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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纵横教育纵横

QQ群：182431374

本报讯（尤佳）记者10日从常
州市教育局获悉，常州市基础教育
综合改革实验区、实验乡镇和实验
学校正式启动建设。我市共确定天
宁区等3个区域为常州市基础教育
综合改革实验区，武进区湟里镇等
5个乡镇为常州市基础教育综合改
革实验乡镇，溧阳市新区实验幼儿
园等31所学校为常州市基础教育
综合改革实验学校。

2021年，教育部入选基础教育
综合改革实验区。根据深化基础教
育综合改革实施方案，近期，我市遴
选了一批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实验
区、实验乡镇和实验学校，聚焦重点
领域和关键环节，创新实践路径和
发展机制，为“常有优学”建设更加
公平、更高质量和更具活力的基础
教育。

据了解，入选实验区的辖市
（区）党委、政府将基础教育综合改
革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主动研
究、积极应对、统筹解决基础教育改

革发展中面临的突出问题，重点围
绕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
教育规划布局、学位资源供给、教师
队伍建设、财政经费保障、学校评价
改革等方面进行综合改革。入选的
实验乡镇将探索推动乡镇教育高质
量发展的实现路径和有效举措，激
发属地学校校长、教师的积极性和
创造性。入选的实验学校将围绕育
人方式变革、教师专业发展、学生素
养提升、教育评价改革、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建设、家校社协同育人等
方面进行实践探索，积极推进“学段
科学衔接”“双减”“双新”工作。

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作
为常州市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实验

“先锋队”，各实验单位将聚焦重点
领域和关键环节，创新实践路径和
发展机制，发挥试点效应，以点带
面，带动区域深入开展基础教育综
合改革，建设更加公平、更高质量和
更具活力的基础教育，为擦亮“常有
优学”名片作出新的贡献。

首批实验单位共39个

我市启动建设基础教育
综合改革实验区、乡镇和学校

本报讯（尤佳 王文倩） 11月
10日，2022常州市“刘国钧杯”老
年人钢琴邀请赛暨珠江·凯撒堡全
国乐龄钢琴比赛（常州选拔赛）决赛
在常州老年大学演艺厅举办，36名
老年钢琴选手同台竞技。

本次比赛分为古典华龄组
（一组、二组、三组）、流行组、重奏
组三类五个组别进行，共决出一
等奖6名（含1重奏组），二等奖12
名（含2重奏组），三等奖9名。其
中，古典华龄一组、二组的第一
名、第二名选手将代表常州参加
广州总决赛。

据了解，“刘国钧杯”老年人钢
琴邀请赛已举办两届，今年首次与
全国赛接轨，为常州老年钢琴爱好
者搭建了通往全国比赛的平台。

本届钢琴邀请赛组委会主任、
常州老年大学常务副校长王亮伟表
示，老年钢琴赛举办以来，参赛人员

年龄跨度越来越广，从8岁孩童到
60多岁的老琴童，积极参与。组委
会为此将钢琴类别和年龄进行组
合，赛制设置更加科学合理，同时还
线上、线下相结合，“云方式”进入常
态化的比赛模式。“各位老年参赛选
手的表现，完美地诠释了他们对艺
术的向往和追求，这是一个为我市
老年钢琴爱好者提供交流学习、互
相促进的良好平台。”市音协主席熊
祖鹏表示。

本届“刘国钧杯”老年人钢琴邀
请赛由常州市音乐家协会、常州市
老年教育发展中心主办，常州老年
大学、常州钢琴学会联合承办，常州
刘国钧文化中心赞助。自今年5月
开放报名以来，历经预赛、决赛，并
在比赛期间先后邀请音乐家、学者
组织开展多场专题讲座和音乐会，
以赛促学，受到全市老年钢琴爱好
者的欢迎。

搭建更高平台，今年首次接轨全国赛

“刘国钧杯”老年人钢琴邀请赛闭幕

□尤佳

从私塾蹒跚起步，几经整合，数易校
址，百年老校武进区卢家巷实验学校在
2003年焕发新生，学校由原卢家巷初级
中学和原卢家巷小学合并成立，成为一
所九年一贯制义务教育学校。

