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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期（总第 3期）

主办：教育教学质量评估处 2022年 1月 5日

1.重要新闻

1.1 2021 年盐城市职业学校“活力高效”课堂建设教学观

摩研讨活动在我校举行

2021年 12
月 3日上午，盐

城市职业学校

“活力高效”课

堂建设教学观

摩研讨活动在

我校举行。盐城

市教育科学研

究院副院长李

立尧等领导出

席活动，来自全

市各中职学校

共 300多名老师参加观摩研讨活动。

在本次“活力高效”课堂教学观摩活动中，我校共有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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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教师开设理论观摩课、

专业实操观摩课、实训

教学展示课，课型丰富

多样，充分展示我校推

动“活力高效”课堂建

设的成果。整个观摩过

程有条不紊顺利完成，

参与观摩的老师在认真听

课的同时还积极参与互动、

与授课教师现场交流。

听课结束后，各专业备

课组开展评课及交流、研讨

活动。会场气氛热烈，与会

人员纷纷发言，各抒己见。

参与观摩的领导、专家

从教学准备、教学设计、

教学过程、教学效果等

多方面对授课教师的教

学做了全面深刻的点评。

大家一致认为授课教师

教学功底扎实，教学设

计充分贯彻信息化教学

理念，教学过程体现鲜

明的职教特色。同时，

大家也对进一步优化教

学提出宝贵的建议。

为进一步推动盐城

市职业学校在课程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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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上提质增速，韩卫红校长开设题为“中职学校课程思政

建设的思考”的专题讲座。

此次活动的成功举行彰显我校师生良好的精神风貌，展

示了学校职教改革成果，展现了学校卓越的综合办学实力，

同时也为全市中职学校教师搭建了良好的交流、研讨平台，

扩大了职业教育的社会影响力，为全市的职业学校教育教学

工作质量的提高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1.2 我校开展 2021 年秋学期教育教学专项督导

为强化

教育教学管

理，深化教

育教学改革，

促进教育教

学质量提升，

12月 16日、

18日，我校

开展了 2021
年秋学期教

育教学专项

督导工作，韩卫红校长参加汇报会并讲话，会议由教育教学

质量评估处杨赛处长主持，各系部主要负责人、兼职督导员、

质评处全体人员参会。

首先，财经商贸系等四个系、高一年级等三个年级部负

责人先后汇报了本学期教育教学工作情况。韩卫红校长听完

汇报后强调，督导工作是学校日常工作的重要内容，要围绕

学校学年度工作要点开展常规督导；要创新方式，采取听、

看、访、问等多种方式督导，列出问题清单；要根据各专业

系部特点，开展专项督导。同时对系部今后工作目标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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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要求，专业系主要围绕“3+3”中高职衔接、校企合作

开展教育教学工作；年级部要聚焦本科数，研究职教高考政

策走向，加强任课教师团队教科研，注重省单招联盟体互动

合作。

汇报会后，督导人员分组观摩了 7个系部各 1节文化课

和专业课，共听课 14 节。本次督导主要围绕年级部“高效

课堂”、系部“活力课堂”打造活动开展。每位督导员都能

积极参与，认真观摩，填写教学评价量化表，并作出客观公

正评价。观摩课后，质评处又组织部分老师和被听课班级学

生参与问卷调查，查阅了各系部的教学业务资料。

12月 23日，督导员围绕“闪亮教育”品牌打造，分组

观摩各系部推荐的主题班会，察看德育活动资料。本次督导

将对各系部的教育教学进行量化积分排序，促进各系部均衡

发展，助推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全面提升。

2.教学方面

2.1冲刺高考，为梦想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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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年级部举行学生学习动员大会

