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苦志育才四季度反馈 

新田苦志育才 

10 月 7 日 至 21 日，学校组织开展新进教师教学教研活动 

 

 

10 月，通过每天洋葱数学课的课程学习，每周数学老师定期进行教学总结，远程与洋葱学

园教研团进行交流，洋葱教师线上线下指导授课，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积极性大大提升。 

 
 



本期，学校武术兴趣班同学陈教练的带领下于每天下午进行武术训，同学们习武热情高涨，

一招一式越发地干劲利落，给校园增添加了活力，提升学校整体精神风貌。 

 

 

10 月，为迎接县运动会的召开，学校积极进行训练，每天早上、下午教练们组织同学们进

行篮球、乒乓球、跑步、跳高、跳远、铅球的训练，周末带领同学们前往兄弟学校进行训练，

做好充分的准备。一分耕耘一份收获，期待同学们在运动会上都有精彩的表现，为学校争光。 

 



 

 

本期，学校古筝兴趣班活动开展丰富，铮韵古筝培训中心的老师每周来校对学生进行指导，

学校跟进老师课后陪伴学生练琴，每天傍晚，校园里回荡着动听的琴声，给寂静的山村增添

了许多生气。 

 

 

11 月 10 日至 12 日，学校举行初中阶段期中质量监测，通过质量监测，便各教师掌握学生

学习情况。学校及时召开期中质量监测分析会。会上各老师总结上半期教学工作中的得与失，

并制定期末教学目标。乐校长在会上强调：教学有法，教无定法，鼓励各教师大胆创新，探

寻适合本班学生的教学方法，分阶段分目标的逐步达成教学目标，激励教师们在教学中找寻

教师的职业幸福感与成就感，同时学生能在学习中找到自信。 



 
 

11 月 30 日，学校举行十一月份同学生日会，看着孩子们一脸幸福的模样儿，老师们也笑了，

见证着孩子们的成长，快乐着孩子们的快乐，能在育才的大家庭里陪伴孩子们慢慢长大，老

师们也很幸福。 

 

 
 

桂阳苦志育才学校 

 

10 月 3--7 日，利用国庆假期完成搬迁收尾工作 



 

 

10 月 10 日，为庆祝建国 73 周年，学校举行了国庆主题手抄报比赛，同学们纷纷踊跃参加，

这天升旗仪式结束后，学校为获奖的同学颁发了奖状。 

 

 



 

 

10 月 13 日，夜幕降临的时候，学校礼堂喧闹起来，响起了生日歌。原来，十月份过生日的

师生聚集在一起举行集体生日会呢。今天的寿星中年龄最大和最小的师生合力切蛋糕，这么

多人一起吃蛋糕，集体生日会真是别开生面啊，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别提多高

兴了! 

 



 

 

10 月 17 日，下午在学校礼堂举行了建制班合唱比赛，每班同学准备了两首歌曲，最终四年

级 1904 班的同学们获得了第一名。 

 

 

10 月 19--20 日，为了促进教师间的教学交流，提高青年教师的教学能力，五位青年教师分

两天进行了语文公开课教研活动。20 日下午还进行了集体评课活动，教师们积极探讨、大

胆反思、主动学习、认真，到达了既定的教研活动目标和良好效果。 本次公开课活动的开

展，进一步强化了该园良好的教研风气，更好地促进了教师将先进的幼教理念转化为自觉的

教学行为，为教师们搭建了一个实践教学理念、锻炼自我、展示才干、交流学习的平台，使

她们在教学方面得到了磨炼、提升，成长，切实提高了教育教学专业水平的素养。 



 
 

10月 24日下午，学校进行了本学期的疫情防控演练，通过演练使师生们能够应对突发情况，

提高应急能力。 



 
 

10 月 26 日，青年数学教师公开课今天举行，并进行了教研活动。对于这次公开课活动，老

师们深有感触：数学源于生活,生活中处处有数学。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充满着许多数学知识,

在教学时融入生活中的数学,使他们感到生活与数学密切相关的道理,感到数学就在身边,对

数学产生亲切感,激发他们学习数学、发现数学的愿望。借助于学生的生活经验,把数学课题

用学生熟悉的、感兴趣的、贴近于他们实际生活的素材来取代,使学生对学习不再陌生,不再

枯燥,就能体现教学内容的生活化,增加教学的实效性。 

 

 

特别报道：金秋十月是忙碌的，这个月 100 人阳光大课间的训练、建制班合唱比赛的初赛及

训练、代表舂陵江镇去县城参加群众歌会的节目《童心向党》的排练同时进行，由于学校学

生人数少，有的同学三个活动都得参加别无选择，老师们只好错时排练，从早上六点半起床

到晚上八点，除了上课就得排练，一天天满满当当的，同学们仍然积极参加，认真排练。 



 

 

11 月 3 日，为了打造书香校园，养成学生的阅读习惯，培养学生的朗读能力，使学生能用

普通话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根据教学计划，结合学校实际，举行了一次朗读比赛的活

