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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王仪 通讯员 丁秀丽 商煊 报道）
为落实“双减”政策要求，切实提
升教学质量，近日，沾化区利国
乡实验学校开设了剪纸特色校
本课程。

剪纸课程分为对折剪纸、五
折团花、镂空雕刻三个阶段，做

到了剪纸与班本课程相结合、培
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相
结合、德育教育相结合“三个结
合”。开设剪纸特色校本课程，
有利于让传统艺术走进课堂，让
学生在寓教于乐的活动中感受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魅力，提高
审美能力、动手和创新能力。

利国乡实验学校
开设剪纸特色校本课程

今年57岁的魏长海，是滨城区
第三实验小学的一位美术教师。
1981年从教至今，他已在教育战线
耕耘了40个春秋。如今，与他同龄
的老师大多已退居二线，而他依然
保持着每周16节课的工作量，始终
以谦逊好学的态度在一线教学岗位
不懈地奋斗着、付出着。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近年来，
魏长海多次荣获滨城区优秀教师、
教学工作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其指
导学生创作的绘画、剪纸作品多次在
省、市、区级竞赛中获奖。“在退休前，
我特别珍惜在讲台上的时间，想在学
生能接受的范围内，把最多、最全面
的知识传授给他们。”魏长海说。

十七岁就扎根农村教学
一线，多次换岗都完美胜任

20世纪80年代初，只有17岁
的魏长海走进了当时的梁才乡魏家
小学，成了一名乡村教师。当时全
校1至5年级共有28个孩子，所有
课程由他一个人承担。

5个班复式教学，即使在当时也
是很少见的。经过多次试验，魏长海
找到了课堂动静搭配的合理教学模
式。通过多年的复式教学，他积累了
许多经验，教学成绩在全乡名列前茅。

1992年经过多村联合办学调整
后，魏长海调任梁才乡第四小学任
教，除了完成自己的教学任务外，他
还担任学校教导主任的职务。面对
新的挑战，他没有退缩，从学校教学
计划的制定到教师的任课安排，从
课堂质量的提高到期末考试的组
织，他做的每项工作都得到领导和
老师的称赞。

2007年，魏长海调到新建的梁
才一小，负责学校德育工作。由教
学管理转到德育管理，又给了他一
个不小的挑战。当时学校共8个教
学班、300多名学生，由于是新建学
校，所以有多项设施不够完善，学生

也是两个学校合在一起的，学生安全
和纪律都是很棘手的问题。通过魏
长海的努力，仅用一个月的时间，就
让学校各项德育工作走向了正规。

当同龄人都已退居二
线时，57岁的他依然保持
每周16节课的工作量

2020年8月，魏长海调到滨城
区第三实验小学工作。到了新单
位，他依旧初心不变，在做好本职工
作的同时，耐心帮助年轻教师在业
务上快速成长，起到了“传帮带”的
作用。

“魏长海老师每走一步都脚踏
实地，每一天都兢兢业业。当同龄
人都已退居二线时，57岁的他依然
保持每周16节课的工作量，还自主
开发了富有特色的校本课程——趣
味剪纸。”滨城区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第三实验小学执行校长张盛群说。

“他永远是最追求高课堂质量
的老师。课前精心备课，课上指导
学生创作出具有新意的作品。作为
长者、前辈，魏老师总能给我们谆谆
教诲，大到做人的道理、备课的方

法，小到一个笔画的正确写法，他都
会不厌其烦地传授。”第三实验小学
教师王莉莉说。

四十年坚守初心深耕
教坛，收获多项荣誉和奖项

他用信念立足讲台，诠释无悔
人生；他用真心待人，倾情教书育
人。四十年如一日，魏长海不忘教
育初心，永葆教育热情，坚守在基层
教育的最前线。

因为多年的出色工作成绩，魏
长海收获了多项荣誉和奖项。1985
年，他被共青团滨县委员会授予“新
长征突击手”荣誉称号；1986年和
2021年，他两次被评为“区优秀教
师”和“区教学工作先进个人”；2008
年，他被共青团滨城区委授予“区优
秀少先队辅导员”称号；2020年，他
荣获滨城区小学美术优质课二等奖；
其教学论文《浅谈小学生如何学好书
法》和《小学美术课剪纸艺术初探》分
别在《中国教师》和《教学与研究》上
发表；他指导学生创作的绘画、剪纸
作品多次在省、市、区级竞赛中获奖，
他也获评“优秀指导教师”。