为了增强高三学子迎战高考的信心，激发学生的拼搏精

神，促进学生以良好的心态投入到高考备考中去， 12 月 6
日下午，高三年级部学生学习动员大会在艺体馆举行。会议

由季艳副主任主持。

首先，优秀学生代表

分享了自己关于学习的

思考和方法，彰显了他们

决战明天、超越自我的决

心。随后，教师代表仲海

萍老师对同学们后期复

习提出了建议和要求。希

望同学们保持良好心态，

合理规划学习时间，扎实

做好各科复习，打好高考

攻坚战。班主任代表季良

老师结合自己丰富的班

主任工作经验，从学生角度出发，鼓励和鞭策学生阔步向前，

为梦想不懈奋斗，为青春而战，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

最后，陈广高副主任就备考期间的态度、状态、学习、

纪律等各方面对同学们提出希望和要求。结合多年备考经验

和当前备考形势，陈主任给大家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强调

在高三艰苦的复习过程中同学们要确保心态的稳定，均衡各

学科的发展，积极锻炼增强体质。希望高三学生在人生关键

时刻，坚定信念、持之以恒，学习有方法，行动有落实，把

握细节，赢得成功！



— 6—

2.2 高二年级部推荐多名教师参加市“活力高效课堂”公

开教学活动

高二年级部认真推进课堂教学改革，持续加强高效课堂

建设，推荐了陆素斌、杨程、张奇、徐宏萍、徐丹丹、彭佳

珍等 10 多名教师参加市“活力高效课堂”公开观摩教学活

动。

为 不 断

提高课堂教

学效益，择优

推荐市“活力

高效课堂”公

开教学活动

人员，王玉荣

主任和王飞

副主任分别

结合教研组对教师进行上课指导，探求“活力高效”课堂教

学方法。在整体要求的基础上，王玉荣主任针对陆素斌老师

的《work-related injuries》课提出了课堂教学必须贴近新课程

标准，突出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的建议；王飞副主任针对张

李明老师《余弦定理》的课提出数学课堂专业相结合，同时

在合适的环节进行科学的课堂思政设计的要求。年级部还邀

请了宋长权、陈雨春、戴燕等多名教学骨干对推荐人员的观

摩课进行认真打磨。

本次活动，围绕“如何实现高效课堂，如何在 40 分钟

内提高效率？”，高二年级部推荐的观摩课得到了全市听课

人员的高度评价。

2.3 旅游艺术系 19 级学生职教高考暨毕业汇报动员会

成功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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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了解学情、教情、倾听学生的心声，明确学习目标，

提高学习效率，取得更好的成绩，树立健康、积极的人生态

度，12月 18日下午旅游艺术系在学术报告厅召开 1916班学

生职教高考暨毕业汇报动员会。副校长沈子俊、李金松，学

工处处长盛太昌，教学科研处处长姜涛及相关任课老师参加

会议，会议由系主任李军主持。

会上，首先是学生代

表发言，优秀学子不仅

对自身在学习上存在

的问题作出进一步认

识，同时制定出个人高

考的目标，展现出奋力

拼搏不余力，莫留遗憾

在今生的决心。接着教

师代表发言，任课老师

针对学生的现状，并且

结合学科的特点，对同

学们进行学习方法的

指导，强调了学习方法

的重要性。之后，学工

处处长盛太昌就学法、态度、效率等各方面提出要求和希望；

教学科研处处长姜涛提出要学会劳逸结合，保持正常的生活

规律和平和的心理状态。最后，副校长李金松结合多年备考

经验和当前形势提出要树立充分的信心，明确个人目标，主

动学习不轻易放弃；副校长沈子俊强调青年一代要有理想、

有本领、有担当，对于青年人来说，青春是美好的，但勇于

拼搏的青春才是最美丽的。

这次会议既对期中考试成绩作了详细分析，又对迎接学

校秋学期督导工作作了动员部署，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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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育方面

3.1 财经商贸系举办拔河比赛

为丰富同学们业余生活，培养团队合作精神，12 月 20
日下午，财经商贸系组织学生在学校操场举行了拔河比赛。

本次的拔河比赛采用淘汰制与循环制相结合的形式展

开，以班级为单位，每队 5男 5女。比赛中参赛队员双手紧

握长绳，团结一心，相互鼓励。啦啦队则在一边为参赛选手

高喊加油，呐喊声响彻云霄。最终，在一片欢声笑语中，决

出了获胜班级，2023班、2021班、2022班和 2110班分获前

三名。

通过比赛，增强了学生的集体荣誉感和班级凝聚力，同

时也培养了同学们拼搏进取精神和积极乐观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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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电子信息系开展校园安全专项行动

