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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里湖校区办学伊始，就实
行人文性管理、精细化管理和标
杆管理，校长室总揽学校教育教
学工作全局，各责任处室负责细
化和具体操作；年级部（教研组）
根据校长室和责任处室的要求，
狠抓落实，确保任务完成。

教学为本。八里湖校区根据
生源的实际情况，因材施教。为
了更好地提升课堂效率，学校通
过推门听课、青年教师赛课等形
式，促进教学方法的改进，更好地
管理课堂。同时，对备、教、辅、
改、考、评等各个环节进行检查，
提高教师责任心和使命感。学校
备课组每月进行一次教学常规检
查，教务处每学期进行两次大检
查。每次考试后，学校都会召开
教师大会，对考试情况进行分析，
并召开年级教师分析会、年级学
生分析会等，促使教学工作更细、
更实、更有效。

保证教育质量才能让社会、
家长满意。学校中高考成绩是检
验教学的重要标准，近年来，八里
湖校区有多名学生被 985 大学录
取，一本、二本上线人数取得重大
突破。中考一年一个台阶，各项
重要指标位居全市前列。

科研兴校。九江一中每年投
入大量的经费，让八里湖校区教
师走出去参加学习培训，学习先
进教学经验；组织教师参加全国、
全省及全市举办的各项教研活
动，开阔眼界、提高境界。教务处
每学期举行全校性的说课大赛、
优质课评比等活动，相互交流，取
长补短。

“学校营造了浓厚的教研氛
围，引领我们奔跑，虽然很累，但
很快乐。我们用源头活水浇灌学
生的成长，让学生快乐学习，健康
成长。”八里湖校区初三年级主任
邹月英开心地说。

10 年来，八里湖校区教师踩
着时代的鼓点，勤奋工作、锐意进
取、勇立潮头，创造出一个又一个
惊喜。初中数学组教师陈子奇在

“第七届全国新世纪杯初中数学
优质课评比活动”中，代表江西省
赛区参赛，以课例《探索三角形相
似的条件》斩获初中数学优质课
大赛一等奖；江海教师论文《素菊
花开何处香——“九江四范”之才
女范淑》获全国教研成果一等奖；
黄赵华教师论文《地理考察原创
试题设计》发表在《中学地理教学
参考》杂志上，他写的《高考地理
图像系统试题分析研究》，喜获全

国地理教学成果一等奖；高中历
史教师高召臣，在全省教学技能
大赛中荣获一等奖，蔡莉教师荣
获江西省初中美术优秀教学案例
现场交流展示活动一等奖；盛喃
君教师在江西省第十届中小学教
师“班班通”教学资源应用成果展
示活动中荣获高中化学组一等奖
……据统计，2011年以来，八里湖
校区教师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教
学论文 20 余篇，立项的省级课题
30 余个，在省级刊物上发表教学
论文100余篇。

同 时 ，学 生 获 奖 也 是 大 丰
收。在圣陶杯全国作文大赛中，
有 40 名学生获奖；首届全国中学
生国学大赛，有一人喜获二等奖、
两人喜获优秀奖；希望杯全国数
学竞赛，有27人获奖；在全国中学
生英语能力竞赛中，16 名学生取
得骄人成绩，荣获两个一等奖、6
个二等奖和8个三等奖；在地球小
博士全国地理知识大赛中，有6名
学生获奖。同时，众多学生获省
级、市级奖项，办学成果丰硕。

八里湖校区教学环境已发生
巨大变化，高楼林立，设施齐全，
环境优雅。特别是校内的九江市
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中心，是
一所为全市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提
供指导服务的公益性机构，主要
职能是为全市未成年人及家长提
供心理健康辅导，面向全市未成
年人及家长免费开放。除此之
外，八里湖校区正在积极筹建校
史馆，全校各处室密切配合，提供
校史资料，将建成一个高标准的
校史馆。

十年激情岁月，他们用汗水
浇灌收获，以实干笃定前行，实现
了十年愿景，达到了“五满意”目
标，即政府满意、社会满意、家长
满意、学生满意、教师满意。学校
先后获得中国十大最具影响力金
牌中学、全国教育改革创新示范
校、全国中小学节约型校园建设
示范校等称号。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行而不
辍，未来可期。10月 8日，九江一
中将举办八里湖校区十周年教育
科技文化节，总结办学经验，交流
办学思想、汇报办学成果。学校
将以此为新的起点，在百年文脉
的传承中，迈开铿锵步伐，一步一
个脚印，向着更高、更远、更新的
目标迈进，在九江大地上绽放出
新时代的光彩。

涂俊武 邱武飞 何深宝
（本版图片由九江一中提供）

千载风流润珠玉 十年奋进谱新篇
——写在九江一中八里湖校区十周年教育科技文化节之际

9月的清晨，江西省九江第
一中学（简称九江一中）八里湖
校区朝气蓬勃，花草芬芳，悠扬
悦耳的读书声就像海浪，此起彼
伏，一浪更胜一浪。这里恰似一
座美丽的大花园，已成为教师的
幸福家园、学生的成长乐园。

