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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正出新
更上层楼

解码锡城文明校园

奏好主旋律

“很多年后，马凤
山在他的回忆录中是
这样说的……”近日，
《讲述者》活动“火”遍
辅仁中学，学子们将
知名校友振奋人心的
故事逐一讲述。伴随
着无锡市城市精神文
明建设的开展，锡城
各个校园内的文化建
设也如火如荼，师生
文明素养和校园文明
程度更上层楼。
近 年 来 ，无 锡 教
育系统切实做好文明
创建工作，分步骤推
进文明校园创建,确保
到 2020 年底实现文明
校园创建活动全覆
盖、市级以上文明校
园 占 比 达 60% 以 上 。
在 2019 年 文 明 校 园
评选活动中，84 所中
小学和 12 所在锡高校
被 授 予“2016—2018
年度无锡文明校园”
称
号，
34 所中小学和 9 所
在锡高校被授予
“2016—2018 年 度 江
苏省文明校园”称号，
无锡市连元街小学入
选第一届全国文明校
园，
无锡市第一中学也
在积极申报第二届全
国文明校园中。

去年，
以市一中学子自导自演
的微电影《书者峥嵘》为开场的《领
航·开学第一课》吸引全市数万名
师生观看，
一中校友姚桐斌的故事
诠释了爱国与奋斗的含义。开学
第一课、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青
年梦想档案……近年来，
我市丰富
多彩的主题教育活动遍地开花。
“先辈的精神激励我成长，我
将朝着自己的目标坚定前行。”近
日，连元街小学六（9）中队来到有
着“商业丛林中的信仰圣地”之称
的无锡
“第一支部”
党建基地，
上了

一堂“立体化体验式”的思政课。
以
“红”
为底色，
连元街小学利用好
重要时间节点，
举办红色基因系列
活动，深化主题教育，让爱国情怀
深扎学生心田。近年来，
各地各校
在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工作上下足
功夫，
围绕学生核心素养和关键能
力，深耕省市中小学品格提升工
程，加强德育课程体系建设，深入
推进学生阳光体育运动和体育、艺
术“2+1”项目等。目前，我市已经
建成 175 所全国校园足球特色学
校，
每年全市中小学生
“百灵鸟”
艺

多位一体
经过一个暑假的
“翻新”
，
市一
中熟悉的老红楼有了新气象。红
楼文化区的南围墙内重新种植了
层次分明的绿植，更具生态气息。
在校园
“颜值”
再上新台阶的同时，
食堂厨房设备与安全保障系统双
双升级，智慧班牌完善上线，现代
化气息充斥着校园。绿色、平安、
现代化……校园环境正与学生一
样全方位成长。
去年，
全市教育重点建设项目
集中，187.3 亿元被用于推进 136

涵养优秀传统文化

个学校新开工和续建项目，
项目数
量、投资总额均创历史纪录。今
年，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
《无锡市优化完善基础教育资源布
局 三 年 行 动 计 划（2020- 2022
年）》，
加快部署推进教育资源布局
规划与建设。江南中学在市教育
局的支持下积极完善校园基础建
设，
先后对阳光分校和通扬分校进
行了优化改建，
新城分校也于今年
正式投入使用。
警校联动护学岗的设立、
“平

独特的地理位置、独有的师资
力量、厚重的办学历史……充分挖
掘自身优势的锡城文明校园各自
绽放不同的魅力。
市一中坐落于太湖之滨、惠泉
山麓、运河之侧，学校附近有寄畅
园、钱钟书故居、小娄巷、惠山祠堂
等彰显江南文化的重要历史遗存，
处于江南文脉的核心区域。为用
好这一独特地理位置，
市一中向江
苏省教育厅申报了“文化自信·江

安校园示范校”的争创、
“ 护校安
园”行动的推进、学校及周边综治
防控责任体系的完善，为青少年
学生的健康成长构筑了坚实的堡
垒。连元街小学为建成平安校
园，学校建立健全《门卫安全保卫
制度》
《学生出校门登记制度》等
校园安全制度，配足安保人员，升
级安防设备。安全演练是学校常
态化工作，多种校园防暴应急安
全演练活动提升了学生的自我保
护能力，检验了学校安保应急反

