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山东省教育学会教育管理研究专业委员会
鲁教管会【2018】6 号

关于举办山东省第六届初中校长质量
建设大会暨东营区第一中学教师“梯级培养”

现场会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各初中学校：

质量建设是学校发展的生命线。名校历来注重学校质量的建

设、文化的传承和优秀教师的培养。洋思中学的创始人蔡林森，

让洋思中学成为全国名校；秦培元校长通过传承与发展，让洋思

中学更加辉煌；如今曹伟林校长接力洋思中学，他又会带领学校

创造怎样的奇迹？李金池校长创造了衡水中学的奇迹，张文茂校

长带领衡水集团发展壮大，现在郗会锁校长接过了衡水中学的接

力棒，郗校长又会给衡水中学带来怎样的辉煌？

为学习、借鉴全国名校的先进办学经验和教育智慧，为全省

基础教育学校搭建展示、交流、合作、共同进步成长的有效平台，

经研究，决定于2018年11月7日—9日在东营市东营区第一中学举

办“山东省第六届初中校长质量建设大会暨东营区第一中学教师

‘梯级培养’现场会”，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会议主题

学校质量建设与智慧教师培养

二、会议内容

（一）专家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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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曹伟林（江苏省泰兴市洋思教育集团总校长、泰兴市洋思

中学校长）

2.郗会锁（河北省衡水教育集团总校长、衡水中学校长）

（二）主题报告

梯级培养：架起教师智慧发展的阶梯——东营市东营区第一

中学“梯级培养”教师专业发展经验介绍

（三）智慧课堂展示

全国名校课堂展示+省内名校课堂展示+东营区第一中学分学

科智慧课堂教学经验分享

（四）参观交流

观摩校园文化及走班选课（具体安排：见附件2活动议程安排）

三、会议时间

2018年11月8日、9日（周四、周五）两天，11月7日（周三）

全天报到。

四、会议及报到地点

会议地点：东营市东营区第一中学（东营区新泰路17号）

报到地点：东营市东城区府前大街103号蓝海大饭店

总台电话：0546-8081588

说明：请务必在参会回执表里注明是否住宿及报到时间，以

便会务组为大家做好住宿安排。请统一在东营蓝海国际大酒店宾

馆大厅报到，领取相关会议材料。东营市当地的学校11月8日7:30

在东营区第一中学播慧馆门厅报到。

五、会议组织

（一）主办单位：山东省教育学会教育管理研究专业委员会

（二）承办单位：东营市东营区教育局

东营市东营区第一中学

六、参会对象

中学校长、中层干部、骨干教师等。欢迎各市、县（市、县）

教育局相关负责人参会。因学校报告厅最多能容纳500人，以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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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顺序为主，额满即止，敬请谅解。为切实做好接待工作，保

证与会人员的食宿安排，请参会单位务必于10月30日之前将参会

回执表发到秘书处邮箱sdjygl@163.com。

七、收费标准

本着以会养会的原则，收取会务费480元，交通费、食宿费自

理。会务费由山东省教育学会收取并开具发票。

八、联系方式

1.山东省教育学会教育管理研究专业委员会秘书处：

电话：0531-81663100

联系人：渠怀淼（18769771777） 张淇（13256766618）

2.东营市东营区第一中学：

电话：0546-8261775

联系人：孙明波（15615060286）

3.秘书处办公QQ群：263133900

欢迎积极入群，分享教育管理智慧，相互促进管理水平的提

高。经专家同意，相关专家课件也会在QQ群里挂出（为尊重专家

的劳动及其知识产权，请不要将课件擅自挂网或散播，切记！）

附件：1.山东省第六届初中校长质量建设大会参会回执表

2.活动议程安排

3.专家简介

4.东营市东营区第一中学简介

山东省教育学会教育管理研究专业委员会

2018 年 9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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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山东省第六届初中校长质量建设大会参会回执表