谁能想到，10 年前，这里
杂草丛生，人烟稀少，荒芜沉
寂。如今，这里成为莘莘学子
求知的殿堂。

笔者在八里湖校区看到，
这里依山傍水，教学楼在树林
里，人在风景中，是一所现代
化、园林式学校。学校集初中、
高中为一体，是六年一贯制学
校，有学生3500多名。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八
里湖校区与百年名校——九江
一中（南门湖校区）一脉相承，已
走过十年征程。十年来，学校依
托南门湖校区的文脉根基，秉承

“尊重民主、崇尚科学、善处平
庸、追求卓越”的治校办学理念，
培养出众多优秀毕业生，他们从
这里步入高等院校继续深造，走
向幸福的未来。同时，在九江市
教育系统初中年级教学考评中
名列前茅，在九江市民中树立了
口口相传的教育品牌，涌现了一
批潜心教学、精于钻研、爱满天
下，承载教书育人之责的教师群
体。他们立德树人，孜孜以求。

九江一中位于庐山脚下、南门湖
畔，毗邻甘棠公园，距九江火车站不
足千米，集山川之灵秀，聚交通之便
利，是一所古老而又年轻的学校。
说她古老，是因为她前身为宋明理
学奠基人周敦颐所创办的濂溪书
院，间接历史近千年；正式立校于
1902 年，直接历史 119 年，享有“千
载学府、百年名校”的美誉。说她年
轻，是因为她充满青春之活力，是学
生青春逐梦之地。

100 多年来，九江一中文明薪火
传承不断，人文积淀深厚。学校现有
教职工 517 人，其中享受国务院特殊
津贴专家 1 人，国家万人计划名师 1
人，享受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2人，正
高级教师 6 名，特级教师 14 名；学校
共培养了近 8万名学生，学子遍布海
内外及各行各业。莘莘学子在这里
乐学上进，走向了理想的大学殿堂。
学校高考成绩一直保持在全省前列，
2013 年获得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校
长实名推荐权。2015年至2020年，共
有 54人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录取。
目前，学校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
全国 60 余所著名重点大学的优质生
源基地，先后荣获全国教育系统先进
集体、全国中小学德育工作先进集
体、全国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特色学
校等称号。

2009 年初，九江市委、市政府作
出了“加快城市建设步伐，拉大城市
框架，实现从甘棠湖、南湖时代走向
八里湖时代”的重要决定，启动八里
湖新区建设。八里湖新区在建设中，

按照“两个优先”的原则，即基础设施
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优先。为此，该
市拿出背靠庐山、面朝八里湖的黄金
地段，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水
平管理九江一中八里湖校区，让八里
湖校区成为八里湖新区一颗璀璨的
明珠。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2011
年9月，八里湖校区落成并投入使用，
九江一中正式跨入“一校两区”时代
（南门湖校区、八里湖校区）。

九江一中坚持“严实诚勇”的校
训和“一主两翼”办学思路，深入推进

“管育学三三制”改革，形成了民主、
和谐、诚信、进取的校风，敬业、爱生、
求实、创新的教风，诚朴、勤奋、自主、
上进的学风和勤勉、高效、廉洁、优质
的政风，治校办学水平不断提高，迈
上了新台阶。

八里湖校区在传承一中文脉的同
时，又注重创新。南门湖校区只有高
中没有初中，而八里湖校区既有高中
又有初中。能否打造一支高素质的
教师队伍，关系到八里湖校区的发展。

创办伊始，八里湖校区在九江市
各县（市、区）遴选一批教学经验丰富
的教师同时，从全国各地高校选拔优
秀的研究生和本科生，然后通过九江
一中名师工程“一对一”帮扶，让年轻
教师茁壮成长。

树苗长成大树，离不开精心栽
培。为了培养这支年轻的师资队伍，
学校建立教师双向交流机制，定期选
派教师到南门湖校区跟班学习，参与
教学教研；积极发挥备课组的作用，

由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牵头，认真组
织集体备课，选择语文、数学、英语三
个备课组为试点，形成具有八里湖校
区特色的教学教案，作为新教师步入
课堂的第一手学习资料……一大批
优秀教师在学校的培养中脱颖而出，
成为中坚力量。

“学校对教师的培养一方面延续
南门湖校区的模式，利用青蓝工程、
拜师工程、校本课程、推门听课及公
开课等形式，提高青年教师的教学水
平和质量，帮助其成长。另一方面注
重营造浓厚的教研氛围。每逢单周，
八里湖校区组织青年教师到南门湖
校区学习，学习不同的教学方法。每
逢双周自主根据本校生源的特点，开
展教研活动。在探讨中，教师们相互
找差距和不足，避免走弯路。老教师
传帮带，年轻教师学赶超，两个校区
同步发展。”八里湖校区教务处主任
葛森锋说。

