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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征一乡村中学获评全国中小学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承学校

汲取国粹养分，润泽学生生命成长

近日，教育部官方网站公布了第二
批全国中小学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承学
校名单，仪征市新集初级中学榜上有名。
一所普通的农村初中是如何将“高
大上”的优秀文化艺术传承搞得风生水
起的？自2009年起，该校就确立了京剧
特色教育创建方向，竭力把“京剧进校

园”真正落到实处。秉持“赏国粹瑰宝，
养浩然正气”的理念，将京剧文化艺术
普及和学生综合素养提升有机融合。由
该校青年教师、全国京剧名票、梅派艺
术传人陈久龙老师领衔推进，全校师生
协力配合，近十年来日益走上良性发展
的正轨。

“活动课程”推动素质提升
“京剧进校园”曾经蔚然成风，可一 励。陈隽芊等多位京剧新苗在国内各级
阵风过后纷纷偃旗息鼓，探其根源无非 艺术赛事中屡获佳绩。
难以持久和深入。新集中学在拥有准专 “农村学校尽管资源、条件有限，但
业水准师资的前提下，果断决定初一、 我校在充分挖掘教师自身潜力，自主开
初二年级每双周开设一节京剧文化普 发的十多个体艺类活动课程常态化地
及课，配合校本教材《国韵新中》给学生 开展活动，让学生从课业负担中解放出
们讲解博大精深的京剧文化。同时选拔 来，恪守‘一张一弛、文武之道’。学生们
具备艺术潜质的学生充实壮大“新菊少 依据自己的兴趣进行申报，学校拿出专
年京剧学社”，由项目领衔人亲自调教 门课时，确保‘活动课程’学有所得、让
训练，利用每周二、周四下午第三节社 学生在活动中有所获益……”校长戴中
团活动课进行系统的唱、念、做、舞表演 胜说，为提升办学品位，凸显办学特色，
技能培训。近10年来，该社团已拥有逾 新集初级中学自2009年起尝试开展京
百平米的高规格活动室，集表演训练、 剧特色教育，旨在让学生们接触、了解、
视听欣赏、储存展示等多项功能于一 学习京剧艺术，加深对民族艺术、传统
身，仅服装道具已耗资近80万。新集中 文化的认同与感悟！
学的京剧节目多次参加各级各类演出
机缘巧合，学校的青年教师陈久龙
展示，2015年曾两次应邀参加央视戏 是梅派艺术第四代传人、全国京剧名
曲频道的节目录制。所到之处，孩子们 票。缘于对京剧艺术的热爱和对学校工
华丽缤纷的服装、训练有素的表演、青 作的理解支持，陈老师挑起了京剧特色
春洋溢的风貌赢得了一致的赞誉和鼓 项目建设的担子。

在京剧表演中感悟传统文化的魅力

汲取国粹养分提升学生素养
“学校开展京剧特色教学的目的仅
陈久龙老师告诉记者，学校在七八
仅是培养能登台表演的小演吗？这样的 年级每两周安排一节京剧普及课，依托
答案无疑是浅薄片面的。”戴校长介绍， 校本教材，结合多媒体资源，面向所有
学校京剧特色教育的理念是“赏国粹经 学生讲解京剧基础知识。国粹艺术中无
典，养浩然正气”。教学中遴选出蕴含民 比丰富的文化内蕴时常激起学生们的
族传统美德的经典剧目，让学生在欣 由衷赞叹，很多孩子上课后都说挺有收
赏、学唱中潜移默化地受到“正能量”的 获。九（5）班刘越同学已经跟随陈老师
感召熏染；让学生零距离鉴赏京剧华美 学戏两年多了，品学兼优的她提到京剧
瑰丽的服饰、璀璨耀眼的头面，鉴赏相 就很自豪：京剧没有耽误我的学业，反
关艺术资料，在不知不觉中提高了美学 倒磨砺了我的意志，明白什么才是真正
鉴赏能力；选拔具备潜质的艺术幼苗， 的“美”！记得2015年暑假为了备战省
组建“新菊少年京剧学社”，利用课余时 中学生艺术展演，《琼花颂》节目组的7
间系统学习京剧演唱和表演、编排京剧 个女孩，每天冒着大雨来校训练，一遍
节目，丰富了校园生活，开拓了学生的 遍精雕细刻，汗流浃背但谁也不愿退
视野，也有效地增强了学生自信心与成 缩。终于在南通赛场上完美绽放，取得
就感。
了二等奖的佳绩！