单位名称
请务必填写与公章一致的单位全称，不能简写

（开发票以此为准）

纳税人识别号

或社会信用代码

请填务必准确填写
（开发票以此为准）

电子邮箱 务必准确填写（接收报到须知及电子发票） 通讯地址

姓 名
性

别
职 务

手 机
（必填，接收电子发票信息）

报到时间

①7日上午

②7日下午
（选填①或②）

住 宿 要 求
（选填标准间或单人间，

不填默认不住宿不留房间）

用 餐 信 息
（填是或否，不填默认自行安排餐饮）

7 日

晚餐

8日

午餐

8日

晚餐

9日

午餐

9日

晚餐

备注：

1.请务必准确填写您的单位、税号、手机和电邮，以便会务组发送《报到须知》及会务费电子发票。

2.因住房紧张，【住宿要求】填标准间的，安排与他人合住一个房间，空着不填的则默认自行安排，不预留房间。

3.请于 10 月 30 日前将参会回执表发至会务组 sdjygL@163.com 邮箱，以报名先后顺序为主，满额为止，敬请谅解。

4.报名成功的代表将会在报名截止后收到会务组发送给您的《报到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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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活动议程安排

时间 活动议程

11月7日

（周三）

10:00—18:00 代表报到

地址：东营市东城区府前大街103号蓝海大饭店（0546-8081588）

11月8日

上午

（周四）

8:30—9:00 观摩学校升旗仪式（学校）

9:00—9:30 开幕式

东营区区领导致欢迎辞

东营市教育局领导致辞

山东省教育厅原副巡视员、山东省教育学会教育管理研究专

业委员会刘凤山理事长致辞

9:30—11:30 专家报告：郗会锁，衡水中学校长、党委书记

主持人：赵勇（山东省教育学会教育管理研究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山大

基础教育集团总校长）

11月8日

下午

（周四）

14:00—17:20 洋思中学校长曹伟林校长授课并作报告

授课内容：《从问题到方程》

报告：《校长的管理智慧》

主持人：李志刚（山东省教育学会教育管理研究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即

墨区第二十八中学校长、即墨区教育局副局长）

11月9日

上午

（周五）

8:30—10:40 1.主题报告：《梯级培养：架起教师智慧发展的阶梯—东

营区第一中学“梯级培养”教师专业发展经验介绍》

报告人：曹同国（东营区第一中学校长）

2.东营区一中分组背景下的五步导学课堂展示

授课人：东营区一中教师

10:50—11:30《沁园春·雪》（九年级语文）授课人：即墨 28 中周珍芝

以上活动都在主会场

主持人：主持人：李志刚（山东省教育学会教育管理研究专业委员会副秘



6

书长、即墨区第二十八中学校长、即墨区教育局副局长）

11月9日

下午

（周五）

14:00—14:40 省内名校课堂展示

1.昌乐县北大公学双语学校 吕海平 七年级语文《皇帝的新装》

2.枣庄市第十五中学 周荣奎 九年级数学《图形的旋转》

3.济南甸柳第一中学 夏纯林 七年级数学《探索与表达规律》

4.济南市历下区明德中学 李阳 七年级数学《探索与表达规律》

5.泰安市岱岳区开元中学 张倩 六年级英语（鲁教）

《Unit6 Is this your pencil?(section A)》

6.日照市五莲县实验学校 许娟 八年级英语（人教）

《Unit6 I'm going to study computer science. sectionA(1A-2D)》

7.山东师范大学齐鲁实验学校 孙杰 八年级物理第六章第一节《质量》

8.泰安市岱岳实验中学 张振鲁 八年级物理第六章第一节《质量》

9.滨州市博兴县实验中学 黄丽芳 化学（用八年级学生）《氧气的性质》

10.济南市历城区祥泰实验学校 赵恬 七年级历史《沟通中外文明的丝绸之路》

11.滨州市博兴县第五中学 宋艳红 八年级地理第四章第二节《农业》

12.烟台第十四中学 柳林 七年级生物《物质运输的载体》

14:50—16:20 一中校园文化参观+小学部走班选课观摩

16:20—17:00 闭幕式

主持人：东营市东营区第一中学

代表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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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专家简介

曹伟林，中学高级教师，泰兴市洋思教育集团总校长、泰兴市洋思中

学校长，“先学后教，当堂训练”的洋思模式创始人之一。先后被评为：

泰兴市名教师、泰州市模范教师、全国创新型校长、尝试教学全国"十佳数

学教师"。曾任：泰州市中考数学命题组组长、泰州市高级教师评审委员会

委员、泰州市“311 工程”培养对象。先后应邀赴全国各地上公开课，做专

题讲座达几百余场次，足迹遍及全国 27省、直辖市。多次参与国家级科研

课题研究，多篇论文获奖，出版有专著《洋思教改深水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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郗会锁，河北省衡水教育集团总校长、衡水中学校长。1998 年河北师

