生文
明素养提升。

平顶山职业技术学院
获省校园文化建设二等奖

本报讯 （记 者 邢 晓
蕊 通讯员马新田）11 月 1
日，卫东区教体局师训中
心组织全区 100 多名班主
任参加班队会观摩活动。

为进一步提高班主任
专业水平和综合素质，增
强学校主题队会的规范性
和有效性，卫东区教体局
师训中心组织了此次活
动。活动中，矿工路小学
老师高红军和五条路小学

老师刘杨现场授课。“高老
师和刘老师的班队会让我
感受到上好班队会对学生
的巨大教育作用，以后我
要 多 学 习 ，把 班 队 会 上
好。”新华路小学老师贾睿
瑾说。

卫东区师训中心主任
王金焕说，班队会教育意
义重大，此次活动规范了
班队会的流程，提高了班
队会的有效性。

卫东区教体局师训中心
开展班队会观摩活动

本报讯 近日，由河南
城建学院文明办主办，该
学院材料与化工学院承办
的以“牢记使命，自律自
强”为主题的道德讲堂开
讲，教师及学生代表共200
余人聆听。

活动开始，主持人抛
出三问引导师生反省是否
在生活和工作中自律自
强。市志愿者协会会长周
俊范结合自身成长经历为
大家解释什么是公益慈

善 ，为 师 生 树 立 良 好 榜
样。材料与化工学院党总
支书记焦学然、优秀教师
代表李山鹰、优秀学生代
表殷商行分享了自己的感
想感悟。

此次道德讲堂旨在号
召全体师生不忘初心、坚
定梦想、自律自强，通过身
边人、模范事引导师生成
为自律自强精神的传播
者、践行者和受益者。

（邢晓蕊 张妍迪）

河南城建学院举办道德讲堂

11 月 2 日，平煤幼儿
园在白鹭洲国家城市湿地
公园开展亲子秋游活动。

当天，在老师和家长
的带领下，孩子们观察大

自然，通过看一看、说一
说、听一听锻炼口语表达
能力，通过树叶拓印画感
受集体活动的快乐，增进
亲子感情。 陈艳娜 摄

平煤幼儿园组织亲子秋游活动

平板智慧课堂，学生兴趣盎然

艺术节表演学生在欣赏摄影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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