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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信守：也许我们无法选择生

源，但可以选择自己的工作态度。我们

坚信：只要与努力同行，希望就与我们

同在。我们追求：办好家门口的学校，

让凌桥的百姓满意！ 校长 益勤

凌桥中心小学创办于1916年，现

有本部江东校区和分部共和校区两个

教学点，总占地16620平方米。学校

有教学班38个，学生1500余名；在编

教师84名，其中大专以上学历 77 人，

高级职称3人，中级职称 41人；上海市

名校长后备1名，上海市“优青”教师1

名，区骨干教师6 名，教育署骨干8

名。近几年，全体凌小人立足现有条

件，积极开展教育改革，优化课堂教学，

提升办学质量，培育学校特色，被授予

全国红领巾科普创新示范校、全国红旗

大队、全国环境教育示范校、上海市雏

鹰大队、上海市“安全文明”校园、浦东

新区素质教育实验校、浦东新区文明单

位、浦东新区行为规范示范校、法制教

育示范校、浦东新区“十佳”优秀家长学

校、浦东新区校本研修学校、浦东新区

体教结合学校等荣誉。目前正积极创

建浦东新区新优质学校。

☆独家看校

（十二）

本版协办 浦东新区教育局

凌桥中心小学因校制宜创建“新优质”

办一所让凌桥百姓满意的好学校

在每一位凌小人的心中，无处不在的环境教育播种下片片“绿意”。 □资料照片

■本报记者 符佳 实习生 傅晨婉

每一个学生的背后，都有一张无形的

“网”，将家庭、学校和社区紧紧联系在一

起。在教育均衡的时代，面对各类群体的

多元诉求，家校社之间应如何相处？怎样

形成“教育合力”，并最终让学生受惠？

记者从近日举行的浦东新区第三教育

署“家校社合作协商制度建设”推进会上获

悉，继前期20所学校的试点后，三署年内将

陆续在署内100多所公办中小幼学校推广

建立家校社合作“三级网络”，并创新教育

评价体系，邀请社区和家庭为学校“打分”。

新设教师家长协会

三署署长丁黎忠介绍，“三级网络”由

家长委员会、教师家长协会和社区学校教

育协作委员会组成。其中，家委会在大部

分学校已覆盖，“三级网络”将完善班级、校

级家委会，提升学校管理的家长参与度。

相较而言，家长教师协会则是一个“新

面孔”。新区教育发展研究院相关负责人

李彦荣透露，香港在1991年就明确建议学

校成立家长教师协会，其主要功能是筹备

家长教育课程或讲座，促进家校合作，至

2009 年已有超九成的学校成立该协会。

“在三级网络中，这将是一个以年级为单

位、进行家校沟通反馈的组织。”李彦荣表

示，与家委会是部分家长参与学校管理不

同，家长教师协会的成员包括本年级全体

家长和教师，将通过组织家长有序参与年

级组活动与培训、挖掘和利用家长教育资

源、向校方反应本年级家长与教师的意见

等途径，帮助“教育专业出身的老师”和“非

教育专业的家长”建立教育合作伙伴关系。

如果说前“两级网络”关注的是家校沟

通，那么，社区学校教育协作委员会作为第

三级组织，则将目光对准了社区和学校的

关系，致力于打造更多“社区认同”的好学

校。据透露，相关学校将专设一位“学校社

区关系协调主管”，而教育署作为社区学校

教育协作委员会的牵头单位，将定期牵头

召开工作会议，发掘家校合作的亮点，协调

各方关系，使“协作会”工作效率最大化。

社区家庭为学校“打分”

一所学校办得好不好，到底该由谁说

了算？第三教育署的此番探索还包括评价

机制的创新，将构建以评价学校为核心的

家校社合作评价制度，引入社区和家庭对

学校的评价。

社区评价可邀请街镇（社区）、居委会、

共建单位等负责人以听证会的形式，就学

校活动对社区的影响、学校为社区提供的

直接服务与学校为社区提供的间接服务、

学校育人水平三个方面开展评价。家庭对

学校的评价则是通过意见征询、满意度调

查等形式，邀请家长对学校教育服务水平

作综合性评价，包括学校的日常管理、课程

设置、后勤服务、师德情况等内容。

“这种种努力，都是要寻求建立一种新

型、开放的办学体系。”新区教育局副局长

王浩表示，在上海教育已处于“高位均衡”