滨城区第三实验小学美术教师魏长海：

57岁坚持每周上足16节课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郭向春 通讯员 张盛群 王利利

黄河畔，在胡同口、庄稼地、老
宅子，常能看到一位女教师带着一
群乡村少年写生——这是惠民县清
河镇中学美术教学的日常。

这所农村初中，传承着清河镇木
版年画等优秀传统文化，开设了年
画、剪纸、国画、书法、篆刻等社团，多
次在省市大赛上获奖。如在去年的
全国“环球自然日”科普绘画大赛上，
该校有4名师生获省一等奖，赢得
《山东省教育报》等媒体发文点赞。

这一切的背后，离不开一位30
余载默默耕耘的乡村女教师——商
希华。

从破败不堪的老教室
里一路走来，在传承木版年
画中发现乡村美好，创办的
剪纸工作坊获省优认定

20世纪80年代末，刚从惠民师
范毕业的商希华被分配到清河镇中
学任教。

当时，学校各方面落后，只有几
排破败不堪的教室，冬天没有任何
取暖设备。一到雨雪天，“外面大
下、屋里小下，外面不下、屋里滴
答”。教室不仅破还十分拥挤，一个
屋最多时能挤上70多个孩子，老师

讲课都转不开身。教师宿舍也好不
到哪里去，经常会跑进蛇和老鼠，胆
小的女教师常被吓得大声尖叫，甚
至连夜跑回家。

与老鼠做斗争的日子虽苦，却
没有改变商希华的坚守之心。因为
农村娃的笑脸虽然常带尘土，却拥
有最美好的纯真。而这方看似困
苦、乏味的乡村土地上，也有少有人
知的财富，比如清河镇木版年画。

通过走访老艺人，商希华得知，
这年画有着三百多年的历史，甚至
有“天津血统”——清初，艺人王画
三从天津蓟县来到了这里，年画技
艺随之散播。近年，清河镇木版年
画更是成了山东省首批非物质文化
遗产，而且亟需传承。

由此，从传承木版年画入手，在
商希华的推动下，学校组建了很多美
术社团、兴趣小组，涵盖木版年画、剪
纸、吹塑纸、版画、书法、国画、剪贴画
等项目，深受孩子们喜爱。而她负责
的剪纸工作坊，更代表滨州市申报了
山东省优秀工作坊，并成功获奖。

“全科教师”打通美育
“任督二脉”，指导学生多
次在大赛获奖

起初，学校不仅设施差，老师也
少，学科开设不全，因此，商希华先
后承担过历史、信息技术、地理、美
术等学科的教学任务。也正得益于
长期的“全科教学”，商希华练就了
跨学科思考的本领，掌握了很多不
同科目的教学技巧。

如今，各界都在呼吁中小学打
通学科壁垒，这让商希华这个农村
学校的“美术字典”有了更大的用武
之地。比如去年的科普绘画大赛，
是复合型比赛，比的就是学生对科
普、绘画和地理三门学科交叉地带
的掌握能力。其他学校的参赛选
手，或因美术功底弱，或因科学素养
有欠缺，很难透彻理解主题，因此不
能准确表达。而商希华师生则胜在
了各学科融会贯通上。

这些年，商希华始终注重美术
学科与音乐、语文、历史等学科的
关联，积极贯穿地方校本内容。因
此，这种复合型比赛的舞台就成了
她和学生“比较优势”充分发挥的
地方。爱篆刻的同事李民笑称，