依托京剧感受中国文化
孩子们的京剧扮相有模有样

仪征：与青海贵南教卫合作共建

本报讯 （ 通讯员 王为铜 ）近日，青 “健康仪征”目标，在全省乃至全国率先
海贵南与仪征签订教育合作共建协议。 启动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和县级公立医
2017年，仪征市实现地区生产总 院改革，推进医联体建设，加大高层次
值628亿元。从2009年开始，连续九年 人才引进和培养力度，实施提升基层医
被评为全国中小城市综合实力百强县 疗机构服务能力“五大行动”，推动新项
市，去年排第64位。在加快经济建设的 目、新技术运用，全市医疗卫生服务能
同时，仪征一直高度重视社会事业，尤 力和层次明显提升。
其是教育和卫生事业发展。在教育方
此次，贵南县派教育、卫生系统共
面，实施名教师、名班主任、名校长“三 10名同志来到仪征开展为期3个月的
名工程”，实行教师交流制度，深化素质 挂职锻炼和进修学习。仪征将积极主
教育和学校内涵发展，教育质量和办学 动，加强交流，深化合作，确保活动取得
品质不断提高。在卫生方面，围绕建设 预期效果。

宝应：开展机器人教练员培训活动

几年来，新集初级中学选拔、培养
了一批京剧特长生，能演绎一批比较成
熟的经典剧目片段。“新菊少年京剧学
社”学员演绎的《贵妃醉酒》《穆桂英挂
帅》《铡美案》等经典剧目参加江苏省第

六届少儿艺术节、江苏省中学生艺术展
演、扬州市第六届“运河情”中小学生体
育艺术节等各级展示和汇演近百次。学
员荣获江苏省第五届戏曲大赛“最佳少
年京剧票友”和江苏省“优秀戏曲新苗”

奖等多个奖项；中央电视台、江苏教
育台、《江苏教育报》、《关心下一代
周报》等媒体均报道过该校京剧特
色项目开展情况。
“我们学校留守儿童较多，京剧
社团在选拔人才时适度倾斜，不少
留守的孩子在假期跟随陈老师排练
演出，丰富了他们的假期生活，很受
家长欢迎。让学生通过京剧去感受
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促进他们核
心素养的提升。这几年学校不断调
整完善，各类活动课程也逐渐步入
正轨……下一阶段，学校将拓展京
剧特色项目建设外延，拟编撰德育
校本课程《■粹砺德》，让京剧教学
成为学校一道亮丽的风景。”戴中胜
说。
记者了解到，2016年，新集中
学顺利通过江苏省艺术教育特色学
校评估，成为仪征市首家、扬州市众
多农村初中里第一家获此殊荣的学
校。学校大力推进“京剧进校园”，起
步早、力度大、时间久、成果丰，引发
评审专家连声赞叹。目前，新集中学
正在筹建一幢高标准艺术综合楼
（含剧场），学校将持续加大投入，汲
取国粹艺术的丰赡养分，润泽学生
的生命成长，将国粹文化艺术传承
记者 王小亮
下去。

我市职工创新资助项目公布
“智慧数学课程”获重点资助

本报讯 （ 记者 蒋斯亮 ） 记者昨日
获悉，市总工会公布《关于2017年扬州
市职工创新资助项目的通报》，15个项
目被确定为市职工创新资助项目。其
中，《智慧数学课程建设研究》等5个项

目喜获重点资助。
万众创新”，在全市组织开展了职工创
据了解，扬州市总工会为进一步引 新资助项目申报活动。最终，确定15项
导全市广大职工立足本职岗位创新创 作为2017年扬州市职工创新资助项目，
造，充分发挥劳模创新工作室创新、攻 其中5个项目被确定为重点资助项目，
关、集聚、引领的功能，促进“大众创业、 《智慧数学课程建设研究》位列其首。