的情况下，如何办出区域的特色、留住区域

生源，都将考验校长的智慧。他希望，通过

“家校社”合作的探索，引导校长的眼光“向

下看”、“向外看”，学会搜集社区、家庭对学

校的意见，利用好社区和家长的资源，并以

此作为改进学校办学的重要手段，最终构

建符合现代学校制度建设要求的“民主协

商、合作共育”的办学模式，办一所“家长和

社区满意的好学校”。

浦东新区第三教育署探索构建家校社合作“三级网络”

学校办得好不好 社区家庭来评价

■本报记者 吴燕 通讯员 沈洁

阳春三月，浦东中学的校园里处

处弥漫着甜甜的紫藤花香，吸引着学

校周边的居民。日前，浦东新区南码

头社区的 80余位居民寻着花香，专程

赶往浦东新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浦东中学的百年校园踏青。

为了迎接“贵宾”的到来，学校校

史社的学生讲解员们早早做好了准

备，守候在了校门前。姚音帆和骆沁

瑜两位同学，一路陪着大家参观了炎

培亭、斯盛铜像、增涛池、怀英长廊、校

箴石、校训墙、斯盛冢、五卅纪念碑、烈

士纪念墙及杨斯盛故居。而每到一处

景点，总有学生志愿者在那里守候讲

解。

参观者中不乏一些浦中的老校

友。如今白发苍苍的他们回忆起昔日

的学生生涯，乐得合不拢嘴。当他们

看到校训墙、校箴石，听着学生讲解员

的讲解，不禁诧异，原来自己的母校已

有百年多的历史，纷纷感叹后辈们为

自己补上了一堂校史课。

新老浦中人重温百年校史
■本报记者 吴燕 通讯员 张志成

在上海市国际医学交流中心近期举

行的援外医疗队翻译选拔考试中，上海

工商外国语职业学院法语系杨宗霖等 4
名大三学生全部入选，他们将先后前往

摩洛哥为援外医疗队担任法语翻译。

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院以外语教

学见长，法语系副主任高境桂表示，随后

还将安排多名学生前往国际医学交流中

心实习，以此带动全系学生学习积极性

和语言应用能力的提升。

■见习记者 曹之光 通讯员 吉娜

4月19日，上海海事大学举行“乐活

校园 点靓梦想”第六届校园开放日活

动，近千名高三学生、家长及社会各界

人士前来参观咨询。

当天，125个学生社团、各学院学生

会、志愿者团队等团体，举行航模制作、

魔术、歌舞等表演，展现校园文化。国

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海大特色

实验室“木兰航运仿真中心”揭开神秘

面纱。此外，“百日千里 活力校园”环

智慧湖健康跑、海大航海节、海大风筝

节、中西文化节等活动也于当天开幕。

4名大学生入选
援外医疗队翻译

海大举行
“校园开放日”

校史社的学生讲解员带领社区居民走过怀英长廊。 □通讯员 沈洁/摄

浦东高桥，有一所拥有九十多年历史

的“区域老校”——凌桥中心小学。面对

“七成生源为随迁子女”的现状，校方因地

制宜、因校制宜、因人制宜，在教育优质均

衡的道路上默默耕耘，走出了一条“接地

气”、“有远景”的发展之路。

环境教育播撒“绿意”

