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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均衡提质量创特色 打造家门口好初中

浦东启动19所公办初中
“强校工程”
未来 3 到 5 年，上海将通过实施百所公
办初中“强校工程”，来打造一批家门口的
好初中，以进一步提升本市义务教育优质
均衡发展水平。记者从新区教育局获悉，
浦东已围绕“强校工程”出台区级实施意
见，新区的 19 所公办学校成为该项目的实
验校，将陆续启动“强校工程”建设，力求
挖掘潜力、做强内功，成就家门口好初中。

据悉，新区成立了实施初中“强校工
程”工作领导小组，目前已启动研究制订
对实验校的专项督导评估方案（含指标体
系）。这一方案将突出增值评估，把“绿色
指标”表现、学校综合考核等进步情况作
为评价实验校建设主要指标。未来，新区
还将组建专家组依据督导评估方案，每年
两次对实验校开展增值评估，及时监测实
验校的建设成效，同时开展对“牵头校（支
援校）”辐射引领的评估。

新区 19 校成为实验校

打造家门口的好初中

今年 3 月，上海发布中考改革方案，其
中一个重要导向就是鼓励学生选择以公
办初中为主体的不选择生源的学校。
“强
校工程”的推出，正是着眼于“做强内功”、
进一步“抬升底部”、持续缓解择校热，让
学生就近享有优质初中教育。
经各区遴选和学校自主申报，市教委
于 7 月确定了 116 所“强校工程”实验校名
单、覆盖全市 16 个区。浦东共有 19 所公办
初中入围，包括 12 所初中、1 所九年一贯制
学校和 6 所完中。

“强校工程”的实施，无疑给一批潜力
学校注入了一剂发展“强心针”。记者采
访发现，不少实验校已陆续推出相关举
措，对学校的未来发展充满了信心。
地处高桥古镇的上海市育民中学，
拥 有 70 多 年 历 史 ，校 内 的“ 蓝 鸿 铭 海 洋
鱼类标本馆”是上海市普教系统唯一一
所被命名为“全国科普教育基地”的标本
馆。校长柴建荣表示，未来将利用这一
办学特色开发校本课程，加强海洋文化
课程的学科渗透，把海洋文化教育渗透
到各学科，融合在日常教学之中，贯穿于
培养学生的各个阶段，形成整体化的海
洋文化教育。
新学年开学前，上海市吴迅中学加盟
华二浦东教育集团，这所地处浦东中部地
区的普通完中，已迈出了“强校工程”建设
的关键一步。校长李群介绍，学校已有 3
名教师申报了“双名工程”的“种子计划”，
未来学校将进一步践行“提供适合的教
育 成就学生的成长”的办学理念，用智慧
和责任共同谱写学校发展的新篇章。
上海市建平中学南校 2015 年加盟建
平教育集团，2016 年开始成为塘桥学区建
设领衔学校，
“强校工程”给学校带来了新
机遇。
“围绕‘强校工程’、紧密依靠建平集
团，我们提出了促进学校发展的六大策
略：协同共进、资源共享、特色共建、管理
互通、师资互研、学生互动。”校长董永刚
表示，该校是塘桥社区唯一一所初中，学
校在发展过程中努力同所在社区的经济、
文化发展相适应，
“ 背靠社区实现共同发
展，我们对未来充满了期待。”

■本报记者 吴燕

逐一摸清校情
“对症下药”
最 新 数 据 显 示 ，新 区 现 有 初 中 学 校
140 所，在校生逾 10 万，其中包括初中 85
所、九年一贯制学校 34 所、完中 21 所；公办
117 所、民办 23 所。从地域分布上看，98 所
在城区，42 所在农村地区。作为教育大区
的浦东，初中学校体量大、分布广，存在着
校际间质量均衡状况不够理想的问题。
“强校工程”的实施，将成为新区在初
中学校促均衡、提质量、创特色、增效能、
强队伍的有力抓手。记者获悉，浦东将
“强校工程”列入区大调研课题，通过问卷
调查、座谈会、个别访谈、查阅资料、实地
踏勘等多种方式对 19 所实验校进行逐一
排摸和调研，分析了相关情况并形成专题
报告，报告涵盖学校基本信息、校长基本
信息、教师情况、生源情况、硬件配备、参
与学区化集团化办学情况、学业质量绿色
指标和发展需求 8 大方面。同时，19 所实
验校普遍存在以及各校特有的问题、困难
和需求等，也在调研中被逐一厘清。

每所实验校配备市级名校长
新学年开学前夕，
《浦东新区教育局
关于实施初中“强校工程”的意见》
（以下
简称《浦东实施意见》）正式出炉，明确了
工作目标、主要内容、推进机制和保障措
施等，落实相关部门和单位的任务分工。
《浦东实施意见》明确，将为每所实验
校配备一名市级名校长（含培养对象、特
级校长）、两名名师（含培养对象、特级教
师）；遴选、培育有发展潜力的青年教师加
入“双名工程”教师“种子计划”，确保每一
所实验校有不少于 5%的教师纳入“种子计
划”；确保 19 所实验校都加入到紧密型学
区化集团化办学团队，为其建立动态发展
档案。同时建立区级指导专家团队，为每
所实验校配备不少于 3 名指导专家，指导
学校制定 3 年实施规划，形成“一校一规
划”，并给予全程专业指导。