应能力。面对疫同时情防控常态
化，学校强化食堂管理，筑牢了健
康防线。
此外，校园文化阵地、课外活
动阵地的建设以及家校共育平台、
新媒体宣传平台的搭建，
丰富了文
明校园的内涵，
擦亮了文明校园的
品牌。
滨湖区在做好可信价值观进
校园的同时积极拓展第二课堂，
充
分利用地方各类教育资源如荣毅
仁纪念馆等，
打造
“行走的课堂”
。

做好校园文明风向标

资培养培训基地，世界 500 强企
业及北京师范大学等名校合作建
设校企“双师型”师资培养培训基
地，推动教师队伍发展。
“ 青蓝工
程”
“20 名优秀青年教师培养”等
项目强化名师引领，加速了青年
教师成长。
育人是教师不断提升自身能
力的初衷和目标。开学伊始，连
元街小学的常规项目“千名教师

发挥自身特长

民子女成长。惠山区各中小学立
足学校课程资源，
依托学生社团活
动，
积极开展志愿服务品牌活动建
设，
其中西漳中学与玉祁高级中学
志愿服务经过多年传承形成了系
列活动。在打赢教育脱贫攻坚战
的道路上，江苏省无锡师范附属
小学创建“诚勇志愿团”，八年来
志愿者足迹遍布六省十市十三个
县区；无锡教育信息化管理服务
中心通过“无锡教育网络扶智专
递课堂”项目惠及西部三地 6000
多名师生。

打造文明校园环境

优化教师团队
打造一支能力过硬的教师
团队是创建文明校园的关键，好
教师是榜样，更是校园文明的风
向标。
凭借德能勤廉共举和四大工
程的推进，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
术学校的教师队伍发展持续优
化。学校实施教师职业生涯规划
工 程 ，组 织 教 师 制 定 三 年 规 划 。
依托校内的全国重点建设职教师

术展演精彩纷呈，
初中学生艺术素
质测评工作不断推进。
坚守优秀文化，
教育载体正不
断“出新”。面对“劳动教育”这一
老生常谈主题，
锡城各校依据自身
情况创新劳动教育模式，
寻找适宜
学生耕作的那亩“田”，开展“行知
大学堂”
“ 田间课堂”等社会实践。
志愿精神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
的传承，
如今各地各校的志愿服务
工作逐步走向了项目化和品牌
化。梁溪区围绕
“助梦、助力、助成
长”三助行动，重点关注关爱新市

访万家”如期启动，老师们通过电
话交流、视频连线、登门拜访等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与家长交
流育人方法，架起家校沟通的桥
梁。居家学习期间，连小教师积
极录制“线上课”，共参与省市区
级课堂录制 148 节。新吴区学校
组建高素质教育志愿服务支队走
进各街道社区，为学生和家长及
时提供心理咨询、学生成长指导

等志愿服务。通过“文明新吴，从
我做起”
“ 一盔一带，文明先行”等
活动，影响和带动家长、群众积极
参与文创活动。
教师是教育发展的根基，
广大
班主任教师更是培育文明火种的
主力军。班主任地位待遇提高、专
业素质能力提升和师德师风建设
已经成为近年来教师队伍建设改
革的焦点任务。

绽放文明校园独特魅力

南文脉课程基地”，整合校内外文
化，将课堂搬进了小娄巷、惠山祠
堂等
“最江南”
的地方。
凭借地理位置长久而来积攒
的文化底蕴，
市一中学子通过特色
课程坚定文化自信。而学校历届
毕业生永不懈怠、精益求进的奋斗
精神体现了学校的
“求进”
文化，
成
为一中学子身边的精神食粮。
“我
们不去，谁去？”今年 5 月，王洵、张
烽、陈晓峰、臧芝栋、张晓峰五位援

鄂英雄回到母校市一中，董宇超、
张涛、华莹奇三位身在外地的校友
发来视频，与师生分享战“疫”故
事，他们彰显着一中敢为人先的
“求进”
品格。
以“雅”为校训的云林实验小
学将学生道德品质、文明意识的培
养教育落到了
“常态”
里；
锡师附小
将校训“诚勇”二字融合进校园文
明建设的方方面面；
获评第一届全
国文明校园的连元街小学基于
“六

好”不断改革创新，带领“连元文
明”
品牌攀新高。
在追求文明、涵养文明、创建
文明的道路上，
无锡教育始终把文
明校园创建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深度融合，坚守教育使命、肩负育
人重担、传承文明底色，以创建的
姿态攀登文明的新高度，
为无锡争
创全国文明城市“三连冠”作出应
有的贡献。
（杨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