江都：“八条禁令”架起正风肃纪“高压线”

本报讯 （ 通讯员 志平 记者 王小 乱收费、违规代办服务项目、从事有偿 “高尚的师德，是对学生最生动、
亮“
） 各学校要迅速行动，开展
‘八条禁 家教等8类问题。为全面推进教育系统 最具体、最深远的教育。必须深入推进

令’主题教育活动，确保每位教师都熟 正风肃纪，教育局出台八条禁令，主要 教育系统政风行风建设、师德师风建
知‘八条禁令’的具体内容，真正把校 内容为：严禁妄议中央大政方针，丑化 设，构建教育系统良好的政治生态，人
本报讯 （通讯员 王超 吴箫剑 ）为 校重点工作。
长廉洁治校、教师廉洁从教变为自觉 党和国家形象；严禁私设“小金库”，违 才培养的方向才有保证，教育教学质
加强全县科技辅导员队伍建设，提升青
培训班邀请扬州市青少年机器人 行动和职业习惯，做到心有所畏、言有 规套取财政资金、挪用专项资金、公款 量才有保证。”江都区教育工委书记、
少年机器人教学水平，4月11日，宝应 名师工作室刘娟、沈红建和吴箫剑老师 所戒、行有所止。”连日来，江都区教育 私存，账外支出招待费等；严禁擅立项 教育局局长周明龙表示，“八条禁令针
县科协与教育局联合举办青少年机器 作为讲课教师。分别就机器人“能力风 局党工委、局长室全体成员分赴各片 目收费，不得超范围征订和使用教辅 对的都是教育系统易发高发的重点领
人教练员培训班，来自全县近50名科 暴WER能力挑战赛”“WER普及赛” 各校，开展“八条禁令”主题宣讲。 材料；严禁超范围代办服务项目，收受 域和关键环节，是师德建设的‘高压
在宣讲活动中，江都区教育系统 代办商好处费，截留代办服务收入，账 线’、行风建设的‘清新剂’。我们将强
技辅导员老师参加培训。
“机器人创新比赛”（主题为“家庭服务
本次培训，意在提升科技老师的业 机器人”）“超级轨迹赛”等内容进行培 所有教职工拿到了“八条禁令”卡，纷 外发放津补贴等；严禁公款吃喝、公款 化监督，严肃执纪，对违反禁令的，将
务水平，培养更多青少年科技创新人 训，培训采取现场讲解和实践演练方式 纷庄严宣誓，并签字承诺：“从我做起， 旅游、公车私用等违反中央八项规定 视情节轻重给予诫勉谈话、通报批评、
才，扩大受众面，争取参赛率，让更多青 进行，重点讲解了机器人工作原理、学 从细节做起，严格执行江都区教育系 精神的行为；严禁有偿家教、兼职取 调离岗位、引咎辞职、免职等组织处
少年享受科技创新教育，促进全县机器 校参赛组织要求、日常训练场地搭建、 统‘八条禁令’，永葆清廉不变色……” 酬、体罚和变相体罚学生、向学生家长 理；情节严重的，依据党政纪或《中小
据悉，江都区纪委驻教育局纪检 索要财物等失德行为；严禁在各类考 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
人教育水平的整体提高，在全社会营造 学生培训要点难点、软件编程方法技
重视青少年科技创新教育的良好氛 巧、比赛过程中的注意事项等相关知 组对近年来查处的教育系统党纪案 试中有舞弊、泄密、失职渎职等行为； 有关规定追究纪律责任，切实让铁规
围。 并要求参训教练员提高认识，加 识。这种普及性的培训得到老师们的一 件、政纪案件和信访件全面分析后发 严禁参赌涉赌、酒后驾驶等违反公序 发力、禁令生威，维护教师尊严、学校
现，学校最易出现违反财经纪律、教育 良俗行为。
强学习交流，把机器人教育工作作为学 致好评，培训取得圆满成效。
形象和教育公信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