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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周刊

22 个班主任工作室
获评“省优秀”

我市将增设“班主任带头人”学术称号
为班主任专业成长送上“大礼包”
责编 蒋/东亮 策划 王/晓雨 美编 王/斌 审读 王/林宏

9 月 21 日上午，全市中小学班主
任工作创新发展论坛暨山东省优秀班
主任工作室授牌仪式在市教科院举
行。仪式现场，市教育局总督学李晓
元公布了青岛地区首批山东省优秀班
主任工作室名单，市教育局局长姜元
韶为 22 位班主任工作室主持人授牌。
活动中，市教育局思政德育处处
长赵俊杰还发布了《青岛市教育局中
小学班主任队伍建设政策包》，为全
市班主任专业成长送上“大礼包”：新
增青岛市“班主任带头人”学术称号，
与学科带头人享受同样待遇；在教师
年度考核、奖励性绩效工资、职称评聘
晋升上，向担任班主任的教师倾斜；设
立中小学班主任教研员，打通班主任
五级学术成长阶梯……

22个班主任工作室获评
“省优秀”
记者从现场了解到，近日省教育厅
发布了《山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山东省
中小学“优秀班主任工作室”名单的通
知》，确定山东省中小学“优秀班主任工
作室”262 个，青岛市推荐的 22 个工作室
全部获评。授牌仪式上，姜元韶为青岛
一中张磊工作室、青岛十七中曹春梅工
作室等 22 个工作室授牌。来自平度职
教中心的刘国锋老师，作为省优秀班主
任工作室主持人代表，现场作了经验分
享和表态发言。
在论坛环节，崂山区教体局副局长
孙咏梅、青岛西海岸新区兰亭小学教育
集团校长孙传香、青岛一中张磊、青岛
艺 术 学 校 张 颖 ，分 别 从 班 主 任 队 伍 建
设、班主任课程引领、班主任工作室协
同进步、班主任与学生工作心得等多个
角度，围绕中小学班主任创新发展进行
了论坛交流。

市教育局局长姜元韶为首批山东省
优秀班主任工作室授牌。 王晓雨 摄
优秀班主任工作室授牌。

教师考核向资深班主任倾斜
论坛部分结束后，赵俊杰发布了《青岛市教育局中小学班主
任队伍建设政策包》，政策囊括了完善班主任学术发展序列、加
强名班主任工作室建设、
构建班主任教研集备体系、
建立班主任梯
队培养机制、
提升班主任教育科研水平等八个大项若干条措施，
全
方位搭建班主任发展平台，切实提高学校立德树人整体水平。
“在教师年度考核、奖励性绩效工资、职称评聘晋升、评优评
先等方面，向担任班主任特别是长期担任班主任工作、班级管理
工作成效显著的教师倾斜，发挥榜样激励和典型示范作用。”赵
俊杰透露，下一步市教育局将健全班主任典型选树机制，对长期
担任班主任的教师，从多个角度给予政策倾斜。同时，增设青岛
市班主任带头人学术称号，纳入教育教学带头人评审系列，班主
任带头人享受与学科带头人同等待遇。打通青岛市中小学班主
任“青年教师基本功——班主任优质课——教学能手——班主
任带头人——名班主任”五级学术成长阶梯，为培养高层次专业
化的班主任队伍奠定坚实的基础。

专业研讨活动。定期组织开展各个层级的青年
班主任基本功比赛、班会优质课比赛、普通中小
学骨干班主任基本功比赛、中职学校班主任能
力大赛等班主任专业能力比赛，全面提升班主
任工作的专业化水平。”赵俊杰介绍，市教育局
还将设立中小学思政德育专项研究课题，鼓励
班主任申报德育课题，引导班主任围绕工作中
的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开展深入的系统研
究，提出方法对策，引领全市中小学德育工作深
入开展。
活动最后，李晓元鼓励全市各中小学班主
任坚定培养方向、用真心动真情、讲究科学方
法，肩负起立德树人的使命。希望各工作室再
接再厉，制定发展规划、完善工作机制，努力形
成一批优秀的班级管理和育人成果。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记者 王晓雨

首批山东省优秀班主任工作室名单

设立班主任教研员开展教研集备
为提高班主任队伍的职业素养和育人技能，青岛将构建班
主任教研集备体系，分学段设立市、区两级中小学（含职业学校）
的班主任教研员，组织开展班主任工作的日常教研集备活动。
同时，将班主任培训纳入教师培训规划，建立初任班主任、新秀
班主任、骨干班主任、名班主任梯队培养机制，形成全覆盖、分层
次、科学化、专业化、系统化的金字塔形班主任培训管理体系。
“以前我们只有学科的观摩课、公开课，下一步我们将搭建
班主任专业成长平台，常态化开展主题班会、观摩课、公开课等

