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校园

责编：
宋振涛 美编：杨佳 审读：邴启欣

2022 年 9 月 21 日 星期三

早报教育会客厅

曾经的李沧区被誉为入学“刚需区”，
困扰
着许多入学家庭。刚刚过去的开学日，
家住附
近的市民金武告诉记者，像他一样的很多 80、
90 后在李沧买房时为了刚需，没考虑学区问
题，
如今孩子到了上学年纪就开始发愁了。之
前身边就有朋友为了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
不惜把大户型卖了，去市南、市北的学校附近
换了“老破小”
的学区房。而如今，
李沧的新小
学、新初中都陆续建起，金先生和很多家长朋
友也打消了焦虑。
9 月 1 日，全市中小学生开学当天，记者来
到虎山路第二小学看到，
窗明几净的智能化教
室，
宽阔、专业的运动场，
具备现代感设计的教
学楼，校园里的花园、小巷处处鸟语花香。一
批带着兴奋、好奇的一年级小萌新，在老师的
带领下欢快地来到操场集合，
迎接属于他们的
重要时刻——一年级开学典礼。新校的启用
将给李沧教育带来怎样的影响？未来学校发
展将如何规划？青岛虎山路小学教育集团校
长王文琼向记者徐徐展开一幅规划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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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年金秋，一批整装待发、跃跃欲试的一年级小萌新得到了
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4 月份，李沧区教体局公布了 2022 年义
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政策，今年李沧区将启用 4 所新校和新校
区。被纳入青岛虎山路小学教育集团的青岛虎山路第二小学就
是其中之一。9 月 1 日，全市 74 万余名中小学生开学，其中有近
300 名新生走入虎二小学，成为新校的首批“虎娃”！新校的启用
不仅为李沧的教育资源注入了巨大的新生力量，
更为许多家庭缓
解了紧张的入学压力。身为青岛虎山路小学教育集团校长，
王文
琼一长三校，
她将传承前两校的优质基因，
用温暖、创新的教育本
心培育新校，
汇聚三校之力为岛城教育扩优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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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山路小学教育集团校长王文琼。