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到衡水中学工作，参与和见证了衡水中学从低谷走向

辉煌的过程。曾经任衡水中学年级主任、教务处主任、校长助理、分校负

责人、德育副校长等职务，现任衡水中学校长，党委书记。曾在新疆建设

兵团第二师援疆一年，在西藏阿里地区教体局援藏近两年。工作三年成为

学校最年轻中层干部，工作六年被评为全国模范教师、全国中小学优秀班

主任，工作八年被破格评为高级教师，工作 13年被破格评为特级教师。现

为正高级教师。曾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首批河北省中小学学科名师、

河北省优秀共产党员、河北省劳动模范、河北省三三三二层次人才、河北

省中小学德育培训专家、衡水市拔尖人才、衡水市市管优秀专家等多项荣

誉称号。多次应邀到全国各地讲学介绍教育教学经验，受到普遍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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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东营市东营区第一中学简介
东营区一中是 2005 年成立的一所国办九年一贯制学校，学校位于东营

区新区腹地，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环境优美。学校占地 102 亩，建

筑面积 50300 平方米，总投资 1.5 亿元。

学校坚持育人为本，文化立校，用“健康积极向上，温馨和谐进取”

的“竞和”文化理念引领学校发展。始终将教师专业发展作为学校持续发

展的突破口，在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实践探索了“梯级培养”

教师专业发展模式，通过分段达标、分层培养、分类评价，不断提高教师

主动发展的自觉性。全体教师开始从知识型教师向研究型、专家型教师过

渡，部分教师已从区级名师成长为市级名师乃至省级名师，目前，学校已

培育出首届齐鲁名校长 1 人，第二届齐鲁名校长工程人选 1 人；省级教学

能手 2 人，市级教学能手 54 人，区级教学能手 75 人；东营市名师 9 人，

东营市青年骨干教师 9人，青年教师重点培养对象 22人；东营区名师 9 人，

名师培养对象 33人；68 人入选东营市教师梯级培养工程。3 项成果获省级

教学成果奖，1 项成果获市首届教育教学法奖；先后承担省级以上课题 18

项；480 余篇论文在各级各类刊物发表或在市级以上论文评选中获奖，各类

科研成果获奖项数 175 项。

学校积极推行课堂教学改革，探索出了基于分组学习的“五步导学”

课堂教学模式，创造性地提出了课堂教学的“六大”教学策略；加强教师

“1+1”课程能力培养工程的实施，实施走班选课制度，编制了《课程超市

目录》，开设了陶艺、剪纸、跆拳道、田径等 47种学校课程，创造性地开

展了课前 10分钟才艺展示、阅读等级考试、校园吉尼斯挑战赛、校园艺术

节、远足之旅、亲子演讲、中学生辩论赛等综合实践课程，联合山东电视

台少儿艺术团东营团成立了“魅力校园”艺术团和“一中好声音”合唱团，

打造了田径队、乒乓球队、管乐队、文明礼仪队、国学诵读队、校国旗护

卫队等特色社团队伍，为学生的成长插上了一对隐形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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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先后荣获全国学校文化建设先进单位、全国优秀楹联教育基地、

全国学校体育工作师范学校、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全国零犯罪

学校、全国青少年普法教育先进单位、全国德育科研工作先进实验学校、

国家级语言文字规范化示范学校、全国消防安全科普教育示范学校、中国

校园媒体建设百佳示范学校、山东省级规范化学校、山东省教学示范学校、

山东省教师发展研究示范基地、山东省文明单位、山东省学校安全文化建

设示范学校等省级以上称号 110 余项。办学经验先后在第三届和第四届中

国教育新闻节、全国中小学德育创新和班主任专业化发展论坛、全国文明

礼仪教育年会、全国楹联文化教育基地联谊会、山东省教师发展论坛、首

届山东省传统文化体验教育年会、省素质教育论坛、省少先队文化论坛、

省安全管理培训班等会议上交流推广。成果经验被中国教育网络电视台、

山东省教育电视台、东营市电视台、东营教育电视台、《中国教师》、《现

代教育报》、《鲁中晨报》等多家媒体报道。学校文化建设经验入选国家

教育行政学院教学视频素材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