走进凌小校园，“绿色之风”扑面而

来。美丽的紫藤长廊，一个个精心布置的

景点，甚至连每一个拐角都被利用起来，

成为环保理念的“宣传员”。走廊里张贴

着环保纪念日宣传图；墙面、黑板报、宣传

栏写着环保警句；楼梯口和教室里，则分

别设置了植物墙、生物角；连垃圾箱也是

定做的，印有学生环保活动的形象……这

一切，都显示着凌小作为“全国环境教育

示范校”的与众不同。

据益勤校长介绍，2008年起，该校以

区级课题和素质教育实验校创建项目《农

村小学开展环境教育的实践与研究》为抓

手，通过课程设置、学科渗透、环境布置、

综合实践活动、少先队工作、社团活动、信

息技术推进等途径，精心打造环境教育办

学特色。

学校编制课程方案，组织编写了《走

近绿色》拓展型校本教材，并根据不同年

级学生特点分为低、中、高三册。一二年

级的《学会欣赏大自然》、《我们周围的绿

色生物》；三年级的《我们居住的环境》、

《一种垃圾一个家》；四五年级的《节水在

我身边》、《废纸的再生》……各科老师还

集思广益，充分挖掘学科教材中的环境教

育素材，将语、数、外、体、美、自然、信息、

音乐、品社等学科的课堂，都变成传播和

培养学生环保知识、理念的平台。

每到环保纪念日，凌小的师生都忙碌

而快乐。世界粮食日、植树节、世界勤俭

日、世界地球日、世界无烟日……孩子们

在老师的引导下积极参与主题活动，而活

动的奖品也很特别，每一枚“惜粮章”、“护

绿章”、“保护地球章”、“勤俭节约章”等环

保特色章都由学生参与设计。十年耕耘，

校园里的小树长成了大树，而在每一位凌

小人的心中，无处不在的环境教育则播种

下片片“绿意”，它们将生根发芽，伴随孩

子的一生。

“红黄菜单”激发自律

刚进学校时，他还存在着不讲卫生、

不讲礼貌、好斗等不良习惯。有一次下

课，他主动拿起黑板擦，得到了班主任给

他的第一张“红菜单”，他将其视为珍宝。

后来他当上了班级行为规范监管员，开始

变得懂事、有礼貌，并成为班级核心人物，

学校大小活动都少不了他的身影……这

样的转变，是五年级学生陈壮壮的真实经

历。而在凌小校园，和他有着类似经历的

同学并不在少数。

据悉，学校目前的在校生中随迁子女

的比例在 70%左右。经过调查研究，老师

们发现这些孩子朴实、可爱、聪明，但在习

惯养成方面存在着问题。2006年学校组

织师生、家长共同创编《我是可爱凌小人》

一日常规歌谣，完整地表述了行为习惯的

诸多标准，如交流使用普通话、升旗仪式

穿校服、课间休息不打闹、学校公物要爱

护等，同时还归纳出一些不良的行为习

惯，如上课不专心、活动不守纪、不戴领巾

标志等。学校将正负两方面的内容分别

印在了红色和黄色的菜单上，当学生做得

对时，由班主任或任课老师开出红色菜单

以示鼓励；当学生做得欠妥时，发放黄色

菜单加以提醒。

实践证明，小菜单发挥了大能量，行

为规范的他律逐渐转变为学生的自律。

一项数据显示，“红黄菜单”发放前后的学

生素养提升非常明显：“见到长辈主动问

好”的学生从 58%增加到了 90%；“看见杂

物会主动捡起”的学生从 46%增加到了

91%；“当他人遇到困难会主动帮助”的同

学则从 46%增长到 91.5%。正因为如此，

孩子们拿到红菜单的几率越来越高，而黄

菜单则渐渐从校园里淡出。

小小舞台成就梦想

作为全国少先队活动课程试点校，凌

桥中心小学的少先队工作也搞得有声有

色。区别于其他学校少先队工作不定期、

以活动为主的现状，该校直接将少先队活

动纳入了课程体系。

每周五下午的第二节班队课上，辅导

员们戴着鲜艳的红领巾，带领少先队员们

了解队史、学习知识、传承精神。从一年

级的《我爱老师和同学》、二年级的《我和

红领巾交朋友》，到三年级的《队知识记心

间》、四年级的《领巾心愿我畅谈》、五年级

的《小小提案学问大》，每节课都有各自的

精彩。

此外，十分钟队会也是该校一大特色

项目。每周五的晨会课，队员们以小队为

单位，轮流上台进行展示。从前期内容策

划到后期排练，全部由队员团结合作、自

主完成。每一位少先队员每个月都有一

次展示自我的机会。校长益勤感言：“小

舞台成就大梦想，我们希望给每个孩子一

个展现自我的舞台，并从中获得自信！”

□本报记者 吴燕/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