目前，八里湖校区已构建了结
构合理的师资队伍，并根据实际情
况，围绕“气氛要浓、过程要实、机制
要活、质量要优”的原则，制定了具
有特色的教学规范制度，创新开展
教学工作。

“用力去教和用心去教，效果完
全不一样。作为一名教师要带着思
想感情去上课，影响学生，促进教
学。”八里湖校区特级教师邹月英
颇有感触地说。在八里湖校区，每
位教师都注重练内功，不断提高自
己的素养，做有温度的教育，教学质
量步步高。

● 一脉相承，百年名校闪耀新区

小切口，大改革。为了更加全面贯
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实现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为了全体学生的健康成长，使
他们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
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八里湖校区围绕

“理念要新，管理要严，措施要实，特色
要亮，效果要好”的二十字要诀，按照上
级教育部门要求对学生作业、睡眠、手
机、读物、体质进行管理(简称五项管
理)，明确了五项管理的责任部门及负
责人。学校教务处具体抓总，政教处、
体艺中心、总务处等部门协助完成相关
工作，教务处具体负责作业管理和读物
管理，政教处具体负责睡眠管理和手机
管理，体艺中心具体负责体质管理。

学校以学业水平提升为导向，加强
学生作业布置科学性、合理性规范要
求，确保作业总量不超标，学生成绩不
滑坡；以学生睡眠质量提升为导向，加
强学生睡眠及午间休息管理，确保学生
睡眠充足；以学生发展为导向，加强学
生手机进校园严控，确保必要时学生能
和家长正常沟通交流，非必要时无手机
影响；以学生精神追求为引领，加强学
生读物排查清理，确保学生能有好书

读，并养成良好阅读习惯；以学生身体
健康为导引，加强体质管理，切实提高
学生体质健康水平，确保学生身体素质
有大提升。

“我们落实五项管理不搞大运动，
而是科学把握教育发展的规律，按照学
生成长的规律，专业地制定相关措施，
坚持刚性要求与柔性管理相结合，分类
管理，精准实施。”九江一中负责人说。

学校认真落实“双减”政策，严格实
行五项管理。教师改善作业结构，根据
学生的实际学习情况和学习能力，将作
业分为“必做作业”和“自选作业”，提高
作业的选择性，为各层次的学生创设不
同的作业空间；学校制定了作业总量审
核监管和质量定期评价制度，以及关于
作业要求若干规定。同时，制作了《作
业检查情况记录表》，严格控制作业数
量。学校开通举报平台、电子信箱和热
线电话，建立家校之间有效的沟通反馈
机制，畅通“双减”举报渠道，及时收集
违背相关工作要求的问题线索。

星期一至星期五，每天第一缕晨光
穿透薄雾，照进八里湖校区时，教师就
开始工作了。他们陪着学生早读，给予

指导；上课时，校长、教务处和年级部会
不定时进行巡查；夜幕降临，学生开始
晚自习，教师全程陪伴，进行课业辅导；
等学生在宿舍里安睡了，教师才披着星
光回家。

“我们采用陪伴的方式对学生进行
管理，能够在第一时间发现问题，解决
问题。”八里湖校区高中部年级主任江
育才说，“陪伴学生成长，有利于五项管
理，让学生安心，学得好、睡得好。”

据了解，八里湖校区校园里装有公
用电话，以便学生与家长联系，满足学
生与家长通话需求。学生如有将手机
带入校园需求的，须经学生家长同意、
书面提出申请，进校后将手机交由学校
统一保管。教师不再通过微信、QQ等
方式布置作业，“管”出新气象、新面貌。

阅读一直是学校强调的重要技能，
拥有一个良好的阅读习惯，可以帮助九
江一中学生提高阅读理解能力、自学能
力。尤其是“双减”政策落实之后，学生
作业减少，空闲时间增多，阅读显得更
加重要。八里湖校区完善图书馆建设，
争取政府一次性投资 36 万元，购买图
书 4 万余册，并组建“鹤问文学社”“英

语吧”“读书协会”“小发明创新协会”等
社团；开展“中秋诗会”“英语风采大赛”

“古诗词吟唱”等活动；创办文学期刊
《拓荒》，设立校书法教室，在丰富学生
校园文化生活的同时，为提高学生综合
素质搭建了宽阔的平台。

强健体魄，学习之本。学校非常注
重学生体育锻炼，经常举行拔河、乒乓
球、羽毛球、篮球、排球、足球等比赛，每
年举办田径运动会、迎新环湖跑等活
动，切实提高学生的体质健康水平。

● 五项管理，“双减”落地创新发展

● 十年辉煌，继往开来书写华章

八里湖校区

开展开展““共创文明社区共创文明社区 焕新幸福家焕新幸福家
园园””志愿服务活动志愿服务活动

开展开展““童心向党童心向党 我爱我的团我爱我的团””活动活动

开展研学活动开展研学活动

运动会运动会

中国少年先锋队九江一中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少年先锋队九江一中第一次代表大会

教师家访教师家访

新生入学教育新生入学教育