（青岛地区）
山东省青岛第一中学张磊工作室
山东省青岛第十七中学曹春梅工作室
青岛旅游学校郭淼工作室
山东省青岛第三十九中学牟中华工作室
山东省青岛第五十八中学高登营工作室
青岛市市南区实验小学牟海霞工作室
山东省青岛第七中学郭德利工作室
青岛启元学校王苏杰工作室
青岛第二实验初级中学李忠荣工作室
山东省青岛第二十一中学徐春梅工作室
青岛铜川路小学李曙光工作室
崂山区第二实验小学王伟丽工作室
青岛市崂山区实验初级中学杜金柱工作室
西海岸新区香江路第二小学薛连华工作室
青岛市城阳区实验中学赵芳明工作室
青岛市即墨区长江路小学张红工作室
胶州市三里河小学陈密芝工作室
胶州市常州路小学吴衍香工作室
胶州市第六中学徐道峰工作室
平度市李园街道沈阳路小学王金芳工作室
平度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刘国锋工作室
莱西市实验中学迟金玲工作室

教育 资讯
青岛理工大学
思政教学“跑”进体育课堂
青岛敦化路小学
推广普通话 激情演讲颂祖国
近日，在全国第 25 个推普周来临之
际，为增强全校师生语言规范意识，推动
学校语言文字工作，青岛敦化路小学开
展“推广普通话，喜迎二十大”为主题的
推普周系列活动。
学校利用“国旗下讲话”向全校师生
发 出 倡 议 ，宣 传 推 普 活 动 的 重 要 意 义 。
举行了以“喜迎二十大，童心向未来”为
主题的班级、校级演讲比赛，每位参赛小
选手都用标准的普通话，声情并茂地讴
歌祖国的发展和巨变，抒发作为少年儿
童的报国之志，选手们激情的演讲感染
着 每 一 位 小 听 众 ，爱 国 之 情 油 然 而 生 。
学校充分利用宣传栏，展示教师、学生制
作的“推普校报”，推广和普及普通话知
识。开展了“小手拉大手，同说普通话”
活动，通过亲子读书、读报活动，纠正家
长的发音，营造浓厚的推普氛围，净化校
园规范用字环境，表达对祖国未来的美
好祝愿。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记者 于娜

“百折不挠，
刚毅厚重，
勇承重载……”
日前，
青岛理工大学西海岸
新区主校区 2022 级新生在风雨操场迎来大学的第一次体育外堂课，
校
园的上空回荡着整齐响亮的口号，
火红的赛道见证他们坚定的步伐。
“一边跑一边喊，跑了一会感觉确实有点累，不过整个班一起喊
出校训，声势震天的感觉很带劲儿。我就想着再大声点、再努力点，
不知不觉就跑完了。”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新生王子宁一边擦去额头
的汗珠一边兴奋地说道。
据了解，
青岛理工大学体育教学部认真贯彻落实体育育人要求，
通
过开展集中备课，
做好体育思政教学设计与课堂组织流程设置，
以新生
第一次体育外堂课为契机，
重点安排了队列动作训练及跑步热身呼号
相关内容。通过练习听从口令、
统一节奏、
建立秩序，
引导新生树立纪
律观念和规则意识，
并将训练成果转化运用在日常学习生活中。
体育教学部教师于健介绍说，教师讲解动作要领、定制特定口
号，引导新生在跑步热身的同时，对高度凝练的口号加深记忆，理解
其中蕴含的中国精神、理工精神、奥林匹克精神、体育人文精神等思
想文化内涵，在参加体育运动的同时学会拼搏、坚持，让学生在无形
中释放压力、调节情绪，根植下通过不懈奋斗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理想信念。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学校重视发挥体育育人功能，将体育思政
作为体育教学改革重要推动力量。通过上好体育课，
加强体育课、
大课
间、
课外活动的衔接和联动，
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后体育活动，
使学生掌握
更多运动技能，
养成终身受用的运动习惯。此外，
学校还开展体适能、
心
适能同步培养，
体质健康训练与体育精神学习同步进行，
扎实落实
“以体
育人”
的工作要求。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记者 张琰 通讯员 王妍

青岛第五十三中学
获
“山东省数学文化实验学校”
称号
青岛第五十三中小学数学教研组，是
一个教育理念新颖、业务水平精湛、全员力
求合作、齐头并进共发展的“专业成长”型
团队。在市区教研室的专业引领下，已经
持续多年开展了单元整合、核心素养、学科
德育、深度学习等主题的研究，注重数学文
化的渗透，获得“山东省数学文化实验学
校”称号。
小学部数学组是一个由 31 名数学教
师组成的大家庭。师资强大，既有经验丰
富骨干教师，又有朝气蓬勃的青年教师，其
中中学高级教师 1 人，一级教师 10 人，二级
教师 7 人，获青岛市优秀专业人才 4 人，区
教学能手 11 人，区优秀教师 2 人，区骨干教
师 1 人，区优秀指导教师 1 人，承担区级以
上课题 16 个，并顺利结题。求真团队的所
有数学老师以“一丝不苟 论是非曲直 孜
孜不倦 画大小方圆”为口号，让学生在熟
悉的情境中学习数学、理解数学、运用数
学，体会到数学的内在价值。让学生人人
都能乐于学数学，会学数学，让不同的学生
在数学上有不同的发展。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记者 于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