“商老师的教学，仿佛打通了美育
的‘任督二脉’”。

其实，注重学科关联，也是今天
清河镇中学的追求。如目前该校是

全省唯一一个国家海洋博物馆馆校
共建单位。在日常教学中，经常有
语文和音乐老师联合举办“诗中有
画，画中有诗”“画配乐，乐配画”等
创意活动。

无论执教哪个学科，商希华都
全力以赴。她本人的美术作品、美
术教学论文多次获奖，计算机教学
在中考中连续获得好成绩，辅导的
学生接连在2004年、2005年、2006
年的全省电脑制作、电脑设计比赛
中获二等奖。2005年，商希华指导
的学生在惠民县机器人大赛中获一
等奖。2015年，她被评为惠民县优
秀校园艺术工作者。2018年，在全
市创客大赛中，她带领的木版年画
队受到一致好评。2021年，她在全
市美术教师基本功比赛中获二等
奖。2021年，她在滨州市“一师一优
课”评选中获二等奖。

从四处漏风的老破小到整洁明
亮的教学楼，从与老鼠作斗争的宿
舍到省级优秀工作坊，扎根乡村教
学一线30余载的商希华一路走来
都坚守育人初心。她说，“这一切都
是因为乡村越来越美，农村娃越来
越有劲头”！

惠民县清河镇中学教师商希华：

“全科教师”打通乡村美育“任督二脉”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刘清春 通讯员 李民 宋丹丹 石孟娜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刘清
春 通讯员 苏玉娜 报道）近日，国务
院学位委员会下发《关于下达2020
年审核增列的博士、硕士学位授予
单位及其学位授权点名单的通知》
（学位〔2021〕13号），滨州学院正式
获批成为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同时
获批资源与环境、交通运输两个硕
士专业学位授权点。

此次获批，是滨州学院自1954
年始建以来，继 2004 年升本成功
后办学的又一次历史性重大突破，

标志着该校办学层次和办学水平
实现了新跨越。立足这两个授权
点，滨州学院将设置三个招生领
域：航空交通运输、环境工程、安全
工程。

根据《通知》，山东共有3所高校
新增成为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
位，分别是青岛农业大学、滨州学
院和齐鲁工业大学。其中，资源与
环境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是滨州
学院生物与环境工程学院，交通运
输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是滨州学

院飞行学院。
滨州学院生物与环境工程学院

现有生物科学、生物技术、食品质量
与安全、环境工程等7个本科专业及
园艺技术、药品生产技术2个专科专
业，在校生900余人；有专任教师67
人，其中教授4人、博士29人、市级
突出贡献专家4人；聘请南开大学石
福臣、李后魂，东北师大孙晖、曾宪
录，苏州大学许维岸，中国农业科学
院闫艳春等博士生导师作为兼职教
授。

滨州学院飞行学院于2006年
成立，经教育部和中国民用航空局
批准设置飞行技术（本科）专业（国
内第5家），填补了山东省内高校民
用航空类专业空白；现有飞行技术
（驾驶、通航）、交通运输（民航机务
工程、空管与签派）、飞行器适航技
术5个本科专业方向和定翼机驾驶
技术、直升机驾驶技术2个专科专
业，在校生1569人。其交通运输学
科为重点建设的一流学科。

滨州学院获批两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
资源与环境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是滨州学院生物与环境工程学院，交通运输硕士专

业学位授权点是滨州学院飞行学院。滨州学院正式成为硕士学位授予单位

11月19日下午，滨州实验
学校在中海公园举行冬季越野
赛，500 余名初三学生参加活
动。比赛按照性别分两组进
行。

据介绍，该项赛事是该校
坚持每年一届的传统赛事，旨
在培养学生的坚韧意志力和拼
搏精神。为保证活动安全顺利
进行，赛前学校做了大量细致
的工作，勘察了比赛线路、制订
了应急预案，对路途安排、安全
问题、赛后事宜等都做了周密
部署，确保了活动顺利完成。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田中
岳 通讯员 刘友会 摄影）

冬季长跑促锻炼冬季长跑促锻炼
增强体质磨意志增强体质磨意志

滨州日报/滨州网沾化讯（通
讯员 宋金路 郑宁 报道）近日，沾
化区下洼镇凤凰小学开展了“党
史国史进校园，争做时代好少
年”活动。学校通过召开主题式

班会、观看红色电影、请老党员
讲述红色革命故事等形式，引导
学生忆苦思甜，继承和发扬艰苦
奋斗、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争
做新时代好少年。