青岛虎山路小学教育集团迎﹃三胎﹄ 虎二新校为李沧教育注入新力量

三校合力 ﹃虎娃﹄绽放向阳花

记者：回望过去，
展望未来。新学年，
青岛
虎山路小学教育集团再度扩容，
集团由原来的
虎山路小学和振华路小学两个校区，
又迎来了
拥有七万多平米体量的集团“新成员”——青
岛虎山路第二小学校区。新学校的成立，
为教
育集团增添了哪些教育力量？王校长能否与
家长分享虎二小学与其他两校有何与众不同
之处？
王文琼：虎二作为集团的新生力量，无论
从显性还是隐性，均有着得天独厚的发展优
势。显性优势就是有着高起点的现代化硬件
设施和优美的校园环境；
隐性优势就是依托集
团办学，可以实现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发展，无
论是虎山校区，还是振华校区，许多成熟的办
学经验可以直接共享，
复制优秀。基于集团的
优质共性，遵循学生的成长规律，倾听家长的
教育需求，进而走上优质学校的特色发展之
路。
记者：校长是一所学校的精神支柱，也是
掌舵学校未来发展的领航人。在市教育局提
倡的
“一长多校”
的教育规划下，
您是否有些心
里话想与三所学校的新生学子们聊一聊？是
否有新的展望和期许，
愿意与三所学校的家长
分享？
王文琼：教育即生长，能够引领与我相遇
的孩子们、老师们和家长们共同营造一个优质
的学习场，一个生命共同成长的能量场，我们
在这里相遇相知，
互相信任、共同成长，
我将此
视为一名校长的最大幸福。
新学期里，我想对学生们说，让我们一起
向着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成长目标进
发。我们一起扬帆起航，
一起追梦。梦想就是
我们每个人的人生理想，
追梦就是走在实现人
生理想的路上。
追梦路上，
我们要学会做人，
铸优秀品格；
我们要学会学习、做事，
练优秀习惯；
我们要学
会强健身心，提优秀素质。同时，希望每一个
虎小学子都能与书为友，
多读书、读好书，
在读
书中陶冶情操，
丰富心灵。
新学期里，
我还想和家长们朋友们说，
请安
心把您的孩子送到虎山路小学教育集团。德智
相融，
同心行远。在虎山这个大家庭里，
每一位
老师都会竭尽所能，
助力每一个孩子的茁壮成
长。同时，
我们也竭力邀请您加入助力孩子成
长的虎山队伍中来，
我们真诚沟通，
在实现优质
家校共育的同时，
和孩子们一起成长。
记者：国家实施“双减”政策落地已有一
年，一年以来，学校都落实了哪些行之有效的
“双减”
工作？新学期开学以来，
对于新课标的
实施，
学校又设立哪些有趣的特色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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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琼：“双减”政策的出台，好比是给臃肿
的教育，开出了一剂瘦身药。面对双减政策，我们
清醒地认识到，瘦身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好看”，更
是为了健康。虎山路小学教育集团落实双减政策
的目标是“减负提质”，实施路径是“三个找准”：即
找准减负提质的基点，聚焦高品质课堂的打造；找
准减负提质的难点，锚定作业优化；找准减负提质
的堵点，
聚力课后服务全覆盖。
九月开学不仅迎来了虎二首批新生，
也迎来了
新课标的实施。新课标的实施必须基于教师理念的
更新，
以课程为承载，
以课堂为主阵地。暑假期间，
李沧区教育研究发展中心就采用集中与分散相结合
的方式，
组织全体老师进行了系统学习。开学前，
虎
山路小学教育集团充分发挥集团化办学的人力资源
优势，
组织三校区老师们开展大集备，
重点围绕新课
标的实施，
以课为例展开充分的讨论交流，
以此解决
教师理念更新的问题。
在课标理念的指引下，集团聚焦培养“有理
想、有本领、有担当”的虎山学子，进一步优化了学
校特色课程。如指向奠定学生中国底色的“浸心
润心”课程；旨在提升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阳光
周记”
“晨光算理”和“英语播报”等课程；指向五育
并举的各类节日课程，以及“太阳花”合唱课程、管
乐、行进管乐课程、陶笛课程、扇画课程、橄榄球、
足球课程、阳光科技课程、
“ 绿色农场”和“阳光劳
动”
课程等等。
记者：
对于家长来说，
将孩子送到学校，
不仅是
学习文化知识，
更为了让孩子养成健全的人格和可
贵的品质。在您看来，
从虎山路小学教育集团校门
走出去的学生，
都应具备哪些“虎娃品质”
？
王文琼：青岛虎山路小学教育集团坚守“立德
树人”
根本任务，
致力于追求
“阳光”
教育，
每一个虎
娃就是“阳光”教育着力培育的一朵朵“太阳花”。
他们在“阳光”教育的润泽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尽情绽放，一朵有一朵的姿势，一朵有一朵的魅
力。虎娃们既是一个个独特灵动的个体，
又是一个
“心拥阳光，
共享成长”
的生命成长共同体。
他们具备共同的“虎娃品质”，这就是“阳光”
的品质：阳光的心态——积极乐观，朝气蓬勃，向
善尚美；阳光的颜色——七彩斑斓，多元发展，各
美其美；阳光的温度——温暖友爱，互相关怀，美
人之美；阳光的胸怀——无私奉献，心怀大爱，美
美与共。

“工 欲 善 其 事 ，必 先 利 其
器”。集备教研是教学质量的
磨刀石，
对于教师把握教材、
精
准制定教学目标、提升教学质
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青岛
虎山路小学教育集团自始至终
遵循“无集备不上课”的原则，
积极有效开展集备活动。在李
沧区学科素养培训中，老师们
整体把握了新课程标准的精神
实质，为了切实践行新课标理
念，
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
开学
倒计时的那段日子里，虎山集
团的各学科团队进行了期初大
集备活动，各个教研组进行新
课标通读，将专业引领与自我
思考有效融合；深度解读单元
内容，关注横向（每个单元之
间）与纵向(各个年级之间)的
知识点梯度层级分布及单元目
标，
为新学期高质量教学蓄力。
集备中，语文老师们结合
新课程标准理念，从语文核心
素养入手着眼到单元语文要素
的落实，
从课时教学目标、
教学
策略、
教学评价全面考量，
整合
单元教材，
主线贯穿，
设计能有
效落地的学习任务群，老师们
群策群力，
互相切磋，
全新生成
新课程标准下的语文课堂。数
学老师们根据新课程标准的变
化，
深入进行教材分析，
梳理出
本学期前四单元每一课时的重
难点和教学思路；讨论出突破
教学重难点的教学策略；研讨
了怎样在数学课堂中培养学生
“四基”
“ 四能”；设计有效教学
策略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并
从单元统整教学、
数学文化、
两
课时教学的合理安排等方面进
行了梳理和总结。通过此次大
集备，使教师能够对新学期的
数学教学做到胸有成竹。英语
老师们以新课程标准为导向，
对自己所教年级的教材进行了
全面而详细的讨论、分析与解
读。大家不仅梳理了下学期各
年级的学习重点，
更新了理念，
明确了目标，确定了方法和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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