动。先是每个班举行了初赛，然后每个班级推荐了 3 名孩子参加了校赛。在老师的指导下，

各班选手都做了充分的赛前准备，比赛场上选手们个个神采奕奕、精神振奋，朗读的时候绝

大多数孩子都能做到口齿清楚，感情丰富，或抒情朗诵，或激昂高歌，抑扬顿挫、声情并茂

地演绎出每一篇文章的深刻内涵，得到了观众们的阵阵掌声和老师们的一致好评，给人以浓

浓的情感熏陶和美的享受，尽显我们苦志育才学生的风采和独领语言魅力。 

 

 

为了培养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和认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力度，营造非遗保



护浓厚社会氛围。11 月 5 日晚 7 点整，为落实县委宣传部和县慈善总会“九九腾讯公益”“送

戏下乡”活动的实施，桂阳县昆曲研习社，兴祁艺术培训学校，桂阳民间文艺家协会，桂阳

县摄影家协会，在桂阳苦志育才公益学校共同组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戏曲主题联谊晚会。 

 

 

1 月 9 日，为了培养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积极性，提升学生的数学素

养、思维能力和计算能力，进一步拓展学生的知识面，促使学生正确、快速、科学、灵活地

计算，根据教学计划，结合学校实际，举行了一次数学计算比赛。孩子们在比赛中发挥出色，

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11 月 10 日上午，骄阳似火，苦志育才的一百个孩子们穿着崭新的校服，在老师的带领下到

桂阳四中参加阳光大课间片区比赛，获得了特等奖。 

 

 

11 月 10 日下午，天气晴空万里，苦志育才学习迎来了 11 月份的月假，大部分的孩子们都

回家了，只有 16 个孩子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回家，校园里突然空了许多，少了一些许的生气，

16 个孩子在值班老师的陪伴下看书写作业、看电影、包饺子...开心的笑声，依然每天回响在

校园的每个角落里。天空被夕阳映衬变成了金黄色，孩子们在食堂享受着和家里一样的美味。。 



 

 

11 月 14 日，今天参加桂阳县建制班合唱比赛，孩子们兴奋极了，早早地准备好了。此次比

赛获得了县二等奖。 

 

 

11 月 16 日，学校为了提高老师的教学能力，促进教师之间的学习交流，进行了一次启发式

教学研讨会。在研讨会上，每位老师畅所欲言，将自己教学中的经验与困惑与其他老师交流。

通过交流老师们对启发式教学有了更新的认识。 

 



 

11 月 21 日，天气有点阴沉，一大早同学们分乘两辆大巴前往县城参加阳光大课间决赛。参

加阳光大课间决赛的农村组队伍只有六个，我们是最后一个出场，孩子们在观看其他学校的

表演时难免有一些压力紧张，但是在上场之后，他们认真做着每一个动作，步伐整齐、口号

洪亮、动作有力、精神抖擞、神采飞扬，每个动作都充满了自信，着实令人振奋！阴沉沉的

天气似乎被孩子们所感染，太阳从阴云里露出脸来了，阳光照射在操场上，孩子们那种精气

神也感染了在座的每一位评委。 

 
 

11 月 22 日下午，苦志育才学校迎来了一次让人眼前一亮的画展，这次的画展为期三天，共

收到学生作品 66 幅，最终展出的是 23 幅优秀作品。作品以素描、色彩、手工、动漫、视觉

艺术五大形式呈现。孩子们用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和灵巧的小手为全校的师生展示了自己所想

创造的东西。画展活跃了校园精神文化生活，丰富了校园文化内涵，提升了校园文化的层次

与品位，也促进了学生的健康成长。 

 

 

11 月 23 日，全体教师在会议室进行了期中质量总结会议，在会议上，各位老师对前期教学

工作进行了总结发言，新老教师互相交流，大家畅所欲言，对于学校后期的教学提出了合理

化建议。 



 

 

11 月 24 日，今天是感恩节，而学校也在今天为十一月份生日的孩子们精心地准备了惊喜。

天悄悄地暗了下来，教学楼三楼的画室依然开着灯，一个超级大的双层生日蛋糕安安静静的

摆在拼好的课桌上，场面非常的温馨，一群人在一起吃蛋糕，师生同唱生日快乐歌。孩子们

脸上都露出了幸福的笑容。感恩一切，感恩所有。 

 

 

11 月 26 日，天气难得的晴朗了起来，在这个风和日丽的日子里，我校举行了第四届趣味运

动会。运动场上，老师与孩子们一起运动，加油声、喝彩声、欢笑声响彻云霄。趣味运动会



的举办，让师生都获得了快乐，也在紧张的学习中，让大家都放松了一小会。 

 

 

11 月 30 日，根据数学学科的特点，旨在拓展学生的知识面，逐步形成勇于实践、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给学生提供展现自我成长的平台、在参与竞赛过程中体验学习成功的快乐、有

效推进我校教育教学改革，提升教育教学的质量。学校举办了 4-7 年级的数学应用题比赛。 

 

 