百年风雨实践，一代代卢实人牢记
“培养人”的责任担当，艰苦奋斗，薪火相
传。学校以“儒实文化”建设为引领，坚守

“育人”初心，取得了主动、快速发展，2008
年创建常州市优质学校，2015—2021年
连续三轮被评为“江苏省文明校园”。

“香樟”党建领航 初心不改

在卢家巷实验学校种有许多香樟
树，历经岁月高大挺拔，枝叶繁茂，清香
悠远，为师生遮阳挡雨，默默奉献。学习
香樟品质，卢家巷实验学校建设“香樟党
建”文化品牌，引导党员教师“四如四
做”——如香樟树的四季常青，做到对党
忠诚如一，对教育热情如一；如香樟树的
质朴正直，做到为教师发展赋能，守护学
生成长；如香樟树的馨香悠远，做工作的
骨干，做专业发展的带头者；如香樟树的
防腐驱虫，做到廉洁自律，以正祛邪。

据了解，争当“香樟型”党员，学校着
力推进四项工程：固本工程通过主题教育
学习实践，“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活动，
坚定党的理想信念，坚定做一名党员教师
的理想信念；强基工程推进“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及党史学习教育，做到
讲真实，扬正气；先锋工程在教育教学以
及其他群团组织的各项工作中，认真工
作，努力创新，起到榜样带头作用；廉洁工
程开展廉政文化活动，洁身自好，净化校
园生态；做到讲规矩，守纪律。

党员教师钱一锋是“香樟型”党员的
代表。在疫情防控保卫战中，他第一时

间加入了志愿者队伍，义无反顾地带头
冲锋一线。在他的影响下，志愿者们克
服种种困难，一次又一次出色地完成任
务。“我是党员，我先上”“我年轻，我多干
点”已经成了志愿者团队的口头禅。

“儒实”课程丰厚 特色纷呈

从“文化艺术五百工程”到“N+
100”，在卢家巷实验学校，会生长的校本
课程不断贴合学生的生命成长。“100个
小实验”“100个小制作”“100个名著小
故事”等，学校广泛开展基于学科的课程
综合化教学，学生们转变学习方式，通过
项目学习制，开展研究型和合作型学习。

学校建设聚焦核心素养的“儒实”课
程体系——国家课程校本化，以“构建儒
实课堂实践研究”为抓手，优化课堂教

学；尝试学案导学，致力于主体性探究学
习的研究；进行分层教学，优化作业设
计。自主学习立体化，班班建立兴趣小
组或学习共同体。

在卢家巷实验学校，德智体美劳的
五育特色教育明显。“劳动最光荣”项目
通过实施五个一，从劳动品质浸染、劳动
技能学习等方面培养学生劳动素养；“诗
礼乐课程群落”课程，让学生从小接触经
典，涵养品质；民乐艺术教育普及、提高
艺术修养；足球、篮球、曲棍球等强健学
生体魄。

“学校丰富的课程激发了我对学习
的兴趣，在努力中我享受到了成功的快
乐。”蒋宜琳是卢家巷实验学校的一名普
通中学生，“儒实”课程培养了她的多才
多艺，主持、钢琴、舞蹈、书法，在不断奔
跑中，她尽情享受自己的精彩人生。

教育效能彰显 引领发展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
园。作为武进区域内优质学校，卢家巷
实验学校在致力于提升学校内部质量的
同时，还引领辐射周边学校发展，做到美
美与共。

卢家巷实验学校的语文教研组是
常州市示范教研组，多年来一直着力于
高效课堂的探索实践。从“主问题课
堂”到“主题课堂”，在课堂活动情境化
设计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在周边兄弟学
校形成一定影响力，并多次承担武进区
湖塘片中学语文教研活动，受到教研室
专家赞誉。

名师优课声名远播，辐射引领促进
发展。学校努力提高城乡结对实效。
2018年与东安实验学校“城乡结对”，双
方以结对共同体的形式，从学校文化、教
育资源、日常工作方面组织各部门条线
开展交流研讨、观摩切磋，实现了办学质
量双提高。

2020年，学校和鸣凰中学组建了卢
家巷实验学校教育集团。“通过联盟办
学，切实加强了两校之间的合作交流、资
源共享。”鸣凰中学副校长巢建伟表示，
结对期间，双方通过多种方式，促进联盟
内部各条线、各层面、各学科之间的合作
交流，建立起互助互惠、资源共享的合作
机制，短短两年内，学校的教育教学管理
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

2022年，武进区实施“集团化办学
3.0版”，组建了“优质学校成长行动”集
团。“新形势，新要求，我们将积极参与，
主动作为，互学共研，融力聚慧。以创建
常州市新优质学校为契机，努力实现校
际教师队伍、教育资源、办学品质均衡发
展，共同探索品质办学之路。”卢家巷实
验学校副校长徐培炎说。