凤凰小学引导学生
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王仪 通讯员 唐树华 王海防 报
道）11月21日，滨城区第四小学
首届班级游泳对抗赛在第四小
学游泳馆开赛，该校三至六年级
的152名学生参加比赛。

本次比赛由滨城区第四小
学主办，滨州市游泳协会、滨州
市金鼎健身俱乐部承办，设置男
子、女子25米混合泳和4×12.5

米男女混合接力赛，每个年级分
别进行比赛。经过激烈角逐，郭
宜辰、朱梓航、王子文、邵涵宇分
别获得各年级男子组冠军，苏芊
语、郭若然、李云洗、王梓琦分别
获得各年级女子组冠军。

据了解，滨城区第四小学
是首个在滨城区公办学校建成
游泳馆并进行游泳教学的学
校，馆内配备专业教练，并通过
开设游泳课程、举办游泳比赛
等形式，不断加强防溺水安全
教育，推动游泳项目普及，取得
积极成效。

滨城区第四小学
举办首届班级游泳对抗赛

滨州日报/滨州网无棣讯（通
讯员 时树林 崔秀芝 报道）为进
一步推进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多
元成长、个性发展，建设健康、文
明、和谐的现代校园文化，新学
期以来，无棣县佘家镇邱家小学
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

该校打破班级界限，组建了
乒乓球、足球、篮球、跳绳、绘画、
书法、演讲、趣味数学等22个全
校性社团活动小组，利用大课间
和课后服务时间，积极开展各种
兴趣小组活动，丰富了学生的校
园生活。

邱家小学组建22个社团
力促学生全面发展

滨州日报/滨州网沾化讯（通
讯员 范宜钢 报道）为进一步促进
家校共育，11月20日，沾化区下
洼镇中心小学举行了“家长开放
日”活动，邀请家长走进校园，了
解、参与孩子们的各项校园活动，
加深对学校管理的认识和理解。

其间，下洼镇中心小学校长
吴新军为家长们阐述了学校“一
体两翼 和谐发展”的办学理念，
汇报了学校“抓安全”“抓经典诵
读”“抓卫生”“抓纪律”“抓教育
质量”“抓教研”等日常工作做
法，赢得家长们点赞。

下洼镇中心小学
举行“家长开放日”活动

滨州日报/滨州网邹平讯（通
讯员 牛向华 王淑芝 报道）为有
效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课
业负担，新学期以来，邹平市黄
山实验小学多举措加强教学管
理，全面提升教学成效。

深耕课堂促提升。该校探索
制定教与学评价标准，组织各学
科开发相应的观课量表，并积极
组织开展骨干教师引领课、青年
教师赛课、全体教师达标展示课
等活动，助力课堂教学效率提升。

细研作业促增效。该校强化

各学科教师对作业的集体备课要
求，要求各备课组根据教学进度
提前一周计划作业量和作业内
容，各任课教师再根据自身实际
调整内容，切实做到减负提质。

课后服务有温度。针对一、
二年级学生心理特征和年龄特
点，该校开设了体育、艺术、阅读
等丰富多彩的托管活动；三至六
年级学生课后服务时间分为完
成作业的“作业时刻”与完成作
业后的“阅读时刻”，助力学生发
展。

黄山实验小学三管齐下
提升教学成效

滨州日报/滨州网邹平讯（通
讯员 李莉 报道）校本书籍阅读、
参观学习、故事宣讲……邹平市
临池镇初级中学重视校本课程
的开发与研究，结合本地文化特
色，逐步形成“忠、孝、雅、诚、志”
系列校本课程，对学生进行思想
情感教育，助力学生健康成长。

该校将东兑村抗日边联中
队遗址作为教育基地，开展祭奠
英烈扫墓、抗日英雄故事宣讲等

活动；依托红庙庙会，组织学生
了解红庙孝女高大姑的故事，传
承孝道文化；组织学生参观古城
村战国於陵廉士陈仲子遗址，为
学生讲述其思想主张；开展春季
远足活动，带领学生游览白云山
重要景点，讲述白云山的历史文
化……通过形式多样的活动，激
发了学生忠于党、忠于人民的爱
国情操，培养了学生对家乡的深
厚感情。

临池初中打造系列校本课程
助力学生健康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