TIPS

浦东
“强校工程”
实验校名录
初中 12 所
浦东教育发展研究院附属中
学、上海市新陆中学、上海市大团中
学、上海市蔡路中学 、上海市六团
中学、上海市由由中学、上海市施湾
中学、上海市坦直中学、上海市历城
中学、上海市建平中学南校、上海市
新云台中学、
上海市浦泾中学
九年一贯制学校 1 所
上海市绿川学校
完中 6 所
上海市育民中学、上海市长岛
中学、上海市泾南中学、上海市江镇
中学、上海市三林中学东校、上海市
吴迅中学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知名书法家、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张天民和矫健为师生现场创作和讲解“书法中的中国气质”。

□上海电机学院 供图

“传统文化直通车”
驶入上海电机学院

在工科校园里诗意栖居
本报讯 （记者 符佳）9 月 10 日，
“传
统文化直通车”驶入位于临港的上海电
机学院，为这所以工科见长的学校带来
了浓郁的人文艺术气息。校园里响起
了民乐声声，有奖猜谜活动、民间手工
艺表演吸引了千余名师生的积极参与，
而知名书法家、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张
天民和矫健的现场创作和讲解，更让不

少师生惊叹于“书法艺术中所蕴含的中
程”，划拨专门经费支持此类课程的建设
国气质”。
及教学改革，3 年中已立项传统文化教育
据悉，
“ 传统文化直通车”由上海市
类校级重点课程十余项，并开展高雅艺
总工会指导，市工人文化宫、职工文体协
术进校园，举办“博学讲坛”
“读书月”，扶
会、上海市教育工会主办，上海电机学院
持翼云文学社、兰亭书画社、大学生礼仪
的此次活动，是直通车首次开进高校。 队、中国结社等社团，让师生在工科校园
作为一所工科院校，上海电机学院的人
里实现诗意栖居。当日，上海电机学院
才培养方案中纳入了“人文素养通识课 “教工书画坊”揭牌。

中医大首次表彰
“我心目中的好老师”
本报讯 （记者 符佳）9 月 12 日，
上海 “最美拇指”
传递
“神奇能量”
。从教 26 载，
中医药大学举行第 34 届教师节庆祝大会， 他探索英语讲授中医药专业课，
让中医药
14 位
“我心目中的好老师”
、
14 位提名称号
文化沿着
“一带一路”
走向世界，
引导学生
获得者走上舞台，收获了水晶奖杯和鲜
把眼光从
“三点一线”
投向五洲四洋，
展示
花。这些从网络投票中脱颖而出的优秀
了教书育人的广度。
教师，
既有三尺讲台的辛勤育人的医学教
上海中医药大学拥有多家知名临床
授，
也有
“不拿粉笔”
的后勤保障人员。这
医院，
此番获得
“我心目中的好老师”
称号
也是该校第一次开展这一评选。
的教师，就有多名来自于医院临床一线。
出生在三代中医世家、
从小在诊室长
龙华医院的西医内科学教研室教师曲环
大的何建成教授，
是中医大基础医学院中
汝，强调教学回归本位、注重学生参与体
医诊断学教研室主任、
博士生导师。捧着
验，策划实施“实习医生巡诊”
“主题式查
透明的奖杯，
这位
“学生心目中的好老师” 房”
等特色临床教学实践活动，
多次被评为
坦言，
当年
“要在医生和教师之间做选择”
， “学生最喜欢带教老师”
“好大夫榜样”
及校
最终，
他选择了后者：
“因为做医生可以治
金牌教师。他在获奖感言中也提出了对弟
病救人，
但做中医大的教师，
可以培养更多
子的殷切期待：
读书时做有仁爱之心、
有梦
救死扶伤的医生。
”
28 年来，
他一心扑在中
想、
有学识、
有毅力的
“四有好学生”
，
毕业
医教育事业上，
为人师表、
甘为人梯，
以广
后做一名心里装着患者的好医生。
博的仁爱之心，
培养了本科生、
研究生、
留
除了这些在专业上为中医大学子传
学生等不同层次的中医后辈人才。他那一
道授业解惑的好老师，
此次获奖的还有不
句淡淡的
“做好叶的事业，
成就花的芳香”
， 少“不站讲台，不拿粉笔”的特殊教师，他
令全场动容。
们来自于后勤保障、团委等学校各部门。
同样获得
“我心目中的好老师”
称号的
加班加点全身心投入大学生志愿服务和
李征宇教授，
则擅长推拿
“一指禅”
手法，
用
遗体捐献接受工作的校红十字会办公室

主任丁晓露，
活跃在青年工作一线的优秀
团干部万婕……他们以自身勤恳的工作
态度、卓越的工作成效言传身教，让学生
看到了榜样的力量。
“这些获奖教师，都是师德的表率，
育人的模范，值得我们学习。”上海中医
药大学党委书记曹锡康在颁奖典礼上表
示，这两年中医大“双喜临门”：入选了国
家“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并成为上海
地方高水平大学建设高校。学校要抓住
这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首先要建设
好立德树人的教师队伍。中医大将以高
层次人才队伍建设为引领，以中青年英
才培育为基础，着力打造一流教师队伍，
营造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的引才育才
生态环境，建立让教师有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的政策保障体系。他也期待
更多中医教师能像获奖教师那样，善于
把价值观的“盐”溶到知识传授的“汤”
里，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要求、
做人做事的基本道理融入课程教学之
中，做传道的大师，助力学校向着“世界
一流中医药大学”的建设目标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