武进区卢家巷实验学校：

主动发展 稳步向上 追求教育“高品质”

本报讯（蒋珂佳 尤佳）以“为新时
代大学生就业创业铺新路”为主题的
2022职业素养公益论坛于11月8日在
常州召开。会议采取线上线下结合的形
式，常州与北京主会场及其他分论坛会
场同步连线。专家学者、企业家、学校负
责人共同讨论贯彻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的“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做好以职业素
养教育促进大学生、职校生的就业与创

业工作。
据了解，职业素养年度论坛自

2017 年开始，已举办五届。本次论
坛，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为承
办单位之一。

瞄准大学生就业，本次论坛对“企
业工作职业素养与职场成长成就”“职
校职业素养教育与高质量就业”“创新
创业与职业素养的修证”三大主题进
行研讨。

论坛中，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
院等单位联合倡议，发起设立了职业院
校职业素养教育校际联席会议，今后将
定期进行交流互鉴，共同推进职业素养
课程在学校的落地。

2022职业素养公益论坛在常州纺院召开

美是有力量的，没有美育的教育
是不完整的教育。两千多年前，孔子
就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强
调审美教育对于人格培养的作用。民
国教育家蔡元培先生也曾大声疾呼：

“美育是最重要、最基础的人生观教
育”。以美育人，用美点亮每一个孩子
的幸福童年，是红梅实小全体教师矢
志不渝的信念追求。

多年来，红梅实小坚持美育引领，
大力打造艺术教育特色品牌。作为一
所新村配套小学，组建了校内架子鼓
队、管乐队、合唱队、舞蹈团、绘画社，屡
获全国、省、市艺术节大奖。2007年，学
校评为常州市艺术特色学校。2010年
起学校面向全体学生开设艺术类校本
课程28门，参与艺术类社团的学生，占
全校学生总数的69.95%。2017年学校
成立了红梅红艺术团，有班级、年级、校

级三级，覆盖100%师生，实现人人参
与、丰富多样的美育目标。

2019年，学校成功申报常州市中
小学生品格提升工程“品梅启善，修艺
养德”项目，力求让学生人人修习艺术
本领，开展审美活动，进而实现“有志、
坚韧、高洁、自信、乐群”红梅品格的自
我养成。在此基础上，又成功申报立
项常州市前瞻性教学改革实验项目

“找朋友：体验式儿童美育实践样式”，
引导学生寻找美的人、事、物，以体验
性学习的方式，发现美、感受美、创造
美，把美育做真、做实。

2020 年，学校原址改建，政府投

入5400万元改建体育馆和教学楼，优
化校园环境。学校抓住契机建设多个
校内美育场馆，极大地丰富了美育活
动空间。学校毗邻常州4A级景区红
梅公园，与常州美术馆、常州书画院、
常州大剧院相距不远，将一园三馆作
为校外美育基地，定期组织学生研学
活动和志愿服务，还邀请戏曲演员、非
遗传承人等专家给学生开展指导和讲
座，极大地拓宽了学生的审美视野，涵
养了学生的审美情趣。

以美育人，向美而行。相信在美
的浸润和熏染下，每一个孩子都能绽
放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常州市红梅实验小学 王燕

用美点亮儿童生活

以美育人、以美化人、以美培元，
是红梅实小美育工作的根本追求。在

“双减”政策发布以及新版课程标准出
台的时代呼唤下，我们更需要加强各
学科有机融合，整合美育资源，补齐发
展短板，强化实践体验，完善评价机
制，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形成充满
活力、多方协作、开放高效的学校美育
新格局。

首先，各学科教师都牢固树立学
科融合的美育理念。加强美育与德
育、智育、体育、劳动育相融合，充分挖
掘和运用本学科蕴含的体现中华美育
精神与民族审美特质的心灵美、礼乐
美、语言美、行为美、科学美、秩序美、
健康美、勤劳美、艺术美等丰富的美育
资源。有机整合不同学科的美育内
容，推进课程教学、社会实践和校园文

化建设深度融合，大力开展以美育为
主题的跨学科教育教学和课外校外实
践活动。

其次，基于小学学段学生活泼好
动、好奇心强的身心发展特点，各学科
教师都着力打造指向审美素养发展的
学科整合式体验式课堂。把发展学生
审美知识、审美能力、审美意识作为课
堂教学目标之一，旨在让学生在课堂
中获得美的感受，减轻学习的疲惫和
枯燥，更多地感受学习的愉悦，对学习
建立积极的认识，对生活形成正确的
态度。课堂从单纯的智能发展走向身