为净化校园及周边环境，保障系部学生平安健康成长，

促进我校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根据学校有关要求精神，并

结合系部实际情况，电子信息系于 2021年 12月 30日下午

二节课下在校阶梯教室召开校园安全专项行动工作会，全系

所有班主任及 250余名学生参加了会议。

会上系部学管沈

洲副主任对近期系部

安全工作情况作了通

报，并就 1223打架事

情系部处理决定作

了宣读，当事学生

现场作了检讨并表

态发言。

沈主任强调了

四个意识即安全意识、卫生意识、纪律意识、法律意识，从

学生在校生活的方方面面提出要求，让学生具备安全意识，

引起学生的强烈反响。最后系主任邵元发作了总结发言，提

醒同学们一定要有安全意识，一定要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

好好学习，同时，和同学们分享了几句话，引发同学们的思

考，安全高于一切、重于一切，最后全体学生一起背诵校园

十不准，进一步提高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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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高一年级部承办校园文化艺术节器乐决赛活动

12月 22日下午，由高一年级部承办的校园文化艺术节

器乐决赛在艺体馆落下帷幕。在此次比赛中，经过各系部初

赛的激烈角逐，共 19位（组）选手成功晋级决赛舞台。

本次比赛的器乐

既有古筝、二胡、葫

芦丝等传统民族器

乐，也有钢琴、吉他、

单簧管、萨克斯、架

子鼓等西洋乐器，各

色器乐汇聚一堂，可

谓种类齐全。比赛过

程精彩纷呈，同学们

基本功扎实，演奏清

晰、准确、流畅，能

正确表达乐曲的思

想感情，也能准确把握乐曲的风格特点，有极强的音乐感染

力，充分展现了同学们高水平的演奏技巧。

本次活动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给了小演奏家们展现自

我的舞台，培养了学生爱好音乐的情趣，提高了音乐文化素

养，增添了校园文艺氛围。

3.4 高二年级部拔河比赛场面热烈精彩纷呈

为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增加各班级之间的联系，培养学

生的集体荣誉感和热爱集体、不怕吃苦、勇于拼搏的奋斗精

神，12月 16日下午 2节课下，高二年级部在学校操场举行

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拔河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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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比赛，年级

部所有同学都积极参

与，有的报名参赛，

有的呐喊助威。比赛

一开始，啦啦队的呐

喊助威声响彻云霄，

伴随着呐喊声，参赛

选手们像激动的雄狮，

用尽全身的力气与对

手拼搏。通过激烈的

角逐，最终 2012、2005、
2011班分别获得前三

名。

通过这次活动，

使各班级和同学之间

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和认识，增强了大家

的团结协作精神，也

激励了同学们在今后的生活学习中面对困难时，发扬毫不退

缩的顽强拼搏精神，推动了部门德育工作登上新台阶。

3.5 高三年级部召开宿舍卫生现场会

为加强学生寝室日常管理，引导住宿生培养良好的生活

和卫生习惯，有效消除安全隐患，12月 14日早晨，高三年

级部组织全体班主任，利用早自习时间进宿舍开展安全卫生

专项活动。班主任们详细检查了用电安全、被褥折叠摆放、

地面清洁、卫生间打扫等情况，对学生宿舍的安全卫生、宿

舍文化建设进行现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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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活动

围绕“安全”

和“卫生”两

个重点，力求

通过专项整改，

达到思想重视

程度提高、安

全卫生习惯养

成、管理制度

机制完善的目

标。整治过程重

点关注了违规

使用电器、宿舍

抽烟以及环境

卫生等情况。

此次活动

将文明创建与

养成教育、学风

建设相结合，降

低了宿舍安全

隐患，有利于增

强学生的责任心和行动力，规范学生作息时间，营造安全舒

适的学习生活环境，为年级部学生工作正常开展，学生安心

学习生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