忠县苦志育才学校 

10 月 8 日，学校组织全体教师参加市疫情防控视频会议，接着召开班主任工作会，对学生

语、数作业  进行抽检，对教职工教案进行进行查阅。 



 

 

17 日上午，忠县苦志育才学校 2022 年中华魂读书活动启动仪式，会前由六年级全体学生带

诗歌朗诵，然后黄方琼校长对读书活提出相关要求和建议。 

 
 

10 月 17 日，针对四五六年级学生召开“远离赌博、游戏、吸烟、喝酒、做文明小学生”主题

班会。通过此次主题班会让学生了解赌博、游戏、吸烟、喝酒的危害，进一步引导学生：做

一个健康向上的少年。 

 



 

10 月 23 日，忠县汝溪小学青年教师赴苦志育才学校周末送教志愿服务活动，汝溪小学教师

周末为孩子带来多彩课堂，趣味性强，分享他们学校特色课程，孩子们非常喜欢，同时也为

孩子们带来礼品。 

 

 

 

10 月 23 日，组织孩子们整理宿舍内务，个人卫生，学会洗衣。孩子非常能干，都能完成自

己的个人卫生整理，还能帮助别人。 

 
 

10 月 24 日，学校蔬菜基地喜获丰收，组织学生进行劳动课程开展。 

 

 

10 月 25 日，忠县苦志育才学校举行“中华魂”（好家风）青年组和少年组演讲比赛。 



 

 

11 月 2 日，学校邀请家长到校为孩子们整理冬季防寒保暖衣物，让家长了解学生在校实际

情况，把苦志育才的温暖送进家庭。 

 

 

11 月 6 日，汝溪小学青年教师赴苦志育才学校周末送教，陪孩子们渡过育才的周末。老师

们精心准备了丰富多彩的课堂，把汝溪小学的特色“竹竿舞”分享给我们。 

 
 

11 月 19 日，“疫”路相伴，我们不孤单，突入其来的新冠疫情又按下了我们正常学习的暂

停键。面对疫情，忠县苦志育才学校领导高度重视，积极响应上级“停课不停学”的重要指

示要求，由于我校特殊情况，目前学校还有 21 名孩子回不了家，因此，哈小斌校长以及语

数教师一直留在学校，陪伴孩子们，学校线上、线下教学拉开了帷幕。 



 

 

 

张北苦志育才学校 

2022 年 10 月 9 日，张北县第三中学举办抗击疫情师生联欢晚会。疫情突袭，住宿生实施封

闭管理，近一个月不能返家休息。学习的刻苦、思家的忧愁、疫情的焦虑，使同学们情绪极

度低落。尤其是我们苦志育才班，同学们全部住宿，气氛更是不佳。为此，学校认真筹备，

举办了这次抗击疫情师生联欢晚会。领导讲话给孩子们鼓劲儿，甚至亲自上台表演节目活跃

气氛，师生同台，节目丰富，精彩纷呈。 

 
 

022 年 10 月 12 日，张北苦志育才班的领导和老师们，为了孩子们的健康，配合相关部门加

强核酸检测工作。为了孩子们在疫情之下学业不掉队，加强了教学日常管理工作。 

 



 

 

10 月 14 日，在全体师生居家开始线上教学的情况下，张北三中校领导根据疫情发展，专门

召集苦志育才班管理团队和一线老师，召开调度会，安排线上教学工作。要求老师们，充分

挖掘网络资源发挥线上条件，积极关怀同学们的居家生活、线上学习、综合素质发展、身体

和心灵健康等，把特别的爱奉献给我们这些最需要关爱的孩子。 

 
 

11 月 12 日张北三中苦志育才班开设励志课。目的是，通过励志课教学，使学生明确感恩的

含义、意义，学会识恩、知恩，善于施恩，明确感恩、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美德。

增强学生孝敬父母，尊敬师长，感激他人，回报社会的感恩意识。并把感恩之情化为学习中

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励志精神，全面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学识素养，以构建和谐图片校

园。张北三中李建斌书记和陈建英校长亲自参与授课，效果良好，既帮助学生提高了认识，

又让学生结合身边的小事，在潜移默化中学会感恩。 

 

11 月 14 日至 20 日，为了检测学生前一阶段的学习成果，促进线上教学的深入开展，也为

后期的教学提供切实的依据，张北三中苦志育才班克服各种困难，利用网络线上有效开展了

一次学科学习质量检测。家长参与监考，学生认真作答，教师及时判阅、分析，取得了预期

的效果。 

 

2022 年 11 月 28 日 19:00 为协助学校有效开展防控工作，特邀家庭教育专家开展《如何做

好安全防控工作》为主题的线上家庭教育讲座。主要内容包括：（1）严格做好校园安全防控

工作，落实到校园常规化管理中；（2）家长如何配合学校做好各项安全防控等准备工作；（3）

怎样帮助孩子提升学习源动力以及有效的学习方法。 



 

 

11 月 8 日张北三中苦志育才班教师和学生共同积极参加“张北三中师生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校园、进课堂、进头脑活动”，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