心兼顾，更加具有生命气息。课堂中
多样化体验活动把审美知识、审美能
力、审美意识内化为学生自主新建、重
构理论、行为、意识和观念的过程。

最终，通过跨学科、超学科的课堂
教学改革和美育主题活动，建构相应
的美育发展指标与评价体系，形成各
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参与式美育生
态。通过建设系统有机的美育生态，
使各学科发掘其内在的美育元素，进
行有机整合，学生在发现美、享受美、
创造美的过程中，形成追求美的行为
习惯和价值观，逐步成为美的儿童。

常州市红梅实验小学 张玉磊

以美育人，全学科整合行动

十年来，红梅实小音乐组坚守初
心，砥砺奋进，与红梅实验小学共同成
长与壮大，由青涩到成熟，始终勇立教
育改革潮头，并获得了诸多殊荣。

自2010年起，在已有合唱社团和
舞蹈社团的基础上，学校引入爵士鼓
校本课程，陆续加入街舞社团、中国舞
社团、陶行知管乐团、戏剧社团，不断
整合校内校外资源，以多种多样的社
团形式满足学生的兴趣需求。同时，
老师们带领社团学生积极参加各项比
赛，在全国、市级、区级的比赛中均获
得了不斐成绩。大家还走出校门，走
进社区、老人院、光华学校、国际交流
会等，为有需要的群体和伙伴们送上
一场场精彩纷呈的演出。

十年中，音乐组从每学年一次的
童声飞扬活动，到每学期一次童声飞

扬、音乐戏剧狂欢节，再到每学年一次
的新春音乐会，活动越来越丰富。从
学生自主表演，到师生自主合作展演，
再到跨年级融乐器组团汇演，借助活
动平台的多元化，让孩子们不断发现
自己、挖掘自己，拓宽社交面，锻炼与
不同人群相处的社交能力。

音乐组在2016年申报江苏省十三
五课题《儿童自由戏剧校本课程开发的
研究》，通过各学科与戏剧的融合，在课
堂中以活动为主体，让学生在活动过程
中学习、感知、体验，培养与他人相处、
相互合作、善于表达的能力，锻炼思维

和创新能力。让学生在真实的情境中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潜移默化中从
小培养对美的认知，参与美的活动，感
受美的意境，获得正确的审美观，从而
创造出更有生机的美，投入更美的生
活。学生通过丰富的社团活动、主题展
演、课堂律动，真正拥有独立思想、独立
意志和独立判断力，养成自尊、自爱、自
信、自律、自主、自强的人格，最终成长
为社会需要的综合型人才。

十年耕耘付出，音乐组经历了成
长蜕变，用爱和坚守给了孩子们一个
最美丽的承诺!

常州市红梅实验小学 顾艳

我们这十年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提出，要把美育贯穿
学校教育各学段，健全面向人人的学校美育育人机制。常州市红梅实验小学秉承“红梅花
儿开，朵朵放光彩”的办学理念，深入开展美育特色教育。近年来，学校围绕办学特色积淀，
成功申报常州市前瞻性项目《找朋友：体验式儿童美育实践样式》，以寻找“美的朋友”为主
线，引导学生发现美、感受美、创造美，深入开展以美育人的研究实践。对此，你怎么看？

常州市红梅实验小学坐落在老
城厢红梅新村内。学校创建于
1987年，年轻而充满活力。2020
年，红梅实小校舍整体改建，政府投
入5400万元改建一座立体体育馆
和一幢教学楼，优化校园环境，新校
园很快将投入使用。

学校以校名“红梅”二字为魂，
培养学生“有志、坚韧、高洁、自信、
乐群”的红梅品格。“品梅启善 修
艺养德”入选2019年常州市品格
提升工程项目；“找朋友：体验式儿
童美育实践样式”入选2020年常
州市前瞻性教学改革实验项目。
学校先后获得常州市少先队教育
现代化示范校、常州市健康促进学
校、常州市科学教育特色学校、常
州市科学教育综合示范学校、常州
市小学生创客大赛团体一等奖、教
育部中小学美育改革创新优秀案
例一等奖、常州市优秀教育科研基
地等荣誉。

话题领袖学校：常州市红梅实验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